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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壽大發鴻利變額年金保險 

商品說明書 
 

 

商品名稱：台灣人壽大發鴻利變額年金保險 

商品文號：中華民國100年11月07日宏總字第100453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102年11月19日金管保壽字第10202554360號函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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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7月26日台壽字第1062330039號函備查修正 

 

給付項目：返還保單帳戶價值、年金、年金累積期滿保單帳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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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說明書發行日期：106年 07月 

本保險商品說明書應與「台灣人壽大發鴻利變額年金保險投資標的說明書」合併使用， 

以確保商品訊息完整揭露。 

＜商品說明書：29頁/投資標的說明書：68頁，共 9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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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險商品說明書應與「台灣人壽大發鴻利變額年金保險投資標的說明書」合併使用，以確保商品訊息完整揭露。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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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虛偽、隱匿或不實，應由台灣人壽及負責人與其他在說明書上簽章者依法負責。 

3. 本商品為保險商品，非存款項目，故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本商品僅保險保障部分受「財團法人保險安
定基金」之「人身保險安定基金專戶」保障，本商品之專設帳簿記載投資資產之價值金額不受人身保險
安定基金之保障。 

4. 本商品經台灣人壽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
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
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台灣人壽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5.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6. 消費者於購買本商品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如要詳細了解本商品之各項費用或其他相關資訊，
請洽台灣人壽客戶服務中心（客戶服務專線：0800-099-850/手機另撥(02)8170-5156）或網站（網址：
www.taiwanlife.com），以保障您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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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及年金保險之確定年金給付於被保險人死亡後給付於指定受益人者，依保險法第一
百十二條規定不得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惟如涉有規避遺產稅等稅捐情事者，稽徵機關仍得依據有關稅
法規定或稅捐稽徵法第十二條之一所定實質課稅原則辦理。相關實務案例請參考台灣人壽網站
（www.taiwanlife.com）實質課稅原則專區。 

9. 稅法相關規定或解釋之改變，可能會影響本商品之投資報酬及給付金額。 

10. 本商品所連結之一切投資標的（或投資標的所連結之投資子標的），其發行或管理機構以往之投資績效
不保證未來之投資收益，除保險契約另有約定外，台灣人壽不負投資盈虧之責，要保人投保前應詳閱商
品說明書；投資標的之詳細內容介紹，請詳閱投資標的公開說明書或台灣人壽網站（網址：
www.taiwanlif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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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自連結投資標的交易對手取得之報酬、費用折讓等各項利益，應於簽約前提供予要保人參考。 

13. 若投資標的為配息型基金，基金的配息可能由基金的收益或本金中支付。任何涉及由本金支出的部分，
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額減損。若投資標的為全權委託帳戶，台灣人壽委託全權委託投資事業代為運用與
管理之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可能由該帳戶之收益或本金中支付。任何涉及該帳戶本金支出的部
分，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額減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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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商品可能透過台灣人壽業務員、保險代理人/經紀人協助招攬或推介，且台灣人壽與保險代理人/經紀人
間並無成立任何僱傭或合夥關係。本商品係由台灣人壽提供並負擔因本商品所生之權利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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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 07月 26日 日期：中華民國 106年 07月 26日 

http://www.taiwanlif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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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險商品說明書應與「台灣人壽大發鴻利變額年金保險投資標的說明書」合併使用，以確保商品訊息完整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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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單條款第二條

第二十四款、第二十五款之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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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契約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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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繳交之定期保險費及不定期保險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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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第一期保險費： 

係指要保人於投保本契約時所交付之金額，第一期保險費不得低於新臺幣三十萬元。 

3. 定期保險費： 

係指要保人於年金累積期間以書面申請定期繳交的保險費。每次繳交不得低於新臺幣壹萬

元。 

4. 不定期保險費： 

係指要保人於年金累積期間以書面申請不定期繳交的保險費。每次繳交不得低於新臺幣壹

萬元。 

5. 繳費方式：單筆、彈性繳費。 

6. 繳費管道： 

(1)第一期保險費限匯款、即期支票、郵政劃撥。 

(2)定期單筆保險費繳別限月繳（首期需繳交二個月），續期繳費管道限自動轉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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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險商品說明書應與「台灣人壽大發鴻利變額年金保險投資標的說明書」合併使用，以確保商品訊息完整揭露。 

7. 保險費繳交之限制：要保人所繳之本契約保險費（扣除部分提領金額），累計不得超過新

臺幣壹億元。 

二、 保險給付項目及條件 

(一)年金給付的開始及給付期間： 

要保人投保時可選擇於第六保單週年日屆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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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金給付開始日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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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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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依下列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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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要保人於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檢齊被保險人身故文件送達本公司者，以要保人檢齊文件送

達本公司當日計算保單帳戶價值。 

二、要保人於首次投資配置日當日及其後檢齊被保險人身故文件送達本公司者，以要保人檢

齊文件送達本公司後之次一個資產評價日計算保單帳戶價值。 

前項第二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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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以年金累積期滿保單帳戶價值返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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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應將其未

支領之年金餘額依預定利率按年複利折算之現值，一次給付予身故受益人或其他應得之人後

，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三)年金累積期滿保單帳戶價值的返還： 

要保人選擇申請年金累積期滿保單帳戶價值者，本公司將以年金累積期間屆滿日之次一個資

產評價日計算年金累積期滿保單帳戶價值，一次返還予要保人後，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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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險商品說明書應與「台灣人壽大發鴻利變額年金保險投資標的說明書」合併使用，以確保商品訊息完整揭露。 

三、 範例說明： 

(以下範例已考慮本商品應收取之相關費用，詳保單條款附表一「投資型年金保單保險公司收取之相關費用一

覽表」) 

 

阿利 35 歲，因為領到一筆 50萬元的年終獎金，希望能規劃一個享有穩健投資並可靈活運用資金的變額年金保

險商品，於是他購買台灣人壽大發鴻利變額年金保險，在扣除保單管理費後的金額為$485,000，他選擇投資標

的 99%投入台灣人壽台幣代操帳戶(價值型)（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及 1%投入宏

利萬利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並選擇資產撥回機制為「現金給付」，其在假設投資報酬率為 6%,2%及-6%

的狀況下，其投資利益如下： 

單位：新臺幣/元 

   假設投資報酬率每年6%(非保證) 假設投資報酬率每年2%(非保證) 假設投資報酬率每年-6%(非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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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利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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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撥回

後) 

1 35 500,000 - 24,219 487,728 511,946 - 23,710 469,472 493,182 - 22,706 432,933 455,639 

2 36 - - 24,411 490,494 539,123 - 23,018 454,358 501,086 - 20,296 386,248 429,251 

3 37 - - 24,612 493,289 566,531 - 22,327 439,661 508,716 - 18,140 344,394 405,536 

4 38 - - 24,814 496,127 594,183 - 21,650 425,381 516,086 - 16,219 306,842 384,204 

5 39 - - 24,988 498,988 622,032 - 20,974 411,506 523,185 - 14,474 273,196 365,032 

6 40 - - 25,129 501,869 650,041 - 20,297 398,040 530,016 - 12,889 243,122 347,847 

7 41 - - 25,279 504,778 678,229 - 19,621 384,987 536,584 - 11,463 216,243 332,431 

8 42 - - 25,423 507,705 706,580 - 18,985 372,318 542,900 - 10,191 192,210 318,590 

9 43 - - 25,568 510,661 735,104 - 18,360 360,023 548,964 - 9,063 170,717 306,160 

10 44 - - 25,721 513,641 763,804 - 17,752 348,094 554,788 - 8,035 151,509 294,986 

11 45 - - 25,869 516,643 792,676 - 17,159 336,528 560,380 - 7,131 134,333 284,941 

12 46 - - 26,021 519,669 821,723 - 16,592 325,298 565,741 - 6,312 118,980 275,900 

13 47 - - 26,173 522,723 850,949 - 16,031 314,418 570,892 - 5,586 105,256 267,762 

14 48 - - 26,329 525,800 880,355 - 15,495 303,853 575,823 - 4,945 92,984 260,434 

15 49 - - 26,484 528,905 909,944 - 14,976 293,604 580,549 - 4,363 82,013 253,827 

16 50 - - 26,639 532,037 939,716 - 14,471 283,659 585,076 - 3,842 72,200 247,856 

17 51 - - 26,794 535,197 969,669 - 13,974 274,014 589,404 - 3,380 63,425 242,461 

18 52 - - 26,957 538,375 999,804 - 13,496 264,656 593,543 - 2,967 55,580 237,583 

19 53 - - 27,120 541,581 1,030,129 - 13,035 255,582 597,503 - 2,595 48,564 233,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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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54 - - 27,282 544,809 1,060,639 - 12,588 246,775 601,285 - 2,262 42,298 229,157 

21 55 - - 27,444 548,064 1,091,339 - 12,157 238,232 604,898 - 1,968 36,693 225,520 

22 56 - - 27,605 551,356 1,122,235 - 11,733 229,940 608,339 - 1,701 31,679 222,208 

23 57 - - 27,766 554,670 1,153,316 - 11,323 221,900 611,622 - 1,463 27,197 219,188 

24 58 - - 27,940 558,007 1,184,592 - 10,925 214,096 614,743 - 1,253 23,191 216,436 

25 59 - - 28,105 561,375 1,216,065 - 10,546 206,524 617,716 - 1,061 19,611 213,917 

26 60 - - 28,278 564,770 1,247,738 - 10,168 199,173 620,533 - 895 16,406 211,607 

27 61 - - 28,446 568,196 1,279,610 - 9,802 192,051 623,213 - 745 13,543 209,489 

28 62 - - 28,618 571,649 1,311,681 - 9,450 185,143 625,756 - 608 10,979 207,533 

29 63 - - 28,794 575,128 1,343,954 - 9,113 178,437 628,162 - 488 8,688 205,730 

30 64 - - 28,970 578,639 1,376,435 - 8,778 171,934 630,438 - 381 6,638 204,060 

31 65 - - 29,150 582,171 1,409,117 - 8,458 165,625 632,587 - 279 4,808 202,510 

32 66 - - 29,325 585,739 1,442,009 - 8,144 159,505 634,611 - 197 3,168 201,067 

33 67 - - 29,508 589,328 1,475,107 - 7,840 153,568 636,514 - 118 1,704 199,720 

34 68 - - 29,682 592,962 1,508,422 - 7,550 147,806 638,301 - 49 393 198,459 

35 69 - - 29,868 596,617 1,541,946 - 7,266 142,216 639,978 - 2 - 198,068 

36 70 - - 30,055 600,303 1,575,687 - 6,993 136,790 641,545 - - - - 

37 71 - - 30,241 604,015 1,609,639 - 6,717 131,531 643,003 - - - - 

38 72 - - 30,426 607,762 1,643,812 - 6,463 126,425 644,360 - - - - 

39 73 - - 30,615 611,539 1,678,204 - 6,211 121,471 645,618 - - - - 

40 74 - - 30,808 615,342 1,712,815 - 5,965 116,668 646,780 - - - - 

41 75 - - 31,001 619,180 1,747,654 - 5,729 112,008 647,848 - - - - 

42 76 - - 31,189 623,052 1,782,715 - 5,494 107,488 648,823 - - - - 

43 77 - - 31,389 626,954 1,818,006 - 5,277 103,097 649,708 - - - - 

44 78 - - 31,585 630,886 1,853,523 - 5,057 98,844 650,513 - - - - 

45 79 - - 31,780 634,852 1,889,270 - 4,847 94,714 651,231 - - - - 

說明： 

1.台灣人壽大發鴻利變額年金保險(VAD)所連結台灣人壽台幣代操帳戶(成長型)（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
能為本金）※台灣人壽台幣代操帳戶(價值型)（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之資產撥回，並非
保證且不代表該帳戶之投資績效。若遇投資組合中之資產產生流動性不足而無法贖回、法令或主管機關限制等情事發生
時，本帳戶將暫時停止撥回，俟該等情事解除後再繼續執行，惟不溯及暫停撥回之月份。上述撥回金額有可能超出本帳
戶全權委託投資利得，得自本帳戶投資資產中撥回，資產撥回後，本帳戶淨資產價值將因此減少。 

2.上表列示之金額並未對申請部分提領後之投資標的價值不得低於新臺幣 5,000 元作限制，但實際申請部分提領時，仍須
符合該規定。 

3.上表列示之資產撥回係假設採現金給付，但實際若資產撥回金額低於台灣人壽當時之規定，將改以累積單位數方式辦理。 

4.上表列示之年度末保單帳戶價值係由所繳保險費及投資報酬扣除保單相關費用、資產撥回及部分提領金額(假設每保單年
度第 12 個月初提領)推估。上表列示之數值僅供參考，不代表未來能獲得表列之回報，而未來投資報酬可能較
高或較低。 

5.上表年投資報酬率係指台灣人壽台幣代操帳戶(成長型/價值型)（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之
預期投資報酬率，宏利萬利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投資報酬率假設每年為 0%。 

6.當保單帳戶價值不足支付每月扣除額時，將導致契約停效。上表列示停效當年度之當年度資產撥回金額為當年度累積至
停效當月之金額。累積申請部分提領金額+累積資產撥回金額+年度末保單帳戶價值(含宏利萬利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資產撥回後)數值為自保單生效累積至停效當月之金額。 

7.當保單帳戶價值不足支付每月扣除額時，將導致契約停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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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全權委託帳戶資產撥回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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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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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 

 

第一條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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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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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型保險連結標的遴選辦法（下稱本遴選辦法）。 

 

第二條 連結標的遴選策略 

投資型保險連結標的之遴選策略應考量下列原則： 

一、 連結標的幣別：考量不同的計價幣別，以提供保戶多樣化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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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散至不同區域、產業或全球市場。 

三、 連結標的類型：考量不同類型的連結標的，以提供保戶多樣化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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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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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之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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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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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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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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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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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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符合附表一第五點所列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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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限。 

（六）境外結構型商品不得連結下列標的：  

1.新臺幣利率及匯率指標。 

2.國內有價證券。 

3.本國企業於國外發行之有價證券。 

4.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於國外發行之受益憑證。 

5.國內外機構編製之台股指數及其相關金融商品。但如該指數係由臺灣證券交易所

股份有限公司或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與國外機構合作編製非以

台股為主要成分股之指數，不在此限。 

6.屬於下列任一涉及大陸地區之商品或契約： 

 (1)大陸地區證券市場之有價證券。 

 (2)大陸地區之政府、企業或機構所發行或交易之有價證券。 

 (3)大陸地區股價指數、股價指數期貨。 

 (4)大陸地區債券或貨幣市場相關利率指標。 

 (5)人民幣匯率指標。 

 (6)其他涉及適用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及依該條例所定之相關法令

之商品。 

7.未經金管會核准或申報生效得募集及銷售之境外基金。 

8.國外私募之有價證券。 

9.股權、利率、匯率、基金、指數型股票基金（ETF）、指數、商品及上述相關指

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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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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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資型保險商品連結國外債券者，應符合下列規定： 

1.計價幣別以人民幣及境外結構型商品管理規則第十八條第二款所定計價幣別以

美元、英鎊、歐元、澳幣、紐西蘭幣、港幣、新加坡幣、加幣、日圓及人民幣為

限。 

2.該債券應於國內證券市場上櫃買賣，且不得為僅限銷售予專業投資人者。 

3.投資大陸地區或港澳地區有價證券之範圍及限制，準用證券商受託外國有價證券

管理規則第五條之相關規定。 

4.不得投資本國企業赴國外發行之債券。 

九、適用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OIU)之連結標的：依照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五條 審查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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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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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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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則無須審查）： 

（一）擬選擇連結投資標的之合法性。 

（二）擬選擇連結投資標的之費用及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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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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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保險業利益衝突之評估。 

（六）擬選擇連結投資標的之風險等級。 

二、 結構型商品：(投資型保險商品銷售自律規範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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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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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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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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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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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五、六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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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理性。(同本遴選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七款)。 

（四）擬連結境外基金適合之客戶類型。(應列為檢核表之審查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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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條第一項第八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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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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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應包括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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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酬之合理性、受託投資之適當性及有無利益衝突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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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存續期間等要素，綜合評估及確認該基金之商品風險程度，且至少區分為三

個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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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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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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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錢、財物或其他利益。 

 

第六條 審查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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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本公司及分公司之保本型基金與國際債券商品審查小組成員同保險商品評議委員會

成員。 

二、 本公司境外結構型商品審查小組會議依照本公司「境外結構型商品審查小組作業程序」

辦理。 

 

第七條 內部控制與定期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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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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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風險管理之參考。 

 

第八條 本遴選辦法經總經理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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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一、保本型基金投資標的之發行機構或保證機構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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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評等機構名稱 信用評等等級 

A.M. Best Company, Inc. a- 

DBRS Ltd AL 

Fitch, Inc. A- 

Japan Credit Rating Agency, Ltd A- 

Moody’s Investor Service, Inc. A3 

Rating and Investment Information, Inc. A- 

Standard & Poor’s Rating Services A- 

Egan-Jones Rating Company A- 

LACE Financial Corp. 
長期債務信用評等：B 

債務發行評等：BBB+ 

Realpoint A- 

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 twA- 

英商惠譽國際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A-(twn) 

 

（二）公債、國庫券之發行國家主權評等適用 

信用評等機構名稱 信用評等等級 

DBRS Ltd. A 

Fitch, Inc. A 

Japan Credit Rating Agency, Ltd. A 

Moody’s Investor Service, Inc. A2 

Rating and Investment Information, Inc. A 

Standard & Poor’s Rating Services A 

Egan-Jones Rating Company A 

 

（三）國內金融債券、公司債及浮動利率中期債券之發行機構或保證機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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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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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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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1707-1907-0300                                                                                  第 14 頁，共 29頁 

※本保險商品說明書應與「台灣人壽大發鴻利變額年金保險投資標的說明書」合併使用，以確保商品訊息完整揭露。 

 

三、保本型基金保證機構之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適用 

信用評等機構名稱 信用評等等級 

Fitch, Inc. A- 

Moody’s Investor Services, Inc. A3 

Standard & Poor’s Rating Services A- 

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 twA- 

英商惠譽國際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A-(twn) 

 

四、國內結構型商品之發行或保證機構適用 

信用評等機構名稱 信用評等等級 

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 twAA 

英商惠譽國際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AA（t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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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投資人適用】 

信用評等機構名稱 信用評等等級 

A.M. Best Company, Inc. aa- 

DBRS Ltd. AAL 

Fitch, Inc. AA- 

Japan Credit Rating Agency, Ltd. AA- 

Moody’s Investor Services, Inc. Aa3 

Rating and Investment Information, Inc. AA- 

Standard & Poor’s Rating Services AA- 

Egan-Jones Rating Company AA- 

LACE Financial Corp. 
長期債務信用評等：A 

債務發行評等：AA- 

Realpoint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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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風險告知 

信用風險： 

保單帳戶價值獨立於台灣人壽之一般帳戶外，因此要保人或受益人需自行承擔發行公司履行交

付投資本金與收益義務之信用風險。 

市場價格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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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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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酬率且不負投資盈虧之責。 

匯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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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投資標的轉換、贖回、投資標的收益分配及保險金給付等所產生之匯率風險。 

法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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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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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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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贖回之權利、或不得獲得期滿給付等情事。 

中途贖回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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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原始投資本金之風險。 

七、保單帳戶價值之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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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要保人其保單帳戶價值。 

前項保單帳戶價值內容包括如下： 

一、期初及期末計算基準日。 

二、投資組合現況。 

三、期初單位數及單位淨值。 

四、本期單位數異動情形（含異動日期及異動當時之單位淨值）。 

五、期末單位數及單位淨值。 

六、本期收受之保險費金額。 

七、本期已扣除之各項費用明細（包括保費費用、保單管理費）。 

八、期末之解約金金額。 

九、期末之保險單借款本息。 

十、本期收益分配或資產撥回情形。 

※若需要即時查詢您的保單帳戶價值或索取相關資訊，可至本公司網站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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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不保事項及除外責任：無 

http://www.ctbclif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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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重要保單條款之摘要 

（詳細台灣人壽大發鴻利變額年金保險保單條款及保單借款利率之決定方式，請參閱台灣人壽資訊

網站：www.taiwanlife.com） 

 

第二條【名詞定義】 

本契約所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年金金額：係指依本契約約定之條件及期間，本公司分期給付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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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更，以變更後之日期為準。 

三、年金累積期間：係指本契約生效日至年金給付開始日前一日之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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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金之期間。該期間為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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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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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市場可獲得之投資報酬率、考慮商品負債之年期及風險作適當資產配置來決定年金化當時之預

定利率。 

七、年金生命表：係指本公司於年金給付開始日用以計算年金金額之生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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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服務及其他必要費用。保費費用之金額為要保人繳付之保險費乘以附表一相關費用一覽表中

「保費費用表」所列之百分率所得之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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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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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時點扣除，其費用額度如附表一。 

十一、解約費用：係指本公司依本契約第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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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繳交之定期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 

(三)加上按前二目之每日淨額，依特定行庫於本契約生效日當月月初第一營業日之牌告新臺幣活期

存款年利率平均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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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內容如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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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價值係依本契約項下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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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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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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繳交之定期保險費及不定期保險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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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保險費：係指要保人於投保本契約時所交付之金額，第一期保險費不得低於新臺幣三

十萬元。 

二十四、定期保險費：係指要保人於年金累積期間以書面申請定期繳交的保險費。每次繳交不得低於

新臺幣壹萬元。 

二十五、不定期保險費：係指要保人於年金累積期間以書面申請不定期繳交的保險費。每次繳交不得

低於新臺幣壹萬元。 

二十六、特定行庫：係指台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合作金庫銀行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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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七、每月扣除額：係指下列二者之和，於年金累積期間內之每一保單週月日，自投資標的價值中

扣除： 

(一)保單管理費。 

(二)依附表一第三項第 6 點，本公司對於附表三第二類投資標的中 ETF（Exchange Traded Fund；

指數股票型基金），每月額外收取投資標的價值的 0.1%。 

二十八、年金給付期間：係指本公司給付年金之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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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第二十四款、第二

十五款之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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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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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險商品說明書應與「台灣人壽大發鴻利變額年金保險投資標的說明書」合併使用，以確保商品訊息完整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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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條【首次投資配置日後不定期保險費的處理】 

首次投資配置日後，要保人得於年金累積期間內向本公司交付不定期保險費，本公司以下列二者較晚

發生之時點，將該不定期保險費扣除其保費費用後之餘額，依要保人所指定之投資標的配置比例，於

次一個資產評價日將該餘額投入在本契約項下的投資標的中： 

一、該不定期保險費實際入帳日。 

二、本公司同意要保人交付該不定期保險費之日。 

前項要保人申請交付之不定期保險費，本公司如不同意收受，應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 

 

第九條【每月扣除額的收取方式】 

本公司於本契約生效日及每保單週月日將計算本契約之每月扣除額，於保單週月日（若該日非資產評

價日時，則順延至下一個資產評價日）依序自投資標的價值扣除之。但首次投資配置日前之每月扣除

額，則於首次投資配置金額評價完成後，再依序自投資標的價值扣除之。 

前項扣除每月扣除額之計算，皆以扣除當時按本公司最近可得之投資標的單位淨值及匯率計算之。 

第一項之扣除順序，要保人投保本契約時，應於要保書約定。要保人未約定扣除之順序時，或所約定

之投資標的價值不足以支付每月扣除額時，本公司將按各投資標的價值比例扣除。要保人亦得於本契

約年金累積期間內隨時向本公司提出變更該扣除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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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還年金累積期滿保單帳戶價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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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於投資標的：本公司根據首次投資配置日，或保險費實際入帳日後的第

一個資產評價日特定行庫之收盤即期匯率賣出平均價格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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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第一個資產

評價日特定行庫之收盤即期匯率買入平均價格計算。 

(二)返還保單帳戶價值：本公司根據計算該保單帳戶價值之資產評價日特定行庫之收盤即期匯率

買入平均價格計算。 

(三)以現金給付之收益分配或資產撥回：本公司根據收益或資產撥回實際分配日特定行庫之收盤

即期匯率買入平均價格計算。 

(四)償付解約金、部分提領金額：本公司根據計算該項給付數額之資產評價日特定行庫之收盤即

期匯率買入平均價格計算。 

三、每月扣除額：本公司根據首次投資配置日或保單週月日（若該日非資產評價日時，則順延至下一

個資產評價日）特定行庫之收盤即期匯率買入平均價格計算。 

四、投資標的之轉換：本公司根據收到轉換申請書後的次一個資產評價日特定行庫之收盤即期匯率買

入平均價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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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收到轉換申請書後的

次三個資產評價日特定行庫之收盤即期匯率賣出平均價格計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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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條【投資標的之收益分配或資產撥回】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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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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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險商品說明書應與「台灣人壽大發鴻利變額年金保險投資標的說明書」合併使用，以確保商品訊息完整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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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契約所提供之附表三第一類投資標的如有資產撥回時，要保人得選擇下列方式之ㄧ給付，若未選擇

時，則本公司以本項第二款「累積單位數」方式給付；本契約所提供之附表三第二類投資標的如有收

益分配時，本公司僅以本項第二款「累積單位數」方式給付。 

一、現金給付：本公司將於實際取得收益或資產撥回後三十日內給付予要保人。但因可歸責於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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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累積單位數：本公司將於實際取得收益或資產撥回當日，以該日投資標的單位淨值計算轉入單位

數。但若本契約於收益實際分配日或資產撥回日已終止、停效、收益實際分配日或資產撥回日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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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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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自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轉換費用後，於本公司收到申請書（或電子申請文件）之後的次三個資產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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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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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險商品說明書應與「台灣人壽大發鴻利變額年金保險投資標的說明書」合併使用，以確保商品訊息完整揭露。 

本契約關於投資標的之全部條款適用於新增的投資標的。 

第十九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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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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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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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之二十五。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六十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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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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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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險商品說明書應與「台灣人壽大發鴻利變額年金保險投資標的說明書」合併使用，以確保商品訊息完整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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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每次所繳納之各項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後所得之金額，本契約之保費費用率如下： 

第一期保險費/

定期保險費/ 

不定期保險費 

2,999,999元

以下 

3,000,000~ 

5,999,999元 

6,000,000~ 

9,999,999元 

10,000,000 元以

上 

保費費用率 3% 2.8% 2.5% 2% 
 

二、保單管理費 

於年金累積期間內每月自投資標的價值中扣除，保單管理費如下表：  

 

 

 

 

註：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並應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但對要保人有利之費用調降，

不在此限。 

適用之保單帳戶價值範圍 保單管理費(每月) 

每月扣款當時保單帳戶價值<新臺幣 300萬元 新臺幣 100 元 

每月扣款當時保單帳戶價值新臺幣 300 萬元 -- 

三、投資相關費用 

1.申購費 為申購投資標的之手續費，不同投資標的可能有所差異，詳附表三。於投資標的轉換時，轉

入需先扣除申購費。 

本公司得視經營狀況調整申購費，且調整後申購費最高為 1.5%，將於調整前三個月通知要保

人。 

2.經理費 為投資標的之發行公司計收之費用，已由投資標的淨值中扣除。 

3.保管費 為投資標的之發行公司計收之費用，已由投資標的淨值中扣除。 

4.贖回費用 無。 

5.轉換費用 

每一保單年度提供十二次免費的轉換，第十三次起每次收取轉換費用新臺幣 500 元。 

本公司得調整轉換費用及免費次數，並應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但對要保人有利之費用調

降，不在此限。 

6.其他費用 
對於附表三第二類投資標的中 ETF（Exchange Traded Fund；指數股票型基金），本公司每月

將額外收取投資標的價值的 0.1%，每月自投資標的價值中扣除。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無。 

2.部分提領費用 無。 

五、其他費用 無。 

 

※ 保單管理費每次調整幅度不得超過行政院主計處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一定期間內之變動幅度，調整後

的保單管理費最高為每張保單每月新臺幣 200 元 (若為外幣收付保單將依新臺幣 200元等值外幣換算)。前

開所謂「一定期間」，於本契約第一次調整時係以本保險開始販售時之月份，至本公司第一次調整月份之

期間。若為第二次起之調整則指前次調整時之月份，至本公司該次調整月份之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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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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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taiwanlife.com)提供最新版之投資標的月報或年報等公開資訊。 

 
 

附表三：投資標的一覽表 

可供要保人選擇之投資標的有第一類投資標的及第二類投資標的： 

【第一類投資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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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 

註 1 

投資標的

所屬公司

名稱 

可供【第一類投資標的】投

資的子基金範圍 

註 2 

資產撥回機制 

註 3 

本公司

收取之

費用 

投資標的所屬

公司收取之費

用（投資人不須

另行支付） 

註 6 

申購費 
經理費或 

管理費 

新臺幣計價 

台灣人壽台幣

代操帳戶(成長

型)（本全權委

託帳戶之資產

撥回機制來源

可能為本金）

※ 

宏利證券

投資信託

股份有限

公司 

1.股票型基金投資部位：
0%~100% 

2.債券型基金投資部位：
9%~100% 

3.貨幣型基金投資部位：

0%~100% 

  

1.資產撥回頻率：每月一次 

2.資產撥回基準日：每月 1 日

（遇國定假日則順延） 

3.資產撥回條件：詳註 4 

4.資產撥回金額計算：詳註 5  

0% 1.2% 

台灣人壽台幣

代操帳戶(價值

型)（本全權委

託帳戶之資產

撥回機制來源

可能為本金）

※ 

宏利證券

投資信託

股份有限

公司 

1.股票型基金投資部位：
0%~49.5% 

2.債券型基金投資部位：
36%~100% 

3.貨幣型基金投資部位：

0%~100% 

 

1.資產撥回頻率：每月一次 

2.資產撥回基準日：每月 1 日

（遇國定假日則順延） 

3.資產撥回條件：詳註 4 

4.資產撥回金額計算：詳註 5 

0% 1.2% 

註 1：要保人申請投資標的轉換時，若為不同外幣之投資標的轉換，先將欲轉出投資標的贖回轉換為等值新臺幣，

再將該新臺幣轉換為欲轉入之投資標的幣別進行投資，其匯率之計算依條款第十條約定行之。若為相同

外幣之投資標的轉換，則不需依條款第十條約定進行換匯程序。 

註 2：本公司得新增或減少可供投資的子基金。 

註 3：資產撥回機制 

本商品所連結台灣人壽台幣代操帳戶（成長型/價值型）（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以下簡稱本帳戶）之資產撥回，並非保證且不代表該帳戶之投資績效。若遇投資組合中之資產產生流

動性不足而無法贖回、法令或主管機關限制等情事發生時，本帳戶將暫時停止撥回，俟該等情事解除後再

繼續執行，惟不溯及暫停撥回之月份。上述撥回金額有可能超出本帳戶全權委託投資利得，得自本帳戶委

託投資資產中撥回，資產撥回後，本帳戶淨資產價值將因此減少。 

註 4：自民國 100 年 12 月起，每月資產撥回基準日(每月 1 日)之投資標的單位淨值若符合下列條件時，則該月

應進行資產撥回 

(1)首次(民國 100 年 12 月)：該月資產撥回基準日之投資標的單位淨值大於或等於首次投資標的發行價格

的 85%(首次投資標的發行價格為新臺幣壹拾元)。 

(2)續次(民國 101 年起)：該月資產撥回基準日之投資標的單位淨值大於或等於前一月資產撥回基準日投資

標的單位淨值的 85%。 

註 5：若該月符合資產撥回條件，其資產撥回金額為當月資產撥回基準日之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乘以年化資產撥回

率除以十二後，再乘以資產撥回基準日所持有之投資標的單位數；前述年化資產撥回率，台灣人壽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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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操帳戶(成長型)（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及台灣人壽台幣代操帳戶(價值

型)（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分別為 7%及 5%。 

註 6：投資標的所屬公司收取之經理費或管理費已由投資標的淨值中扣除，投資人不須另行支付。投資標的所屬

公司若變更經理費或管理費時，本公司將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 

註 7：※本全權委託帳戶資產撥回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 

 

投資標的 

註 1 

投資標的

所屬公司

名稱 

可供【第一類投資標的】投

資的子基金範圍 

註 2 

資產撥回機制 

註 3 

本公司

收取之

申購費 

經理費或管理

費（投資人不須

另行支付） 

註 6 

新臺幣計價 

台灣人壽委

託宏利投信-

台幣投資帳

戶(成長型

Ⅱ)（本全權

委託帳戶之

資產撥回機

制來源可能

為本金）※ 

宏利證券

投資信託

股份有限

公司 

1.股票型基金投資部位：
0%~100% 

2.債券型基金投資部位：

9%~100% 

3.貨幣型基金投資部位：

0%~100% 

 

1.資產撥回頻率：每月一次 

2.資產撥回基準日：每月 1 日

（遇國定假日則順延） 

3.資產撥回條件：詳註 4 

4.資產撥回金額計算：詳註 5 0% 1.2% 

台灣人壽委

託宏利投信-

台幣投資帳

戶(價值型

Ⅱ)（本全權

委託帳戶之

資產撥回機

制來源可能

為本金）※ 

宏利證券

投資信託

股份有限

公司 

1.股票型基金投資部位：
0%~65% 

2.債券型基金投資部位：
36%~100% 

3.貨幣型基金投資部位：
0%~100% 

 

1.資產撥回頻率：每月一次 

2.資產撥回基準日：每月 1 日

（遇國定假日則順延） 

3.資產撥回條件：詳註 4 

4.資產撥回金額計算：詳註 5 0% 1.2% 

註 1：要保人申請投資標的轉換時，若為不同外幣之投資標的轉換，先將欲轉出投資標的贖回轉換為等值新臺幣，

再將該新臺幣轉換為欲轉入之投資標的幣別進行投資，其匯率之計算依條款第十條約定行之。若為相同

外幣之投資標的轉換，則不需依條款第十條約定進行換匯程序。 

註 2：本公司得新增或減少可供投資的子基金。 

註 3：資產撥回機制 

本商品所連結台灣人壽委託宏利投信-台幣投資帳戶（成長型Ⅱ/價值型Ⅱ）（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

制來源可能為本金）※（以下簡稱本帳戶）之資產撥回，並非保證且不代表該帳戶之投資績效。若遇投資

組合中之資產產生流動性不足而無法贖回、法令或主管機關限制等情事發生時，本帳戶將暫時停止撥回，

俟該等情事解除後再繼續執行，惟不溯及暫停撥回之月份。上述撥回金額有可能超出本帳戶全權委託投資

利得，得自本帳戶委託投資資產中撥回，資產撥回後，本帳戶淨資產價值將因此減少。 

註 4：自民國 103年 7月起，每月資產撥回基準日(每月 1日)之投資標的單位淨值若符合下列條件時，則該月應

進行資產撥回 

(1)首次(民國 103 年 7月)：該月資產撥回基準日之投資標的單位淨值大於或等於首次投資標的發行價格的

85%(首次投資標的發行價格為新臺幣壹拾元)。 

(2)續次(民國 103 年 8月起)：該月資產撥回基準日之投資標的單位淨值大於或等於前一月資產撥回基準日

投資標的單位淨值的 85%。 

註 5：若該月符合資產撥回條件，其資產撥回金額為當月資產撥回基準日之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乘以年化資產撥回

率除以十二後，再乘以資產撥回基準日所持有之投資標的單位數；前述年化資產撥回率，台灣人壽委託

宏利投信-台幣投資帳戶(成長型Ⅱ)（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及台灣人壽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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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宏利投信-台幣投資帳戶(價值型Ⅱ)（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分別為 7.5%

及 5.5%。 

註 6：經理費或管理費包含本公司收取之費用及投資標的所屬公司之代操費用，已由投資標的淨值中扣除，投資

人不須另行支付。若變更經理費或管理費時，本公司將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 

註 7：※本全權委託帳戶資產撥回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 

 

投資標的 

註 1 

投資標的

所屬公司

名稱 

可供【第一類投資標的】投

資的子基金範圍 

註 2 

資產撥回機制 

註 3 

本公司

收取之

費用 

經理費或管理費

（投資人不須另

行支付） 

註 6 申購費 

美元計價 

台灣人壽委

託施羅德投

信-美元投資

帳戶（環球

收 益 增 值

型）（本全權

委託帳戶之

資產撥回機

制來源可能

為本金） 

施羅德證

券投資信

託股份有

限公司 

本投資帳戶在分散風險、確

保投資帳戶之安全考量下，

採「多元資產投資策略」： 

1.股票型基金投資部位：

0%~100% 

2..債券型基金投資部位：
0%~100% 

3.現金投資部位：0%~100% 

1.資產撥回頻率： 

  (1) 固定比率資產撥回： 

     每月一次 

  (2) 不固定比率資產撥回： 

     每年 6月、12 月 

2.資產撥回基準日： 

  (1) 固定比率資產撥回： 

每月 1日（遇國定假日則

順延） 

  (2)不固定比率資產撥回： 

每年 6月 15 日、12月 15

日（遇國定假日則順延） 

3.資產撥回條件：詳註 4 

4.資產撥回金額計算：詳註 5 

0% 1.2% 

台灣人壽委

託聯博投信

投資帳戶-收

益型(一)  

(本全權委託

帳戶之資產

撥回機制來

源可能為本

金)※ 

聯博證券

投資信託

股份有限

公司 

1.一般債券型基金投資部

位：0% ~ 70% 

2.高收益債券型基金投資部

位：0%~70% 

3.現金投資部位：0%~20% 

1.委託資產撥回頻率：每月一次 

2.委託資產撥回基準日：每月 1

日，如遇非評價日時，則順延

至次一個評價日。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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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2% 

台灣人壽委

託富蘭克林

華美投信投

資帳戶-穩月

收型(一) 

(本全權委託

帳戶之資產

撥回機制來

源可能為本

金) ※ 

富蘭克林

華美證券

投資信託

股份有限

公司 

1.股票型基金投資部位： 

0% ~ 60% 

2.債券型基金投資部位：

0%~100% 

1.委託資產撥回頻率：每月一次 

2.委託資產撥回基準日：每月 1

日，如遇非評價日時，則順延

至次一個評價日。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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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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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標的 

註 1 

投資標的

所屬公司

名稱 

可供【第一類投資標的】投

資的子基金範圍 

註 2 

資產撥回機制 

註 3 

本公司

收取之

費用 

經理費或管理費

（投資人不須另

行支付） 

註 6 申購費 

美元計價 

台灣人壽委

託貝萊德投

信投資帳戶-

環球配置型

(一) (本全權

委託帳戶之

資產撥回機

制來源可能

為本金) ※ 

貝萊德證

券投資信

託股份有

限公司 

1.股票型投資部位： 

0% ~ 80% 

2.固定收益型投資部位：
20%~100% 

1.委託資產撥回頻率：每月一次 

2.委託資產撥回基準日：每月 1

日，如遇非評價日時，則順延

至次一個評價日。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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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2% 

台灣人壽委

託富達投信

投資帳戶-環

球多元入息

型(一) (本全

權委託帳戶

之資產撥回

機制來源可

能為本金) 

富達證券

投資信託

股份有限

公司 

1.單一子基金投資部位：0% 

~ 30% 

2.單一 ETF投資部位：
0%~30% 

1.委託資產撥回頻率：每月一次 

2.委託資產撥回基準日：每月 1

日，如遇非評價日時，則順延

至次一個評價日。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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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2% 

※表示：本全權委託帳戶資產撥回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 

 

註 1：要保人申請投資標的轉換時，若為不同外幣之投資標的轉換，先將欲轉出投資標的贖回轉換為等值新臺幣，

再將該新臺幣轉換為欲轉入之投資標的幣別進行投資，其匯率之計算依條款第十條約定行之。若為相同

外幣之投資標的轉換，則不需依條款第十條約定進行換匯程序。 

註 2：本公司得新增或減少可供投資的子基金。 

註 3：資產撥回機制 

投資標的名稱 資產撥回條件/機制 

台灣人壽委託施羅德投

信-美元投資帳戶（環球

收益增值型）（本全權委

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

來源可能為本金） 

本商品所連結台灣人壽委託施羅德投信-美元投資帳戶（環球收益增值型）（本

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以下簡稱本施羅德帳戶）

之資產撥回，並非保證且不代表該帳戶之投資績效。若遇投資組合中之資產

產生流動性不足而無法贖回、法令或主管機關限制等情事發生時，本帳戶將

暫時停止撥回，俟該等情事解除後再繼續執行，惟不溯及暫停撥回之月份。

上述撥回金額有可能超出本帳戶全權委託投資利得，得自本帳戶投資資產中

撥回，資產撥回後，本帳戶淨資產價值將因此減少。 

台灣人壽委託聯博投信

投資帳戶 -收益型 (一 ) 

(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

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

金)※ 

本「台灣人壽委託聯博投信投資帳戶-收益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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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稱本聯博委託帳戶)之委託資產

撥回金額由聯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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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審查本聯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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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委託帳戶資產之操作績效，委託資產

撥回金額可能超出本聯博委託帳戶資產投資利得，得自本聯博委託帳戶資產

中撥回，委託資產撥回後，本聯博委託帳戶淨資產價值將因此減少。 

台灣人壽委託富蘭克林

華美投信投資帳戶-穩月

收型(一)(本全權委託帳

本「台灣人壽委託富蘭克林華美投信投資帳戶-穩月收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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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稱本富蘭克林華

美委託帳戶)之委託資產撥回金額由富蘭克林華美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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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

可能為本金) ※ 

司之本富蘭克林華美委託帳戶經理人按雙方事先約定之機制，每月依本富蘭

克林華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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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

市場未來展望，提供次月每受益權單位資產撥回金額之計劃並通知台灣人壽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經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無異議表示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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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蘭克林華美委託

帳戶資產之操作績效，委託資產撥回金額可能超出本富蘭克林華美委託帳戶

資產投資利得，得自本富蘭克林華美委託帳戶資產中撥回，委託資產撥回

後，本富蘭克林華美委託帳戶淨資產價值將因此減少。 

台灣人壽委託貝萊德投

信投資帳戶-環球配置型

(一) (本全權委託帳戶之

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

為本金) ※ 

本「台灣人壽委託貝萊德投信投資帳戶-環球配置型(一) (本全權委託帳戶之

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以資產增值為首要目標，追求在一定風

險程度下之最佳總回報表現。本資產撥回機制並非保證且不代表本投資帳戶

資產之操作績效。若委託投資資產撥回金額超出本投資帳戶資產之投資利

得，得自本投資帳戶之委託投資資產中撥回，而委託投資資產撥回後，本投

資帳戶之淨資產價值將因此減少。 

台灣人壽委託富達投信

投資帳戶-環球多元入息

型(一) (本全權委託帳戶

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

能為本金) 

本「台灣人壽委託富達投信投資帳戶-環球多元入息型(一) (本全權委託帳戶

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以透過投資股票入息型與固定收益型之

投資子標的，隨景氣變化積極靈活進行資產配置，同時追求獲取潛在收益及

中長期資本增值機會。本資產撥回機制並非保證且不代表本投資帳戶資產之

操作績效。若委託投資資產撥回金額超出本投資帳戶資產之投資利得，得自

本投資帳戶之委託投資資產中撥回，而委託投資資產撥回後，本投資帳戶之

淨資產價值將因此減少。 

※表示：本全權委託帳戶資產撥回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 

註 4：台灣人壽委託施羅德投信-美元投資帳戶（環球收益增值型）（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

本金）資產撥回條件： 

1.固定比率資產撥回：每月 1日之投資標的單位淨值若符合下列條件時，則該月應進行資產撥回。 

   (1.1)首次(民國 103年 12 月)：該月資產撥回基準日之投資標的單位淨值大於或等於首次投資標的發行價

格的 85%(首次投資標的發行價格為美金壹拾元)。 

   (1.2)續次(民國 104 年 1 月起)：該月資產撥回基準日之投資標的單位淨值大於或等於前一月資產撥回基

準日投資標的單位淨值的 85%。 

2.不固定比率資產撥回：每年 6月 15日、12月 15日之投資標的單位淨值若符合下列條件時，則該月應進

行額外資產撥回。 

(2.1)首次(民國 104 年 6 月)：該次資產撥回基準日之投資標的單位淨值大於美金$10.10 元時，該次資產

撥回基準日之投資標的單位淨值減去投資標的發行價格乘以 30%。若該次資產撥回基準日之投資標

的單位淨值小於或等於美金$10.10元時，當次則無額外資產撥回。 

(2.2)續次(民國 104 年 12月起)：同上。 

註 5：台灣人壽委託施羅德投信-美元投資帳戶（環球收益增值型）（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

本金）資產撥回金額計算： 

1.固定比率資產撥回： 

若該月符合資產撥回條件，其資產撥回金額為當月資產撥回基準日之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乘以年化委託資

產撥回率除以十二後，再乘以資產撥回基準日所持有之投資標的單位數；前述年化委託資產撥回率，台

灣人壽委託施羅德投信-美元投資帳戶（環球收益增值型）（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

本金）為 6%。 

2.不固定比率資產撥回： 

若該次符合資產撥回條件，其資產撥回金額為，(當次資產撥回基準日之每單位淨值－美金$10 元) x 

30%，再乘以資產撥回基準日所持有之投資標的單位數。 

註 6：經理費或管理費包含本公司收取之費用及投資標的所屬公司之代操費用，已由投資標的淨值中扣除，投資

人不須另行支付。若變更經理費或管理費時，本公司將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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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標的 

註 1 

投資標的所

屬公司名稱 

可供【第一類投資標的】投

資的子基金範圍 

註 2 

資產撥回機制 

註 3 

本公司

收取之

費用 

經理費或管理

費（投資人不須

另行支付） 

註 6 申購費 

新台幣計價 

台灣人壽委

託中國信託

投信投資帳

戶-環球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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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信託證

券投資信託

股份有限公

司 

1.基金投資部位：0%~100% 

2.閒置資金部位：0%~100% 

1.資產撥回頻率： 

(1)固定比率資產撥回：每

月一次 

(2)不固定比率資產撥回：

每年 6月、12 月 

2.資產撥回基準日： 

(1)固定比率資產撥回：每

月 1日（遇國定假日則

順延） 

(2)不固定比率資產撥回：

每年 6月 15 日、12月

15日（遇國定假日則順

延） 

3.資產撥回條件：詳註 4 

4.資產撥回金額計算：詳註 5 

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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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瀚亞證券投

資信託股份

有限公司 

1.瀚亞投信經理之子基金投

資部位：40%~100% 

2.非瀚亞投信經理之子基金

投資部位：0%~30% 

3.閒置資金部位：0%~30% 

1.委託資產撥回頻率：每月一

次 

2.委託資產撥回基準日：每月

1 日，如遇非評價日時，則

順延至次一個評價日。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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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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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野村證券投

資信託股份

有限公司 

1.單一子基金投資部位： 

0% ~ 30% 

1.委託資產撥回頻率：每月一

次 

2.委託資產撥回基準日：每月

1 日，如遇非評價日時，則

順延至次一個評價日。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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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2% 

※表示：本全權委託帳戶資產撥回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 

 

註 1：要保人申請投資標的轉換時，若為不同外幣之投資標的轉換，先將欲轉出投資標的贖回轉換為等值新臺

幣，再將該新臺幣轉換為欲轉入之投資標的幣別進行投資，其匯率之計算依條款第十條約定行之。若為

相同外幣之投資標的轉換，則不需依條款第十條約定進行換匯程序。 

註 2：本公司得新增或減少可供投資的子基金。 

註 3：資產撥回機制 

投資標的名稱 資產撥回條件/機制 

台灣人壽委託中國

信託投信投資帳戶-

環球多重收益型(台

本「台灣人壽委託中國信託投信投資帳戶-環球多重收益型(台幣)（本全權委託

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之資產撥回，並非保證且不代表該帳戶

之投資績效。若遇投資組合中之資產產生流動性不足而無法贖回、法令或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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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本全權委託帳

戶之資產撥回機制

來源可能為本金） 

機關限制等情事發生時，本帳戶將暫時停止撥回，俟該等情事解除後再繼續執

行，惟不溯及暫停撥回之月份。上述撥回金額有可能超出本帳戶全權委託投資

利得，得自本帳戶投資資產中撥回，資產撥回後，本帳戶淨資產價值將因此減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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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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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本全權委託帳戶資產撥回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 

 

註 4：台灣人壽委託中國信託投信投資帳戶-環球多重收益型(台幣)（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

為本金）資產撥回條件： 

(1)固定比率資產撥回：每月 1 日之投資標的單位淨值若符合下列條件時，則該月應進行資產撥回。 

(a)首次(民國 105年 5 月)：該月資產撥回基準日之投資標的單位淨值大於或等於首次投資標的發行價

格的 85%(首次投資標的發行價格為新臺幣壹拾元)。 

(b)續次(民國 105 年 6月起)：當月資產撥回基準日之投資標的單位淨值大於或等於前一月資產撥回基

準日投資標的單位淨值的 85%。 

(2)不固定比率資產撥回：每年 6 月 15 日、12 月 15 日之投資標的單位淨值若符合下列條件時，則該月

應進行額外資產撥回。 

(a)首次(民國 105 年 6 月)：該次資產撥回基準日之投資標的單位淨值大於新臺幣 10.10 元時，該次資

產撥回基準日之投資標的單位淨值減去新臺幣 10.10 元乘以 20%。若該次資產撥回基準日之投資標

的單位淨值小於或等於新臺幣 10.10 元時，當次則無額外資產撥回。 

(b)續次(民國 105 年 12 月起)：同上。 

註 5：台灣人壽委託中國信託投信投資帳戶-環球多重收益型(台幣)（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

為本金）資產撥回金額計算： 

(1)固定比率資產撥回： 

若該月符合資產撥回條件，其資產撥回金額為當月資產撥回基準日之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乘以年化資產

撥回率除以十二後，再乘以資產撥回基準日所持有之投資標的單位數；前述年化資產撥回率，台灣人

壽委託中國信託投信投資帳戶-環球多重收益型(台幣)（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

金）為 6%。 

(2)不固定比率資產撥回： 

若該次符合資產撥回條件，其資產撥回金額為，(當次資產撥回基準日之每單位淨值－新臺幣 10.10元) 

x 20%，再乘以資產撥回基準日所持有之投資標的單位數。 

註 6：經理費或管理費包含本公司收取之費用及投資標的所屬公司之代操費用，已由投資標的淨值中扣除，投資

人不須另行支付。若變更經理費或管理費時，本公司將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 

 

【第二類投資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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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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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標的 

註 1 

投資標的所屬

公司名稱 

投資標的種

類 

計價 

幣別 

收益分配

與否 

註 2 

投資標的所屬公司

收取之費用（投資

人不須另行支付） 

註 3 

本公司收 

取之費用 

經理費或 

管理費 
保管費 申購費 

附表一第三項

第 6 點「其他

費用」 

新臺幣計價 

宏利萬利貨幣市

場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 

宏利證券投資

信託股份有限

公司 

國內貨幣型 新臺幣 否 0.05% 0.05% 0% 0% 

註 1：要保人申請投資標的轉換時，若為不同外幣之投資標的轉換，先將欲轉出投資標的贖回轉換為等值新臺幣，

再將該新臺幣轉換為欲轉入之投資標的幣別進行投資，其匯率之計算依條款第十條約定行之。若為相同

外幣之投資標的轉換，則不需依條款第十條約定進行換匯程序。 

註 2：投資標的之收益分配方式（如每月、每半年配發或視經理人決定）係按投資標的公開說明書所載為準。 

註 3：投資標的所屬公司收取之「經理費或管理費」及「保管費」已由投資標的淨值中扣除，投資人不須另行支

付，且該費用會隨著投資標的規範及其他條件而略有變動，請以各投資標的公開說明書所載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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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壽 

 

台灣人壽保險(股)公司為中國信託金融控股(股)公司旗下子公司之一，所經營業務種類

包括個人人身保險業務及團體保險業務，上開營業項目不含信託業務。在通路經營上，

我們透過業務員、電話行銷、銀行保險及經紀人通路，提供社會大眾家庭財務保障計劃，

為社會建立完整的風險規劃體系。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11568南港區經貿二路188號8樓 

網址：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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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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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壽大發鴻利變額年金保險 

 

投資型商品投資標的說明書 

 

 

 

 

 

 

 

 

 

 

 

 

 

 
投資標的說明書發行日期：106 年 7 月 
 

 
本投資標的說明書應與「台灣人壽大發鴻利變額年金保險商品說明書」合併使用，以確保

商品訊息完整揭露。 
＜台灣人壽大發鴻利變額年金保險投資型商品投資標的說明書：6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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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標的揭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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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商品第一類投資標的包括台灣人壽台幣代操帳戶(成長型)（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來源可

能為本金）※、台灣人壽台幣代操帳戶(價值型)（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來源可能為本金）

※、台灣人壽委託宏利投信-台幣投資帳戶(成長型Ⅱ)（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來源可能為本

金）※、台灣人壽委託宏利投信-台幣投資帳戶(價值型Ⅱ)（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來源可能

為本金）※、台灣人壽委託施羅德投信-美元投資帳戶（環球收益增值型）（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

回機制來源可能為本金）、台灣人壽委託聯博投信投資帳戶-收益型(一) (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

機制來源可能為本金)※、台灣人壽委託富蘭克林華美投信投資帳戶-穩月收型(一)(本全權委託帳戶之

資產撥回機制來源可能為本金)※、台灣人壽委託貝萊德投信投資帳戶-環球配置型(一) (本全權委託帳

戶之資產撥回機制來源可能為本金) ※、台灣人壽委託富達投信投資帳戶-環球多元入息型(一) (本全

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來源可能為本金)、台灣人壽委託中國信託投信投資帳戶-環球多重收益型

(台幣)（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來源可能為本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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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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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所連結之所有的子基金與第二

類投資標的均係所屬公司依其適用法律所發行，其一切係由投資標的及投資的子基金發行公司負責履

行，保戶必須承擔投資之法律、外匯管制及匯率變動之風險、投資標的及投資的子基金相關市場變動、

投資標的及投資的子基金所屬公司之信用風險、類股過度集中之風險、產業景氣循環之風險、證券交

易市場流動性不足之風險、投資地區政治、經濟變動之風險及其他投資之風險。 
所有關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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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投資型保險資訊揭露應遵循事項第十一條第一項第十目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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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投資標的之資訊來

源均參考理柏(Lipper)，本保險商品說明書內之基金資訊僅供參考，如需了解本商品連結之投資標

的其他相關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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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商品所連結之海外基金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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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全權委託帳戶資產撥回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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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權委託帳戶之資訊 
（相關資料如有變動，將於增印時更新，欲查詢最新資料，請參考台灣人壽網站） 

台灣人壽台幣代操帳戶(成長型) （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來源可能為本金）※、台灣人壽

台幣代操帳戶(價值型)（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來源可能為本金）※、台灣人壽委託宏利

投信-台幣投資帳戶(成長型Ⅱ)（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來源可能為本金）※及台灣人壽委

託宏利投信-台幣投資帳戶(價值型Ⅱ)（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來源可能為本金）※是委由

宏利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以管理人的角色管理代操帳戶，投資子基金之配置並非留給保戶

自行選擇。台灣人壽委託施羅德投信-美元投資帳戶（環球收益增值型）（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

撥回機制來源可能為本金）是委由施羅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以管理人的角色管理本投資

帳戶之設立及所有之交易行為，投資子基金之配置並非留給保戶自行選擇。台灣人壽委託聯博投信

投資帳戶-收益型(一) (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來源可能為本金)※ 是委由聯博證券投資信

託股份有限公司，以管理人的角色管理本投資帳戶之設立及所有之交易行為，投資子基金之配置並

非留給保戶自行選擇。台灣人壽委託富蘭克林華美投信投資帳戶-穩月收型(一)(本全權委託帳戶之

資產撥回機制來源可能為本金) ※是委由富蘭克林華美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以管理人的角

色管理本投資帳戶之設立及所有之交易行為，投資子基金之配置並非留給保戶自行選擇。台灣人壽

委託貝萊德投信投資帳戶-環球配置型(一) (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來源可能為本金) ※是

委由貝萊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以管理人的角色管理本投資帳戶之設立及所有之交易行

為，投資子基金之配置並非留給保戶自行選擇。台灣人壽委託富達投信投資帳戶-環球多元入息型(一) 

(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來源可能為本金) 是委由富達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以管理

人的角色管理本投資帳戶之設立及所有之交易行為，投資子基金之配置並非留給保戶自行選擇。台

灣人壽委託中國信託投信投資帳戶-環球多重收益型(台幣)（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來源可

能為本金）是委由中國信託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以管理人的角色管理本投資帳戶之設立及

所有之交易行為，投資子基金之配置並非留給保戶自行選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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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管理人的角色管理本投資帳戶之設立及所有之交易行為，投資子基金之配置並非留給保

戶自行選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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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管理人的角色管理本投資帳戶

之設立及所有之交易行為，投資子基金之配置並非留給保戶自行選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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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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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權委託帳戶之揭露 

(一)第一類投資標的 
 
台灣人壽台幣代操帳戶(成長型) （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來源可能為本金）※ 

（資料統計至 2017/05/31）

所占比例 要保人得自行指定 成立時間 2011 年 11 月 16 日 

計價幣別 新臺幣 基金種類 全權委託帳戶 

投資海外 是 投資海外地理分佈 全球(投資海外) 

基金型態 開放式 基金風險報酬等級 RR3 

目前資產規模 60.1 億 

發行總面額 無上限 

投資目標 台灣人壽台幣代操帳戶(成長型) （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來源可

能為本金）※，在風險控管的情況下，提供投資人資產撥回機制，並同時

擁有享受資本利得成長的潛力，主動為投資人進行資產配置。 

基金經理人 鄭安杰(自 2017 年 7 月 10 日生效) 

簡介 學歷: 墨爾本皇家理工大學財務學系碩士 

現任: 宏利投信專戶管理部 

經歷: 富邦投信 專戶管理部 基金經理人 2014/5-2017-6 

     群益投信 專戶管理部 基金經理人 2012/8-2014/5 

     安聯人壽 投資部  副理 2006/5-20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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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處分情形 無 

最近一年因業務發生訴訟或非訴訟事件 無 

可供投資的子基金 請參閱本投資型商品投資標的說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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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績效 
(撥回前) 4.31 % -0.94% 1.16 % 22.60 % 

年化標準差 N/A N/A N/A 投資績效 

(撥回後) -2.76% -13.92% -18.05% -16.67% 

投資風險揭露 1.國內外政治、法規變動之風險 

2.國內外經濟、產業循環風險之風險 

3.投資地區證券交易市場流動性不足之風險 

4.投資地區外匯管制及匯率變動之風險 

5.其他投資風險 

※本全權委託帳戶資產撥回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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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壽台幣代操帳戶(價值型) （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來源可能為本金）※ 

（資料統計至 2017/05/31）

所占比例 要保人得自行指定 成立時間 2011 年 11 月 16 日 

計價幣別 新臺幣 基金種類 全權委託帳戶 

投資海外 是 投資海外地理分

佈 

全球(投資海外) 

基金型態 開放式 基金風險報酬等

級 

RR3 

目前資產規模 5.34 億  

發行總面額 無上限 

投資目標 台灣人壽台幣代操帳戶(價值型)（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來源可

能為本金）※，在風險控管的情況下，提供投資人資產撥回機制，並同時

擁有享受資本利得成長的潛力，主動為投資人進行資產配置。 

基金經理人 鄭安杰(自 2017 年 7 月 10 日生效) 

簡介 學歷: 墨爾本皇家理工大學財務學系碩士 

現任: 宏利投信專戶管理部 

經歷: 富邦投信 專戶管理部 基金經理人 2014/5-2017-6 

     群益投信 專戶管理部 基金經理人 2012/8-2014/5 

     安聯人壽 投資部  副理 2006/5-20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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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處分情形 無 

最近一年因業務發生訴訟或非訴訟事件 無 

可供投資的子基金 請參閱本投資型商品投資標的說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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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績效 
(撥回前) 2.70% -0.81% 0.74% 15.41% 

年化標準差 N/A N/A N/A 
投資績效 
(撥回後) -2.32% -10.27% -13.32% -12.93% 

投資風險揭露 1.國內外政治、法規變動之風險 

2.國內外經濟、產業循環風險之風險 

3.投資地區證券交易市場流動性不足之風險 

4.投資地區外匯管制及匯率變動之風險 

5.其他投資風險 

※本全權委託帳戶資產撥回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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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壽委託宏利投信-台幣投資帳戶(成長型Ⅱ)（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來源可能為本

金）※ 

（資料統計至 2017/05/31）

所占比例 要保人得自行指定 成立時間 2014 年 6 月 5 日 

計價幣別 新臺幣 基金種類 全權委託帳戶 

投資海外 是 投資海外地理分佈 全球(投資海外) 

基金型態 開放式 基金風險報酬等級 RR3 

目前資產規模 53.02 億 

發行總面額 無上限 

投資目標 台灣人壽委託宏利投信-台幣投資帳戶(成長型Ⅱ)（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

撥回機制來源可能為本金）※，在風險控管的情況下，提供投資人資產撥

回機制，並同時擁有享受資本利得成長的潛力，主動為投資人進行資產配

置。 

基金經理人 鄭安杰(自 2017 年 7 月 10 日生效) 

簡介 學歷: 墨爾本皇家理工大學財務學系碩士 

現任: 宏利投信專戶管理部 

經歷: 富邦投信 專戶管理部 基金經理人 2014/5-2017-6 

     群益投信 專戶管理部 基金經理人 2012/8-2014/5 

     安聯人壽 投資部  副理 2006/5-20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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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處分情形 無 

最近一年因業務發生訴訟或非訴訟事件 無 

可供投資的子基金 請參閱本投資型商品投資標的說明書 

投資績效與風險係數 
評估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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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1.81% N/A 3.18% 

年化標準差 N/A N/A N/A 投資績效 

(撥回後) -3.82% -15.53% N/A 0.00% 

投資風險揭露 1.國內外政治、法規變動之風險 

2.國內外經濟、產業循環風險之風險 

3.投資地區證券交易市場流動性不足之風險 

4.投資地區外匯管制及匯率變動之風險 

5.其他投資風險 

※本全權委託帳戶資產撥回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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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壽委託宏利投信-台幣投資帳戶(價值型Ⅱ)（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來源可能為

本金）※ 

（資料統計至 2017/05/31）

所占比例 要保人得自行指定 成立時間 2014 年 6 月 5 日 

計價幣別 新臺幣 基金種類 全權委託帳戶 

投資海外 是 投資海外地理分

佈 

全球(投資海外) 

基金型態 開放式 基金風險報酬等

級 

RR3 

目前資產規模 1.98 億 

發行總面額 無上限 

投資目標 台灣人壽委託宏利投信-台幣投資帳戶(價值型Ⅱ) （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

撥回機制來源可能為本金）※，在風險控管的情況下，提供投資人資產撥

回機制，並同時擁有享受資本利得成長的潛力，主動為投資人進行資產配

置。 

基金經理人 鄭安杰(自 2017 年 7 月 10 日生效) 

簡介 學歷: 墨爾本皇家理工大學財務學系碩士 

現任: 宏利投信專戶管理部 

經歷: 富邦投信 專戶管理部 基金經理人 2014/5-2017-6 

     群益投信 專戶管理部 基金經理人 2012/8-2014/5 

     安聯人壽 投資部  副理 2006/5-20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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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處分情形 無 

最近一年因業務發生訴訟或非訴訟事件 無 

可供投資的子基金 請參閱本投資型商品投資標的說明書 

投資績效與風險係數 
評估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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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1.43% N/A 1.96% 

年化標準差 N/A N/A N/A 
投資績效 
(撥回後) -3.30% -11.72% N/A -0.35% 

投資風險揭露 1.國內外政治、法規變動之風險 

2.國內外經濟、產業循環風險之風險 

3.投資地區證券交易市場流動性不足之風險 

4.投資地區外匯管制及匯率變動之風險 

5.其他投資風險 

※本全權委託帳戶資產撥回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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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撥回機制摘要： 

投資標的 

台灣人壽台幣代操帳戶

(成長型) （本全權委託

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來

源可能為本金）※ 

台灣人壽台幣代操帳戶

(價值型) （本全權委託

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來

源可能為本金）※ 

台灣人壽委託宏利投信

-台幣投資帳戶 (成長型

Ⅱ) （本全權委託帳戶

之資產撥回機制來源可

能為本金）※ 

台灣人壽委託宏利投信-
台幣投資帳戶 (價值型

Ⅱ) （本全權委託帳戶之

資產撥回機制來源可能

為本金）※ 

年化資產撥回率 7% 5% 7.5% 5.5% 

可供【資產撥回第一

類投資標的】投資的

子基金範圍 

1.股票型基金投資部位：

0%~100% 
2.債券型基金投資部

位：9%~100% 
3. ETF 投資部位：

0%~50% 
4.貨幣型基金投資部位：

0%~100% 

1.股票型基金投資部位：

0%~49.5% 
2.債券型基金投資部位：

36%~100% 
3. ETF 投資部位：

0%~30% 
4.貨幣型基金投資部位：

0%~100% 

1.股票型基金投資部位：

0%~100% 
2.債券型基金投資部

位：9%~100% 
3. ETF 投資部位：

0%~50% 
4.貨幣型基金投資部

位： 0%~100% 

1.股票型基金投資部位：

0%~65% 
2.債券型基金投資部位：

36%~100% 
3. ETF 投資部位：

0%~30% 
4.貨幣型基金投資部位：

0%~100% 

可供投資的子基金 

國內股票

型基金 
宏利臺灣股息收益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國內貨幣

型基金 
宏利萬利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海外股票

型基金 

宏利亞太中小企業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宏利全球動力股票基金 

海外債券

型基金 

宏利亞太入息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A 股 

宏利新興市場高收益債券證券投資信
託基金--A 股(本基金主要係投資於非
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宏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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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級之高風險債券) 

宏利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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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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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股票
型基金

宏利臺灣股息收益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國內貨幣
型基金

宏利萬利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海外股票
型基金

宏利亞太中小企業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宏利精選中華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宏利全球動力股票基金 

海外債券
型基金

宏利亞太入息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A 股 

宏利新興市場高收益債券證券投資信
託基金--A 股(本基金主要係投資於非
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宏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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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級之高風險債券) 

宏利中國離岸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A 股 

宏利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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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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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人壽收取之費用

(申購費) 
0% 

經理費或管理費 (投
資人不須另行支付) 

1.2%(註 1) 1.2%(註 1) 

資產撥回機制 

台灣人壽台幣代操帳戶（成長型/價值型）（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來源可能為本金）※、

台灣人壽委託宏利投信-台幣投資帳戶（成長型Ⅱ/價值型Ⅱ）（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來源

可能為本金）※（以下簡稱本帳戶）之資產撥回，並非保證且不代表該帳戶之投資績效。若遇投資

組合中之資產產生流動性不足而無法贖回、法令或主管機關限制等情事發生時，本帳戶將暫時停止

撥回，俟該等情事解除後再繼續執行，惟不溯及暫停撥回之月份。上述撥回金額有可能超出本帳戶

全權委託投資利得，得自本帳戶委託投資資產中撥回，資產撥回後，本帳戶淨資產價值將因此減少。

資產撥回頻率 每月一次 

資產撥回基準日 每月 1 日(遇國定假日則順延) 

資產撥回條件 
每月資產撥回基準日(每月 1 日)之投資標的單位

淨值大於或等於前一月資產撥回基準日投資標

自民國 103 年 7 月起，每月資產撥回基準日(每月 1
日)之投資標的單位淨值若符合下列條件時，則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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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單位淨值的 85%時，則該月應進行資產撥回。 應進行資產撥回 
(1)首次(民國 103 年 7 月)：該月資產撥回基準日之

投資標的單位淨值大於或等於首次投資標的發行

價格的 85%(首次投資標的發行價格為新台幣壹拾

元)。 
(2)續次(民國 103 年 8 月起)：該月資產撥回基準日

之投資標的單位淨值大於或等於前一月資產撥回

基準日投資標的單位淨值的 85%。 

資產撥回金額計算 
若該月符合資產撥回條件，其資產撥回金額為當月資產撥回基準日之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乘以年化資

產撥回率除以十二後，再乘以資產撥回基準日所持有之投資標的單位數。 

資產撥回之給付方式 
要保人得選擇「現金給付」或「累積單位數」，若未選擇時，則台灣人壽以「累積單位數」方式辦理。

註：若選擇「現金給付」時，該資產撥回金額低於台灣人壽實際取得資產撥回當時之規定，台灣人

壽將改以「累積單位數」方式辦理。 

 
註 1：經理費或管理費包含本公司收取之費用及投資標的所屬公司之代操費用，已由投資標的淨值中扣除，投

資人不須另行支付。若變更經理費或管理費時，本公司將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 
 

※本全權委託帳戶資產撥回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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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壽委託施羅德投信-美元投資帳戶（環球收益增值型）（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來

源可能為本金） 

（資料統計至 2017/05/31）

所占比例 要保人得自行指定 成立時間 2014 年 11 月 21 日 

計價幣別 美元 基金種類 全權委託帳戶 

投資海外 是 投資海外地理分佈 全球(投資海外) 

基金型態 開放式 基金風險報酬等級 RR3 

目前資產規模 29.35 百萬美元 

發行總面額 無上限 

投資目標 本委託投資帳戶主要訴求退休金準備需求，在分散風險、確保全權委託投資

帳戶之安全考量下，採取「多元資產投資策略」將資金分散投資於風險與報

酬來源不同之各資產類型之境外子基金、外幣計價境內子基金、ETFs 之全球

組合型投資；除了視全球經濟週期定位、各類資產投資價值、與市場動能/流

動性的前瞻性分析，以決定各類資產的投資看法和進行最適化之全球資產和

子基金投資配置外，並透過施羅德投資獨創 SMART (Schroders Multi-Asset 

Risk Technology)多元資產風險管理機制，利用各不同資產類型子基金與現金

間不同的連動係數，再加上多元資產團隊獨創的動態年化波動率管理與下檔

風險控管的雙重機制進行主動管理，旨在追求達到最佳帳戶風險監控，進而

以期追求創造中長期投資利得和累積退休金為目標。 

基金經理人 陳雅真 

簡介 學歷：英國伯明罕大學國際經濟管理碩士  

現任：施羅德投信專戶管理部投資經理(2015.12.21~迄今) 

經歷：合庫投信基金及全委經理人(2013.5~2015.12)、復華投信協理/基金經

理人(2006.3~2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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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處分情形 無 

最近一年因業務發生訴訟或非訴訟事件 無 

可供投資的子基金 請參閱本投資型商品投資標的說明書 

投資績效與風險係數 
評估期間 一年 二年 三年 自今年以來 評估期間 一年 二年 三年 
投資績效 
(撥回前) 7.71% -2.08% N/A 7.28% 

年化標準差 5.99% 6.62% N/A 
投資績效 
(撥回後) 1.50% -13.02% N/A 5.63% 

投資風險揭露 1.國內外政治、法規變動之風險 

2.國內外經濟、產業循環風險之風險 

3.投資地區證券交易市場流動性不足之風險 

4.投資地區外匯管制及匯率變動之風險 

5.其他投資風險 

※本全權委託帳戶資產撥回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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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標的 
台灣人壽委託施羅德投信-美元投資帳戶（環球收益增值型）（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

制來源可能為本金） 

年化資產撥回率 
（固定比率資產撥回） 

6% 

不固定比率資產撥回 
若該次符合資產撥回條件，其資產撥回金額為，(當次資產撥回基準日之每單位淨值－美金

$10 元) x 30%，再乘以資產撥回基準日所持有之投資標的單位數。 

可供【資產撥回第一類投

資標的】投資的子基金範

圍 

本投資帳戶在分散風險、確保投資帳戶之安全考量下，採 「多元資產投資策略」： 
1.股票型基金投資部位：0%~100% 
2.債券型基金投資部位：0%~100% 
3.現金投資部位：0%~100% 

可供投資的子基金 詳(註 1) 
台灣人壽收取之費用(申購

費) 
0% 

經理費或管理費 (投資人

不須另行支付) 
1.2%(註 2) 

資產撥回機制 

本商品所連結台灣人壽委託施羅德投信-美元投資帳戶（環球收益增值型）（本全權委託帳戶

之資產撥回機制來源可能為本金）（以下簡稱本帳戶）之資產撥回，並非保證且不代表該帳

戶之投資績效。若遇投資組合中之資產產生流動性不足而無法贖回、法令或主管機關限制等

情事發生時，本帳戶將暫時停止撥回，俟該等情事解除後再繼續執行，惟不溯及暫停撥回之

月份。上述撥回金額有可能超出本帳戶全權委託投資利得，得自本帳戶投資資產中撥回，資

產撥回後，本帳戶淨資產價值將因此減少。 

資產撥回頻率 
(1)固定比率資產撥回：每月一次 
(2)不固定比率資產撥回：每年 6 月、12 月 

資產撥回基準日 
(1)固定比率資產撥回：每月 1 日（遇國定假日則順 延） 
(2)不固定比率資產撥回：每年 6 月 15 日、12 月 15 日（遇國定假日則順延） 

資產撥回條件 

1.固定比率資產撥回：每月 1 日之投資標的單位淨值若符合下列條件時，則該月應進行資產

撥回。 
(1.1)首次(民國 103 年 12 月)：該月資產撥回基準日之投資標的單位淨值大於或等於首次投

資標的發行價格的 85%(首次投資標的發行價格為美金壹拾元)。 
(1.2)續次(民國 104 年 1 月起)：該月資產撥回基準日之投資標的單位淨值大於或等於前一月

資產撥回基準日投資標的單位淨值的 85%。 
2.不固定比率資產撥回：每年 6 月 15 日、12 月 15 日之投資標的單位淨值若符合下列條件

時，則該月應進行額外資產撥回。 
(2.1)首次(民國 104 年 6 月)：該次資產撥回基準日之投資標的單位淨值大於美金$10.10 元

時，該次資產撥回基準日之投資標的單位淨值減去投資標的發行價格乘以 30%。若該次

資產撥回基準日之投資標的單位淨值小於或等於美金$10.10 元時，當次則無額外資產撥

回。 
(2.2)續次(民國 104 年 12 月起)：同上。 

資產撥回金額計算 
若該月符合資產撥回條件，其資產撥回金額為當月資產撥回基準日之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乘以

年化資產撥回率除以十二後，再乘以資產撥回基準日所持有之投資標的單位數。 

資產撥回之給付方式 

要保人得選擇「現金給付」或「累積單位數」，若未選擇時，則台灣人壽以「累積單位數」

方式辦理。 
註：若選擇「現金給付」時，該資產撥回金額低於台灣人壽實際取得資產撥回當時之規定，

台灣人壽將改以「累積單位數」方式辦理。 

 

註 1：台灣人壽委託施羅德投信-美元投資帳戶（環球收益增值型）（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來
源可能為本金）可供投資的子標的如下，本公司得新增或減少可供投資的子標的。 

 

No. 可供投資共同基金名稱 計價幣別 

1 施羅德環球基金系列-大中華基金 A1 累積 美元 

2 施羅德環球基金系列-中東海灣基金 A1 累積 美元 

3 施羅德環球基金系列-中國優勢基金 A1 累積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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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aiwanlife.com / 客戶服務專線：0800-099-850 / (02)8170-5156 / 免費申訴電話：0800-213-269  
Control No：1707-1907-PD2-0047                                                                               第 12 頁，共 68 頁 
※ 本投資標的說明書應與「台灣人壽大發鴻利變額年金保險商品說明書」合併使用，以確保商品訊息完整揭露。 

No. 可供投資共同基金名稱 計價幣別 

4 施羅德環球基金系列-日本小型公司基金 A1 累積 日圓 

5 施羅德環球基金系列-日本股票基金 A1 累積 日圓 

6 施羅德環球基金系列-日本優勢基金 A1 累積 日圓 

7 施羅德環球基金系列-印度股票基金 A1 累積 美元 

8 施羅德環球基金系列-亞太地產股票基金 A1 累積 美元 

9 施羅德環球基金系列-亞洲小型公司基金 A1 累積 美元 

10 
施羅德環球基金系列-亞洲可轉換債券基金 A1 累積(本基金主要係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美元 

11 施羅德環球基金系列-亞洲收益股票基金 A1 累積 美元 

12 施羅德環球基金系列-亞洲債券基金 A1 累積 美元 

13 施羅德環球基金系列-亞幣債券基金 A1 類 美元 

14 施羅德環球基金系列-亞洲總回報基金 A1 累積 美元 

15 施羅德環球基金系列-拉丁美洲基金 A1 累積 美元 

16 施羅德環球基金系列-金磚四國基金 A1 累積 美元 

17 施羅德環球基金系列-美元流動基金 A 累積 美元 

18 施羅德環球基金系列-美元債券基金 A1 累積 美元 

19 施羅德環球基金系列-美國大型股基金 A1 累積 美元 

20 施羅德環球基金系列-美國小型公司基金 A1 累積 美元 

21 施羅德環球基金系列-美國中小型股票基金 A1 累積 美元 

22 施羅德環球基金系列-英國股票基金 A1 累積 英鎊 

23 施羅德環球基金系列-香港股票基金 A1 累積 港幣 

24 施羅德環球基金系列-新興市場股債優勢基金 A1 累積 美元 

25 施羅德環球基金系列-新興市場基金 A1 累積 美元 

26 施羅德環球基金系列-新興市場債券基金 A1 累積 美元 

27 施羅德環球基金系列-新興亞洲基金 A1 累積 美元 

28 施羅德環球基金系列-新興歐洲基金 A1 累積 歐元 歐元 

29 施羅德環球基金系列-義大利股票基金 A1 累積 歐元 

30 施羅德環球基金系列-歐元企業債券基金 A1 累積 歐元 

31 施羅德環球基金系列-歐元股票基金 A1 累積 歐元 

32 施羅德環球基金系列-歐元政府債券基金 A1 累積 歐元 

33 施羅德環球基金系列-歐元流動基金 A 累積 歐元 

34 施羅德環球基金系列-歐元短期債券基金 A1 累積 歐元 

35 施羅德環球基金系列-歐元債券基金 A1 累積 歐元 

36 施羅德環球基金系列-歐洲大型股基金 A1 累積 歐元 

37 施羅德環球基金系列-歐洲小型公司基金 A1 累積 歐元 

38 施羅德環球基金系列-歐洲收益股票基金 A1 累積 歐元 

39 施羅德環球基金系列-歐洲進取股票 A1 累積 歐元 

40 施羅德環球基金系列-環球小型公司基金 A1 累積 美元 

41 
施羅德環球基金系列-環球可轉換債券基金 A1 累積(本基金主要係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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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aiwanlife.com / 客戶服務專線：0800-099-850 / (02)8170-5156 / 免費申訴電話：0800-213-269  
Control No：1707-1907-PD2-0047                                                                               第 13 頁，共 68 頁 
※ 本投資標的說明書應與「台灣人壽大發鴻利變額年金保險商品說明書」合併使用，以確保商品訊息完整揭露。 

No. 可供投資共同基金名稱 計價幣別 

42 施羅德環球基金系列-環球企業債券基金 A1 累積 美元 

43 施羅德環球基金系列-環球地產股票基金 A1 累積 美元 

44 施羅德環球基金系列-環球收益股票基金 A1 累積 美元 

45 施羅德環球基金系列-環球計量精選價值基金 A1 累積 美元 

46 施羅德環球基金系列-環球計量優勢股票基金 A1 累積 美元 

47 施羅德環球基金系列-環球氣候變化策略基金 A1 累積 美元 

48 施羅德環球基金系列-環球能源基金 A1 累積 美元 

49 
施羅德環球基金系列-環球高收益基金 A1 累積(本基金主要係投資於非
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美元 

50 施羅德環球基金系列-環球進取股票基金 A1 累積 美元 

51 施羅德環球基金系列-環球債券基金 A1 累積 美元 

52 施羅德環球基金系列-環球通貨膨脹連繫債券基金 A1 累積 歐元 

53 施羅德環球基金系列-策略債券基金 A1 累積 美元 

54 施羅德環球基金系列-韓國股票基金 A1 累積 美元 

55 施羅德環球基金系列-亞洲優勢基金 A1 累積 美元 

56 
施羅德中國債券基金(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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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元 

57 施羅德環球基金系列-歐洲收益股票 A1 累積 (美元對沖) 美元 

58 施羅德環球基金系列-歐元股票 A 累積 (美元對沖) 美元 

59 施羅德環球基金系列-歐元企業債券 A 累積 (美元對沖) 美元 

60 施羅德環球基金系列-歐洲小型公司 A 累積 (美元對沖) 美元 

61 施羅德環球基金系列-環球通貨膨脹連繫債券 A1 累積 (美元對沖) 美元 

62 施羅德環球基金系列-日本股票 A1 累積 (美元對沖) 美元 

63 施羅德環球基金系列-日本優勢 A1 累積 (美元對沖) 美元 

64 施羅德環球基金系列-環球債券基金 A 累積 (美元對沖) 美元 

65 貝萊德世界債券基金 A2 美元 美元 

66 安盛環球基金-泛靈頓歐洲房地產基金 A Cap 歐元 

67 安盛環球基金-泛靈頓新興市場基金 A Cap 美元 

68 安盛環球基金-美國高收益債券基金 A Cap(本基金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
級之高風險債券) 

美元 

69 安盛羅森堡美國大型企業 Alpha 基金 B 美元 

70 安盛羅森堡環球大型企業 Alpha 基金 B 美元 

71 安盛羅森堡環球小型企業 Alpha 基金 B 美元 

72 安盛羅森堡日本大型企業 Alpha 基金 B 日圓 

73 安盛羅森堡日本小型企業 Alpha 基金 B 日圓 

74 摩根士丹利歐洲、中東及非洲新興股票基金 A 歐元 

75 摩根士丹利拉丁美洲股票基金 A 美元 

76 摩根士丹利美國房地產基金 A 美元 

77 摩根士丹利美國優勢基金 A 美元 

78 摩根士丹利美國增長基金 A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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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可供投資共同基金名稱 計價幣別 

79 摩根士丹利環球房地產基金 A 美元 

80 摩根士丹利印度股票基金 A 美元 

81 摩根士丹利亞洲房地產基金 A 美元 

82 摩根士丹利環球可轉換債券基金 A(本基金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
之高風險債券) 

美元 

83 摩根士丹利新興市場債券基金 A(本基金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
高風險債券) 

美元 

84 摩根士丹利新興市場國內債券基金 A 美元 

85 首域環球傘型基金-盈信世界領先基金 美元 

86 首域環球傘型基金-首域亞洲增長基金-第四類股-USD 美元 

87 首域環球傘型基金-首域中國核心基金-第四類股-USD 美元 

88 首域環球傘型基金-首域全球債券基金 美元 

89 首域環球傘型基金-首域大中華增長基金-第四類股-USD 美元 

90 首域環球傘型基金-首域優質債券基金(本基金之配息來源可能為本金) 美元 

91 首域環球傘型基金-首域亞洲優質債券基金 美元 

92 PIMCO 全球債券基金-機構 H 級類別(累積股份)  美元 

 

No. 可供投資 ETF 名稱 計價幣別 

1 iShares 安碩全球已開發國家地產收益指數基金 ETF 美元 

2 iShares 安碩 iBoxx 高收益公司債指數基金 ETF 美元 

3 iShares 安碩 J.P. Morgan 新興市場美元債券指數基金 ETF 美元 

4 iShares 安碩 MSCI 新興市場股票指數基金 ETF 美元 

5 iShares 安碩羅素 1000 指數基金 ETF 美元 

6 iShares 安碩全球健康照護指數基金 ETF 美元 

7 iShares 安碩全球基礎建設指數基金 ETF 美元 

8 SPDR 歐洲 STOXX 50 指數基金 ETF 美元 

9 SPDR 標普住宅建商指數基金 ETF 美元 

10 iShares 安碩 MSCI 世界股票指數基金 ETF 美元 

11 iShares 核心歐元公司債 ETF 歐元 

12 Vanguard FTSE 成熟市場 ETF 美元 

13 Vanguard 標普 500 指數 ETF 美元 

14 Vanguard FTSE 新興市場 ETF 美元 

15 Vanguard 整體股市 ETF 美元 

16 Vanguard 不動產投資信託 ETF 美元 

17 First Trust 納斯達克 100 科技類股指數 ETF 美元 

18 iShares 十年以上信用債券 ETF 美元 

19 iShares 1-3 年期信用債 ETF 美元 

20 iShares 機構債券 ETF 美元 

21 iShares 美國核心綜合債券 ETF 美元 

22 iShares 摩根新興市場當地貨幣政府債券美元 ETF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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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iShares 歐元綜合債券 ETF 歐元 

24 iShares 全球抗通膨債券 ETF 英鎊 

25 iShares 核心美國信用債券 ETF 美元 

26 iShares 抵押貸款證券化債券 ETF 美元 

27 iShares 短期美國公債 ETF 美元 

28 iShares 抗通膨債券 ETF 美元 

29 iShares 全球政府公債 ETF 美元 

30 iShares 德國 DAX 指數 ETF 歐元 

31 iShares 亞洲太平洋高股利 ETF 英鎊 

32 iShares 美國基礎原物料 ETF 美元 

33 iShares 美國油氣探勘與生產 ETF 美元 

34 iShares 美國石油設備與服務 ETF 美元 

35 iShares 國際精選高股利 ETF 美元 

36 iShares 運輸平均 ETF 美元 

37 iShares 美國消費服務 ETF 美元 

38 iShares 美國金融 ETF 美元 

39 iShares 美國房屋建築業 ETF 美元 

40 iShares 美國科技 ETF 美元 

41 iShares 美國電信 ETF 美元 

42 iShares 美國公用事業 ETF 美元 

43 iShares 核心高股利 ETF 美元 

44 iShares iBoxx 投資等級公司債券 ETF 美元 

45 iShares 歐元大型股公司債券 ETF 歐元 

46 iShares MSCI 澳洲 ETF 美元 

47 iShares MSCI 巴西指數 ETF 美元 

48 iShares MSCI 東歐指數 ETF 英鎊 

49 iShares MSCI 法國 ETF 美元 

50 iShares MSCI 德國 ETF 美元 

51 iShares MSCI 馬來西亞 ETF 美元 

52 iShares MSCI 太平洋不含日本 ETF 美元 

53 iShares MSCI 新加坡 ETF 美元 

54 iShares MSCI 南非 ETF 美元 

55 iShares MSCI 泰國指數 ETF 美元 

56 iShares 納斯達克生技 ETF 美元 

57 iShares 羅素 2000 ETF 美元 

58 iShares 羅素中型股 ETF 美元 

59 iShares 全球必需性消費 ETF 美元 

60 iShares 全球能源 ETF 美元 

61 iShares 全球金融 ETF 美元 

62 iShares 全球原物料 ETF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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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iShares 全球科技 ETF 美元 

64 iShares 全球電信 ETF 美元 

65 iShares 拉丁美洲 40 ETF 美元 

66 iShares 核心標普中型股指數 ETF 美元 

67 iShares 北美科技 ETF 美元 

68 iShares 核心標普小型股指數 ETF 美元 

69 iShares 安碩 MSCI 中國指數 ETF 港幣 

70 VanEck Vectors 石油服務 ETF 美元 

71 VanEck Vectors 製藥 ETF 美元 

72 PowerShares 基本面高收益公司債券 ETF 美元 

73 PowerShares 全球黃金與貴金屬 ETF 美元 

74 PowerShares 納斯達克 100 指數 ETF 美元 

75 PowerShares 水資源 ETF 美元 

76 SPDR 巴克萊高收益債 ETF 美元 

77 SPDR 標普全球基礎設施 ETF 美元 

78 SPDR 標普銀行業 ETF 美元 

79 SPDR 標普金屬與礦產業 ETF 美元 

80 SPDR 標普 500 指數 ETF 美元 

81 SPDR 標普新興歐洲 ETF 美元 

82 SPDR 標普新興拉丁美洲 ETF 美元 

83 SPDR 標普新興市場 ETF 美元 

84 SPDR 巴克萊美國綜合債券 ETF 美元 

85 SPDR 巴克萊國際公司債券 ETF 美元 

86 iShares MSCI 全球最小波動率 ETF 美元 

87 iShares MSCI 全球農業生產商 ETF 美元 

88 iShares MSCI 全球黃金礦業 ETF 美元 

89 iShares MSCI 日本 ETF 美元 

90 iShares 羅素 3000 ETF 美元 

91 iShares 全球 100 ETF 美元 

92 iShares 全球非必需消費 ETF 美元 

93 iShares 全球公用事業 ETF 美元 

 

註 2：經理費或管理費包含本公司收取之費用及投資標的所屬公司之代操費用，已由投資標的淨值中

扣除，投資人不須另行支付。公司若變更經理費或管理費時，本公司將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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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壽委託聯博投信投資帳戶-收益型(一) 

(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來源可能為本金)※ 
委託帳戶簡介 截至 2017/05/31

種類 組合型 型態 開放式 成立日期 2012/06/08 

股份類別 N/A 計價幣別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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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6 百萬美元  

投資經理公司 聯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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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俊憲 
學歷：交通大學管理科學研究所碩士 
經歷：德銀遠東 DWS 基金經理人 
      德銀遠東投信全權委託投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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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聯博資產全球固定收益基金團隊擔任投資顧問。投資顧問團隊經驗、資歷與穩定性均佳，研究資源豐富。 

投資子標的 

類型 可供投資的子標的名稱 

一般債券型 

1. 聯博-全球債券基金(本基金之配息來源可能為本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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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聯博-歐洲收益基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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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收益債券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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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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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聯博-房貸收益基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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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聯博新興市場企業債券基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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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績效與風險係數 

評估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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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 7.90% 8.13% 4.37% 

年化標準差 3.61% 5.20% 4.55% 
投資績效 
(撥回後) 3.94% -2.10% -6.24% 2.20% 

資料來源：基金公司，以上資料統計至 2017/05/31，美元計價，含資產撥回金額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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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博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110 台北市信義區信義路五段 7 號 81 樓及 81 樓之 1   電話：(02)8758-3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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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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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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聯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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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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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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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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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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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博投信投資帳戶-收益型(一) (本全權委託帳戶

之資產撥回機制來源可能為本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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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元 3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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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假設投資時，委託帳

戶 NAV=10.00，購得

3,000 受益權單位) 

31,500 

(假設基準日委託帳

戶 NAV=10.5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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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4=120 ) 

31,380 

(假設其他條件不

變，基準日次日委託

帳戶 NAV=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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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壽委託富蘭克林華美投信投資帳戶-穩月收型(一) 

(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來源可能為本金) ※ 

 
委託帳戶簡介 截至 2017.05.31

種類 組合型 型態 開放式 成立日期 2013/02/22 

股份類別 N/A 計價幣別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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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87 百萬美元 

投資經理公司 富蘭克林華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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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Fitch) 

投資經理人簡介 

姓名：張家智  
學歷：台灣大學經濟研究所碩士  
現任：富蘭克林華美投信全權委託部投資經理人  
經歷：富蘭克林華美投信全權委託部投資經理人     
      第一金投信國外投資部基金經理人     
      第一金投信國外投資部研究襄理     
      元大寶來證券投資銀行業務部副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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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由富蘭克林坦柏頓擔任投資顧問。投資顧問團隊經驗、資歷與穩定性均佳，研究資源豐富。 
2.可因應全球景氣變化調整投資比重，建立攻守兼備的投資組合。 

投資子標的 

類型 投資子標的名稱 投資比重 

股票型 詳見表一、三 0% ~ 60% 

債券型 詳見表二、三 0% ~ 100%
 

投資績效與風險係數 

評估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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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8% -1.06% -1.46% 6.65% 

年化標準差

含資產撥回
N/A N/A N/A 

投資績效 
(撥回後) 2.18% -11.54% -17.03% 2.93% 

※表示：本全權委託帳戶資產撥回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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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蘭克林華美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106 台北市忠孝東路四段 87 號 8 樓 
電話：(02)2781-7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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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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蘭克林華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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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蘭克林華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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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蘭克林華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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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依本委託帳戶所持有投資

組合中的投資子標的之現有獲利狀況及投資市場未來展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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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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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蘭克林華美投信投資帳戶-穩月收型(一) (本全

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來源可能為本金) ※，扣除契約附加費用、行政管理費與相關費用後，保

險費淨額為美元 3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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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假設投資時，委託帳

戶 NAV=10.00，購得

3,000 受益權單位) 

31,500 

(假設基準日委託帳

戶 NAV=10.5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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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4=120 ) 

31,380 

(假設其他條件不

變，基準日次日委託

帳戶 NAV=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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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台灣人壽委託富蘭克林華美投信投資帳戶-穩月收型(一)(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來源

可能為本金) ※ 

 可供投資子標的名稱(股票型) 

基金名稱 投資區域 

1.富蘭克林坦伯頓全球投資系列-大中華基金美元 A (acc)股 大中華區 

2.富蘭克林坦伯頓全球投資系列-中小型企業基金美元 A (acc)股 環球 

3.富蘭克林坦伯頓全球投資系列-中小型企業基金美元 A (Ydis)股 環球 

4.富蘭克林坦伯頓全球投資系列-互利全球領航基金美元 A(acc)股 環球 

5.富蘭克林坦伯頓全球投資系列-互利歐洲基金美元 A (acc)股 歐洲 

6.富蘭克林坦伯頓全球投資系列-天然資源基金美元 A(acc)股 環球 

7.富蘭克林坦伯頓全球投資系列-日本基金美元 A (acc)股 日本 

8.富蘭克林坦伯頓全球投資系列-生技領航基金 A(acc)股 美國 

9.富蘭克林坦伯頓全球投資系列-全球平衡基金美元 A (acc)股 環球 

10.富蘭克林坦伯頓全球投資系列-全球平衡基金美元 A (Qdis)股(本基金之配息來

源可能為本金) 

環球 

11.富蘭克林坦伯頓全球投資系列-全球股票收益基金美元 A (Qdis)股 

(本基金之配息來源可能為本金) 

環球 

12.富蘭克林坦伯頓全球投資系列-全球核心策略基金美元 A(acc)股 環球 

13.富蘭克林坦伯頓全球投資系列-全球基金美元 A (acc)股 環球 

14.富蘭克林坦伯頓全球投資系列-全球基金美元 A (Ydis)股 環球 

15.富蘭克林坦伯頓全球投資系列-印度基金美元 A(acc)股 印度 

16.富蘭克林坦伯頓全球投資系列-成長(歐元)基金美元 A (acc)股 環球 

17.富蘭克林坦伯頓全球投資系列-亞洲小型企業基金美元 A (acc)股 亞洲(除日本) 

18.富蘭克林坦伯頓全球投資系列-亞洲小型企業基金美元 A(Ydis)股 亞洲(除日本) 

19.富蘭克林坦伯頓全球投資系列-亞洲成長基金美元 A (acc)股 亞洲(除日本) 

20.富蘭克林坦伯頓全球投資系列-亞洲成長基金美元 A (Ydis)股 亞洲(除日本) 

21.富蘭克林坦伯頓全球投資系列-拉丁美洲基金美元 A (acc)股 拉丁美洲 

22.富蘭克林坦伯頓全球投資系列-拉丁美洲基金美元 A (Ydis)股 拉丁美洲 

23.富蘭克林坦伯頓全球投資系列-東歐基金美元 A (acc)股 東歐 

24.富蘭克林坦伯頓全球投資系列-金磚四國基金美元 A (acc)股 金磚國家 

25.富蘭克林坦伯頓全球投資系列-科技基金美元 A(acc)股 美國 

26.富蘭克林坦伯頓全球投資系列-美國中小成長基金美元 A (acc)股 美國 

27.富蘭克林坦伯頓全球投資系列-美國機會基金美元 A (acc)股 美國 

28.富蘭克林坦伯頓全球投資系列-泰國基金美元 A (acc)股 泰國 

29.富蘭克林坦伯頓全球投資系列-高價差基金美元 A (acc)股 美國 

30.富蘭克林坦伯頓全球投資系列-新興國家小型企業基金美元 A (acc) 股 環球新興市場

31.富蘭克林坦伯頓全球投資系列-新興國家小型企業基金美元 A (Ydis) 股 環球新興市場

32.富蘭克林坦伯頓全球投資系列-新興國家基金美元 A (acc)股 環球新興市場

33.富蘭克林坦伯頓全球投資系列-新興國家基金美元 A (Ydis)股 環球新興市場

34.富蘭克林坦伯頓全球投資系列-歐洲基金美元 A (Ydis)股 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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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金名稱 投資區域 

35.富蘭克林坦伯頓全球投資系列-穩定月收益基金美元 A (Mdis)股 (本基金有相

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來源可能為本金) 

美國 

36.富蘭克林坦伯頓全球投資系列-邊境市場基金美元 A (acc)股 環球新興市場

37.富蘭克林坦伯頓全球投資系列-邊境市場基金美元 A(Ydis)股 環球新興市場

38.富蘭克林坦伯頓全球投資系列-全球房地產基金 A (acc) 美元 環球 

39.富蘭克林坦伯頓全球投資系列-全球房地產基金 A (Qdis) 美元(本基金之配息

來源可能為本金) 
環球 

40.富蘭克林坦伯頓全球投資系列-歐洲基金美元 A (acc)股 歐洲 
41.富蘭克林坦伯頓全球投資系列互利歐洲基金美元避險 A(acc)-H1 歐洲 
42.富蘭克林華美全球成長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美元 環球 
43.富蘭克林華美中國傘型基金之中國 A 股基金 中國 

44.富蘭克林華美中國消費基金 中國 

45.摩根投資基金 - 策略總報酬基金 - JPM 策略總報酬(美元對沖) - A 股(累計) 

(本基金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環球 

46.摩根基金 - 亞太入息基金 - JPM 亞太入息(美元) - A 股(分派) 亞洲 

47.摩根投資基金 - 多重收益基金 - JPM 多重收益(美元對沖) - A 股(累計) (本基

金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環球 

48.摩根基金 - 日本股票基金 - JPM 日本股票(美元對沖) - A 股(累計) 日本 

49.摩根基金 - 大中華基金 - JPM 大中華(美元) - A 股(分派) 大中華區 

50.摩根基金 - 歐洲動力基金 - JPM 歐洲動力(美元對沖) - A 股(累計) 歐洲 

51.摩根基金 - 歐洲動力基金 - JPM 歐洲動力(美元) - A 股(累計) 歐洲 

52.摩根基金 - 美國基金 - JPM 美國(美元) - A 股(累計) 美國 

53.摩根基金 - 新興市場小型企業基金 - JPM 新興市場小型企業(美元) - A 股

perf(累計) 

環球新興市場

54.摩根基金 - 巴西基金 - JPM 巴西(美元) - A 股(累計) 巴西 

55.摩根東方小型企業基金 亞洲 

56.摩根東協基金 東協 

57.摩根基金 - 俄羅斯基金 - JPM 俄羅斯(美元) - A 股(分派) 俄羅斯 

58.摩根南韓基金 南韓 

59.摩根泰國基金 泰國 

60.摩根基金 - 新興中東基金 - JPM 新興中東(美元) - A 股(分派) 新興中東 

61.摩根基金 - 歐洲小型企業基金 - JPM 歐洲小型企業(美元) - A 股(累計) 歐洲 

62.摩根基金 - 歐洲基金 - JPM 歐洲(美元) - A 股(分派) 歐洲 

63.摩根基金 - 環球天然資源基金 - JPM 環球天然資源(美元) - A 股(累計) 環球 

64.富蘭克林華美多重收益平衡基金-美元-累積型 (本基金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

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金之配息來源可能為本金) 

環球 

65.富蘭克林華美亞太平衡基金-美元累積(本基金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

之高風險債券且基金之配息來源可能為本金) 

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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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台灣人壽委託富蘭克林華美投信投資帳戶-穩月收型(一)(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來源

可能為本金) ※ 

 可供投資子標的名稱(債券型) 

基金名稱 投資區域 

1. 富蘭克林坦伯頓全球投資系列-公司債基金美元 A (acc)股 (本基金主要係投

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美國 

2. 富蘭克林坦伯頓全球投資系列-公司債基金美元 A (Mdis)股 (本基金主要係投

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美國 

3.富蘭克林坦伯頓全球投資系列-全球債券基金美元 A (Mdis)股 環球 

4.富蘭克林坦伯頓全球投資系列-全球債券基金美元 A(acc)股 環球 

5.富蘭克林坦伯頓全球投資系列-亞洲債券基金美元 A(acc)股 亞太 

6.富蘭克林坦伯頓全球投資系列-亞洲債券基金美元 A(Mdis)股 亞太 

7.富蘭克林坦伯頓全球投資系列-美元短期票券基金美元 A (acc)股 美國 

8.富蘭克林坦伯頓全球投資系列-美元短期票券基金美元 A (Mdis)股 美國 

9.富蘭克林坦伯頓全球投資系列-美國政府基金美元 A (acc)股 美國 

10.富蘭克林坦伯頓全球投資系列-美國政府基金美元 A (Mdis)股 美國 

11.富蘭克林坦伯頓全球投資系列-新興國家固定收益基金美元 A (acc)股   (本

基金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環球新興市場 

12.富蘭克林坦伯頓全球投資系列-新興國家固定收益基金美元 A (Mdis)股 (本基

金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環球新興市場 

13.富蘭克林坦伯頓全球投資系列-新興國家固定收益基金美元 A (Qdis)股 (本基

金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環球新興市場 

14.富蘭克林坦伯頓全球投資系列-精選收益基金美元 A(Mdis)股 (本基金有相當

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環球 

15.富蘭克林坦伯頓全球投資系列-歐洲高收益基金美元 A (Mdis)股(本基金主要

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環球 

16.富蘭克林坦伯頓全球投資系列-全球債券總報酬基金美元 A(acc)股(本基金有

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環球 

17.富蘭克林坦伯頓全球投資系列-全球債券總報酬基金美元 A(Mdis)股 (本基金

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金之配息來源可能為本金) 
環球 

18.富蘭克林坦伯頓全球投資系列-精選收益基金美元 A(acc)股 (本基金有相當

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環球 

19.富蘭克林坦伯頓全球投資系列歐洲高收益基金美元避險 A(Mdi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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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 

20.富蘭克林華美全球高收益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美元累積型(本基金主要係

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環球 

21.富蘭克林華美中國傘型基金之中國高收益債券基金(本基金主要係投資於非

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中國 

22.摩根基金 - 環球企業債券基金 - JPM 環球企業債券(美元) - A 股(累計) 環球 

23.摩根投資基金-環球高收益債券基金-JPM 環球高收益債券(美元) - A 股(累計) 環球 

24.摩根基金 -美國複合收益債券基金-JPM 美國複合收益債券(美元) - A 股(累

計)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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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金名稱 投資區域 

25.摩根基金 - 新興市場本地貨幣債券基金 - JPM 新興市場本地貨幣債券(美

元) - A 股(累計) 

環球新興市場 

26. 摩根基金 - 環球短債基金 - JPM 環球短債(美元) - A 股(累計) 環球 

27. 摩根基金 - 環球策略債券基金 - JPM 環球策略債券(美元) - A 股(累計) (本

基金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環球 

28.摩根基金 - 新興市場本地貨幣債券基金 - JPM 新興市場本地貨幣債券(美

元) - A 股(每月派息) (本基金之配息來源可能為本金) 

環球新興市場 

29.摩根基金 - 新興市場債券基金 - JPM 新興市場債券(美元) - A 股(每月派息) 

(本基金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來源可能為本金) 

環球新興市場 

30.PIMCO 總回報債券基金-機構 H 級類別(累積股份) 環球 

31.PIMCO 新興市場債券基金-機構 H 級類別(累積股份) 環球新興市場 

32.PIMCO 絕對收益債券基金-E 級類別(收息股份) 環球 

33.PIMCO 短年期債券基金-機構 H 級類別(累積股份) 環球 

34.PIMCO 多元收益債券基金-機構 H 級類別(累積股份) 環球 

35.PIMCO 全球實質回報債券基金-機構 H 級類別(累積股份) 環球 

36.PIMCO 全球債券基金-機構 H 級類別(累積股份) 環球 

37.PIMCO全球高收益債券基金-機構H級類別(累積股份) (本基金主要係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環球 

38.PIMCO 全球投資級別債券基金-機構 H 級類別(累積股份) 環球 

 

表三： 

投資子標的名稱(ETF) 

標的名稱 投資區域 

1.SPDR 標普 500 指數 ETF 美國 

2.iShares MSCI 歐澳遠東 ETF 環球 

3.Vanguard FTSE 新興市場 ETF 環球 

4.PowerShares 納斯達克 100 指數 ETF 美國 

5.Vanguard 整體股市 ETF 美國 

6.iShares MSCI 新興市場 ETF 環球 

7.Vanguard 不動產投資信託 ETF 美國 

8.Vanguard FTSE 成熟市場 ETF 環球 

9.iShares 羅素 2000 ETF 美國 

10.iShares 核心標普中型股指數 ETF 美國 

11.Vanguard FTSE 歐洲 ETF 歐洲 

12.SPDR 金融類股 ETF 美國 

13.SPDR 標普 400 中型股 ETF 美國 

14.iShares MSCI 日本 ETF 日本 

15.iShares 精選高股利指數 ETF 美國 

16.SPDR 科技類股 ETF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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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名稱 投資區域 

17.iShares 核心標普小型股指數 ETF 美國 

18.SPDR 能源類股 ETF 美國 

19.iShares MSCI 歐盟 ETF 歐洲 

20.SPDR 健康照護類股 ETF 美國 

21.SPDR 工業類股 ETF 美國 

22.Market Vectors 黃金礦業 ETF 環球 

23.SPDR 公用事業類股 ETF 美國 

24.iShares MSCI 全世界 ETF 環球 

25.SPDR 必需性消費類股 ETF 美國 

26.SPDR 非必需消費類股 ETF 美國 

27.Vanguard 資訊科技類股 ETF 美國 

28.iShares 中國大型股 ETF 中國 

29.SPDR 原物料類股 ETF 美國 

30.iShares 美國房地產指數 ETF 美國 

31.iShares 納斯達克生技 ETF 美國 

32.iShares MSCI 巴西指數 ETF 巴西 

33.iShares MSCI 南韓指數 ETF 韓國 

34.iShares MSCI 德國 ETF 德國 

35.iShares MSCI 英國 ETF 英國 

36.iShares MSCI 加拿大 ETF 加拿大 

37.Vanguard 全世界股票 ETF 環球 

38.iShares MSCI 太平洋不含日本 ETF 亞洲(除日本) 

39.Vanguard FTSE 太平洋 ETF 亞洲 

40.iShares MSCI 不含日本全亞洲 ETF 亞洲(除日本) 

41.SPDR 標普銀行業 ETF 美國 

42.iShares 北美天然資源 ETF 美國 

43.Vanguard 必需性消費類股 ETF 美國 

44.Vanguard 工業類股 ETF 美國 

45.Vanguard 公用事業類股 美國 

46.SPDR 標普房屋建商 ETF 美國 

47.iShares MSCI 印度 ETF 印度 

48.iShares MSCI 中國 ETF 中國 

49.iShares 全球基礎建設 ETF 環球 

50.Vanguard 電信類股 ETF 美國 

51.iShares 美國電信 ETF 美國 

52.iShares 亞洲 50 指數 ETF 亞洲 

53.MSCI Frontier Markets 100 Net Index 環球 

54.S&P Metals and Mining Select Industry Index (TR) 美國 

55.SPDR S&P Emerging Markets SmallCap ETF 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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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名稱 投資區域 

56.Vanguard 總體債券市場 ETF 美國 

57.iShares 美國核心綜合債券 ETF 美國 

58.iShares iBoxx 投資等級公司債券 ETF 美國 

59.Vanguard 短期債券 ETF 美國 

60.iShares 抗通膨債券 ETF 美國 

61.iShares 1-3 年期信用債 ETF 美國 

62.iShares iBoxx 高收益公司債券 ETF 美國 

63.SPDR 巴克萊高收益債 ETF 美國 

64.iShares 1-3 年期美國公債 ETF 美國 

65.iShares 7-10 年期美國公債 ETF 美國 

66.iShares 抵押貸款證券化債券 ETF 美國 

67.iShares J.P. Morgan 新興市場美元債券 ETF 環球 

68.iShares 浮動利率債券 ETF 美國 

69.iShares 美國最低稅賦豁免市政債券 ETF 美國 

70.SPDR Nuveen 巴克萊短期市政債券 ETF 美國 

71.PowerShares 新興市場主權債券 ETF 環球 

72.PIMCO 1-5 年期美國抗通膨債券指數 ETF 美國 

73.Market Vectors 高收益市政債指數 ETF 美國 

74.Market Vectors 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債券 ETF 環球 

75.Vanguard 抵押貸款證券 ETF 美國 

76.iShares 抗通膨債券 ETF 美國 

77.iShares 20+ Year Treasury Bond ETF 美國 

78.Vanguard S&P 500 指數 ETF 美國 

79.Vanguard 短期公司債券 ETF 美國 

80.Vanguard 短期抗通膨債券 ETF 美國 

81.Vanguard 美國中期債券 ETF 美國 

82.Vanguard 中期公司債券 ETF 美國 

83.Vanguard 中期政府債券 ETF 美國 

84.Vanguard 長期債券 ETF 美國 

85.Vanguard 長期公司債券 ETF 美國 

86.Vanguard 長期政府債券 ETF 美國 

87.Vanguard 美國延期公債 ETF 美國 

88.Vanguard 總體國際債券 ETF 環球 

89.Vanguard 新興市場政府債券 ETF 環球 

90.Deutsche X-trackers Harvest 滬深 300 中國 A 股 ETF 中國 

91.道富 SPDR S&P Pharmaceuticals ETF 美國 

92.SPDR 巴克萊國際政府債券 ETF 環球 

93.iShares Barclays Intermediate Credit Bond Fund 美國 

94.iShares 10 Year Credit Bond Fund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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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名稱 投資區域 

95.SPDR Barclays Capital Convertible Bond ETF 美國 

96.SPDR Barclays Capital Short Term High Yield Bond 美國 

97.ISHARES CORE US CREDIT BOND 美國 

98.Market Vectors 中期市政債券指數 ETF 美國 

99.PIMCO 1-5 年期美國抗通膨債券指數 ETF 環球 

100.iShares 巴克萊中期政府/信用債 ETF 美國 

101.PIMCO ENHANCED SHORT MATURIT 環球 

102.First Trust Enhanced Short Maturity ETF 美國 

103.iShares MSCI 瑞典 ETF 瑞典 

104.iShares MSCI 義大利指數 ETF 義大利 

105.iShares MSCI 瑞士指數 ETF 瑞士 

106.iShares MSCI 西班牙指數 ETF 西班牙 

107.iShares MSCI 法國 ETF 法國 

108.ISHARES MSCI 比利時 ETF 比利時 

109.iShares MSCI 澳洲 ETF 澳洲 

110.iShares MSCI 香港 ETF 香港 

111.iShares MSCI 新加坡 ETF 新加坡 

112.iShares MSCI 墨西哥指數 ETF 墨西哥 

113.Market Vectors 俄羅斯 ETF 俄羅斯 

114.iShares MSCI 智利指數 ETF 智利 

115.iShares MSCI 秘魯全市場 ETF 秘魯 

116.iShares MSCI 波蘭指數 ETF 波蘭 

117.iShares MSCI 俄羅斯 ETF 俄羅斯 

118.Global X FTSE 希臘 20 指數 ETF 希臘 

119.iShares MSCI 馬來西亞 ETF 馬來西亞 

120.iShares MSCI 南非 ETF 南非 

121.中國 ETF-SPDR S&P 中國 

122.中國小型股指数 ETF-Guggenheim 中國 

123.WisdomTree 印度高盈利指數 ETF 印度 

124.iShares MSCI 泰國指數 ETF 泰國 

125.iShares MSCI 土耳其 ETF 土耳其 

126.Market Vectors 越南 ETF 越南 

127.iShares MSCI 印尼 ETF 印尼 

128.iShares MSCI 菲律賓 ETF 菲律賓 

129.iShares 美國科技 ETF 美國 

130.PowerShares 水資源 ETF 美國 

131.SPDR S&P OIL & GAS EXP & PR 美國 

132.SPDR S&P REGIONAL BANKING 美國 

133.FIRST TRUST CONSUMER STAPLES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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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名稱 投資區域 

134.WISDOMTREE EMG MKTS EQ INCOM 環球 

135.Market Vectors 農業企業 ETF 環球 

136.EGSHARES EM CONSUMER ETF 環球 

137.ISHARES TRANSPORTATION AVERA 美國 

138.GUGGENHEIM S&P GLOBAL WATER 環球 

139. iShares 歐洲 ETF 歐洲 

140.iShares 拉丁美洲 40 ETF 拉丁美洲 

141.ISHARES MSCI BRIC ETF 新興市場 

142.WISDOMTREE JAPAN HEDGED EQ 日本 

143.WISDOMTREE EUROPE HEDGED EQU 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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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壽委託貝萊德投信投資帳戶-環球配置型(一) 

(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來源可能為本金) ※ 
委託帳戶簡介 截至 2017/05/31

種類 組合型 型態 開放式 成立日期 2014/02/17 

股份類別 N/A 計價幣別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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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4 百萬美元 

投資經理公司 貝萊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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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經理人姓名：曾任平(自 2017 年 7 月 17 日生效) 
學歷：美國 Arizona 大學財務管理碩士 
經歷：貝萊德投信(2016 年 4 月迄今) 
未來資產基金經理人(2013 年 5 月~2016 年 3 月) 
未來資產國際投資部副理(2013 年 1 月~2013 年 5 月) 
 
代理經理人姓名：謝明勳, CFA 
學歷：加拿大英屬哥倫比亞大學(UBC)經濟系學士 
經歷：貝萊德投信(2014/8 迄今) 
瀚亞投信資產管理部-投資經理(2013/6-2014/8) 
未來資產投信-投資經理及基金經理人(2010/10-2013/6) 
日盛投顧投資研究部-外資研究員(2009/12-2010/9) 
加拿大 Dundee Securities-分析師(2008/1-2009/9) 

投資目標及策略 

本帳戶以資產增值為首要目標，追求在一定風險程度下之最佳總回報表現。本帳戶將動態地進行調整，以期建構充分分散之投資
組合。本帳戶之主要投資範圍包含 iShares 安碩 ETF 及貝萊德全球系列基金。 

投資海外地理分佈 

全球 

選定理由 

1.貝萊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擔任投資顧問。投資顧問團隊經驗、資歷與穩定性均佳，研究資源豐富。 
2.可因應全球景氣變化調整投資比重，建立攻守兼備的投資組合。 

投資子標的 詳附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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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績效 
(撥回前) 8.6% 3.2% 5.6% 9.2% 

年化標準差 N/A   N/A N/A 
投資績效 
(撥回後) 4.3% -4.7% -6.3% -3.7% 

※表示：本全權委託帳戶資產撥回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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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貝萊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106 臺北市大安區敦化南路 2 段 95 號 28 樓 
電話：(02)2326-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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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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萊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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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貝萊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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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萊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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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依本委託帳戶所持有投資

組合中的投資子標的之現有獲利狀況及投資市場未來展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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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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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壽委託貝萊德投信投資帳戶-環球配置型

(一) (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來源可能為本金) ※，扣除契約附加費用、行政管理費與相關費

用後，保險費淨額為美元 3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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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假設投資時，委託帳

戶 NAV=10.00，購得

3,000 受益權單位) 

31,500 

(假設基準日委託帳

戶 NAV=10.5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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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4=120 ) 

31,380 

(假設其他條件不變，基準

日次日委託帳戶

NAV=10.46) 

 

表三  台灣人壽委託貝萊德投信投資帳戶-環球配置型(一) (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來源可能

為本金) ※可供投資子標的名稱 

標的名稱 投資區域 

1.貝萊德亞太股票收益基金 A2 美元 亞洲太平洋(不含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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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名稱 投資區域 

2.貝萊德亞太股票收益基金 A6 美元(穩定配息) (本基金之配息來源可能為

本金) 

亞洲太平洋(不含

日本) 

3.貝萊德亞洲巨龍基金 A2 美元 新興亞洲 

4.貝萊德亞洲老虎債券基金 A2 美元(本基金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

之高風險債券) 

亞洲(不含日本) 

5.貝萊德亞洲老虎債券基金 A3 美元(本基金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

之高風險債券) 

亞洲(不含日本) 

6.貝萊德亞洲老虎債券基金 A6 美元 (穩定配息)(本基金有相當比重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來源可能為本金) 

亞洲(不含日本) 

7.貝萊德中國基金 A2 美元 中國大陸及香港 

8.貝萊德歐洲靈活股票基金 A2 美元  歐洲 

9.貝萊德新興歐洲基金 A2 美元 新興歐洲 

10.貝萊德新興市場債券基金 A2 美元(本基金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

級之高風險債券) 

新興市場 

11.貝萊德新興市場債券基金 A3 美元(本基金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

級之高風險債券) 

新興市場 

12.貝萊德新興市場債券基金 A6 美元 (穩定配息)(本基金有相當比重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來源可能為本金) 

新興市場 

13.貝萊德新興市場基金 A2 美元 新興市場 

14.貝萊德新興市場當地債券基金 A2 美元(本基金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

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新興市場 

15.貝萊德新興市場當地債券基金 A3 美元(本基金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

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新興市場 

16.貝萊德歐元優質債券基金 A2 美元 歐洲 

17.貝萊德歐元優質債券基金 A3 美元 歐洲 

18.貝萊德歐元市場基金 A2 美元 歐洲 

19.貝萊德歐洲基金 A2 美元 歐洲 

20.貝萊德歐洲基金 Hedged A2 美元 歐洲 

21.貝萊德歐洲特別時機基金 A2 美元 歐洲 

22.貝萊德歐洲價值型基金 A2 美元 歐洲 

23.貝萊德多元資產基金 A2 Hedged美元 全球 

24.貝萊德環球資產配置基金 A2 美元 全球 

25.貝萊德環球企業債券基金 A2 美元 全球 

26.貝萊德環球企業債券基金 A6 美元 (穩定配息)(本基金之配息來源可能

為本金) 

全球 

27.貝萊德環球動力股票基金 A2 美元 全球 

28.貝萊德全球股票收益基金 A2 美元 全球 

29.貝萊德全球股票收益基金 A6 美元 (穩定配息) (本基金之配息來源可能

為本金) 

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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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名稱 投資區域 

30.貝萊德環球政府債券基金 A2 美元 全球 

31.貝萊德環球政府債券基金 A3 美元 全球 

32.貝萊德環球高收益債券基金 A2 美元(本基金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

之高風險債券) 

全球 

33.貝萊德環球高收益債券基金 A3 美元(本基金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

之高風險債券) 

全球 

34.貝萊德環球高收益債券基金 A6 美元  (穩定配息) (本基金主要係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來源可能為本金) 

全球 

35.貝萊德全球通膨連結債券基金 A2 美元 全球 

36.貝萊德全球通膨連結債券基金 A3 美元 全球 

37.貝萊德環球特別時機基金 A2 美元 全球 

38.貝萊德環球小型企業基金 A2 美元 全球 

39.貝萊德印度基金 A2 美元 印度 

40.貝萊德日本特別時機基金 A2 美元 日本 

41.貝萊德日本特別時機基金 Hedged A2 美元 日本 

42.貝萊德日本靈活股票基金 A2 美元 日本 

43.貝萊德日本靈活股票基金Hedged A2 美元 日本 

44.貝萊德拉丁美洲基金 A2 美元 拉丁美洲 

45.貝萊德新能源基金 A2 美元 全球 

46.貝萊德太平洋股票基金 A2 美元 亞洲太平洋(含日

本) 

47.貝萊德英國基金 A2 美元 英國 

48.貝萊德美國價值型基金 A2 美元 北美 

49.貝萊德美元優質債券基金 A2 美元 北美 

50.貝萊德美元優質債券基金 A3 美元 北美 

51.貝萊德美元高收益債券基金 A2 美元(本基金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

之高風險債券) 

北美 

52.貝萊德美元高收益債券基金 A3 美元(本基金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

之高風險債券) 

北美 

53.貝萊德美元高收益債券基金 A6 美元 (穩定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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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北美 

54.貝萊德美元儲備基金 A2 美元 北美 

55.貝萊德美國靈活股票基金 A2 美元 北美 

56.貝萊德美國政府房貸債券基金 A2 美元 北美 

57.貝萊德美國政府房貸債券基金 A3 美元 北美 

58.貝萊德美國增長型基金 A2 美元 北美 

59.貝萊德美國特別時機基金 A2 美元 北美 

60.貝萊德世界農業基金 A2 美元 全球 

61.貝萊德世界債券基金 A2 美元 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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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貝萊德世界債券基金 A3 美元 全球 

63.貝萊德世界能源基金 A2 美元 全球 

64.貝萊德世界金融基金 A2 美元 全球 

65.貝萊德世界黃金基金 A2 美元 全球 

66.貝萊德世界健康科學基金 A2 美元 全球 

67.貝萊德世界礦業基金 A2 美元 全球 

68.貝萊德世界科技基金 A2 美元 全球 

69.貝萊德東協領先基金 A2 美元 東協 

70.貝萊德歐洲價值型基金Hedged A2 美元 歐洲 

71.貝萊德歐元優質債券基金Hedged A2 美元 歐洲 

72.貝萊德歐元市場基金 Hedged A2 美元 歐洲 

73.貝萊德歐洲特別時機基金Hedged A2 美元 歐洲 

74.iShares安碩 $ 企業債券 UCITS ETF 美國 

75.iShares安碩 $ 新興市場企業債券ETF UCITS ETF 新興市場 

76.iShares安碩美元短存續期高收益企業債券UCITS ETF 美國 

77.iShares安碩 $ 1-3年期國庫債券 UCITS ETF 美國 

78.iShares安碩 $ 7-10年期國庫債券 UCITS ETF 美國 

79.iShares安碩10年期以上信貸債券ETF 美國 

80.iShares安碩10-20年期國庫債券ETF 美國 

81.iShares安碩1-3年期信貸債券ETF 美國 

82.iShares安碩1-3年期國庫債券ETF 美國 

83.iShares安碩20年期以上國庫債券ETF 美國 

84.iShares安碩3-7年期國庫債券ETF 美國 

85.iShares安碩7-10年期國庫債券ETF 美國 

86.iShares安碩巴克萊美元亞洲高收益債券指數ETF 亞洲太平洋 

87.iShares安碩核心S&P500 ETF 美國 

88.iShares安碩新興市場高收益債券ETF 新興市場 

89.iShares安碩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債券ETF 新興市場 

90.iShares安碩歐洲ETF 歐洲 

91.iShares安碩環球清潔能源ETF 全球 

92.iShares安碩環球可選消費品ETF 美國 

93.iShares安碩環球主要消費品ETF 全球 

94.iShares安碩環球企業債券 UCITS ETF 全球 

95.iShares安碩環球能源ETF 全球 

96.iShares安碩全球（美元除外）高收益企業債券ETF  全球 

97.iShares安碩環球金融ETF 全球 

98.iShares安碩環球政府債券 UCITS ETF 全球 

99.iShares安碩環球醫療保健ETF  全球 

100.iShares安碩環球高收益債券 UCITS ETF  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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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iShares安碩全球高收益企業債券ETF   全球 

102.iShares安碩環球工業ETF 全球 

103.iShares安碩環球材料ETF 全球 

104.iShares安碩環球科技ETF  全球 

105.iShares安碩環球電訊ETF 全球 

106.iShares安碩環球公用事業ETF 全球 

107.iShares安碩 iBoxx $ 高孳息企業債券基金 美國 

108.iShares安碩iBoxx $ 投資級別企業債券ETF 美國 

109.iShares安碩中期信貸債券ETF 美國 

110.iShares安碩國際國庫債券ETF 全球 

111.iShares安碩 J.P. Morgan $ 新興市場債券 UCITS ETF( 新興市場 

112.iShares安碩J.P. Morgan 美元亞洲信貸債券指數ETF 亞洲太平洋 

113.iShares安碩J.P. Morgan 美元計價新興市場債券ETF 新興市場 

114.iShares安碩拉丁美洲40ETF 拉丁美洲 

115.iShares安碩按揭抵押證券ETF 美國 

116.iShares安碩 MSCI亞洲(日本除外)ETF 亞洲太平洋(不含

日本) 

117.iShares安碩 MSCI世界最低波幅ETF 全球 

118.iShares安碩 MSCI EAFE最低波幅ETF 全球 

119.iShares安碩 MSCI 新興市場拉丁美洲 UCITS ETF 拉丁美洲 

120.iShares安碩 MSCI新興市場最低波幅ETF 新興市場 

121.iShares安碩 MSCI日本ETF 日本 

122.iShares安碩 MSCI 日本 UCITS ETF 日本 

123.iShares安碩 MSCI太平洋(日本除外)ETF 亞洲太平洋(不含

日本) 

124.iShares安碩MSCI太平洋(日本除外)UCITS ETF 亞洲太平洋(不含

日本) 

125.iShares安碩 MSCI英國ETF 英國 

126.iShares安碩 MSCI美國最低波幅ETF 美國 

127.iShares安碩 S&P100ETF 美國 

128.iShares安碩 S&P 500最低波幅 UCITS ETF 美國 

129.iShares安碩 S&P 500 UCITS ETF 美國 

130.iShares安碩美國航空及國防ETF 美國 

131.iShares安碩美國基本材料ETF 美國 

132.iShares安碩美國經紀商-交易員ETF  美國 

133.iShares安碩美國消費品ETF 美國 

134.iShares安碩美國消費服務ETF 美國 

135.iShares安碩美國能源ETF 美國 

136.iShares安碩美國金融服務ETF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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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iShares安碩美國金融ETF 美國 

138.iShares安碩美國醫療保健ETF 美國 

139.iShares安碩美國醫療保健供應商ETF 美國 

140.iShares安碩美國房屋建築ETF 美國 

141.iShares安碩美國工業ETF 美國 

142.iShares安碩美國保險業ETF  美國 

143.iShares安碩美國醫療設備ETF 美國 

144.iShares安碩美國石油勘探及生產ETF 美國 

145.iShares安碩美國石油設備與服務ETF 美國 

146.iShares安碩美國製藥ETF 美國 

147.iShares安碩美國房地產ETF 美國 

148.iShares安碩美國區域銀行ETF  美國 

149.iShares安碩美國科技ETF 美國 

150.iShares安碩美國電訊ETF 美國 

151.iShares安碩美國公用事業行業ETF 美國 

152.iShares安碩美國優先股ETF  美國 

153.iShares安碩國際優先股票ETF  全球 

154.iShares安碩高股息股票ETF  美國 

155.iShares安碩國際精選股息ETF  全球 

156.iShares安碩 歐元區 STOXX精選股息30 UCITS ETF  歐洲 

157.iShares安碩 英國股息相連 UCITS ETF  英國 

158.iShares安碩新興市場股息ETF  新興市場 

159.iShares安碩 亞太股息30 UCITS ETF  亞洲太平洋 

160.iShares安碩 美國地產收益基金 UCITS ETF  美國 

161.iShares安碩按揭房地產權重上限ETF  美國 

162.iShares安碩全球已發展房地產ETF  全球 

163.iShares安碩 亞洲地產收益基金 UCITS ETF  亞洲太平洋 

164.iShares安碩機構債券ETF 美國 

165.iShares安碩抗通脹債券ETF  美國 

166.iShares安碩浮息債券ETF  美國 

167.iShares安碩iBoxx $ 投資級別企業債券(利率避險)ETF 全球 

168.iShares安碩 $ 高收益企業債券 UCITS ETF  美國 

169.iShares安碩 MSCI AC 遠東（日本除外） UCITS ETF  亞洲太平洋(不含

日本) 

170.iShares安碩 MSCI 新興亞洲 UCITS ETF  新興亞洲 

171.iShares安碩環球AAA – AA級政府債券 UCITS ETF  全球 

172.iShares安碩MSCI核心歐澳遠東ETF 全球 

173.iShares 安碩MSCI核心新興市場ETF 新興市場 

174.iShares安碩 MSCI 美國目標房地產UCITS ETF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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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iShares安碩 MSCI亞洲（日本除外）最小波動ETF 亞洲太平洋(不含

日本) 

176.iShares安碩 MSCI 新興市場最小波動UCITS ETF 新興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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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壽委託富達投信投資帳戶-環球多元入息型(一)  

(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來源可能為本金) 
委託帳戶簡介 截至 2017/05/31

種類 組合型 型態 開放式 成立日期 2014/08/26 

股份類別 N/A 計價幣別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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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9 百萬美元  
投資經理公司 富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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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經理人姓名：洪翠霞  
學歷：美國紐約州立大學企業管理碩士 
經歷： 
富達投信全委投資部主管及經理人(2014/06～迄今) 
富達投信投資管理部研究員(2014/03~2014/06) 
富達動力領航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金經理人 (2008/03~2014/03)   
富達世界債券投資信託基金經理人(2003/10-2008/02) 
群益投信債券部研究員/基金經理人(2002/09-2003/08) 
群益證券債券部國際總經/固定收益市場研究員(2000/10-2002/08)  

投資目標及策略 

本委託投資資產以分散風險並積極追求長期之投資利得及收益為目標。透過量化模型建構最適資產配置之投資策略，投資操作策
略為優先考量整體部位之波動控制，掌握各類資產於不同總體經濟環境之表現特性彈性配置投資組合。除此之外，靈活綜合評估
質化與量化變數後選定所要投資之子基金，包括子基金之風險屬性、投資風格、基金間之相關程度與報酬率相關的數據分析以提
升投資組合整體投資績效。 

投資海外地理分佈 

全球 

選定理由 

1.富達在全球擁有龐大研究資源與網絡。富達投資方案團隊(ISG)經驗、資歷與穩定性均佳，研究資源豐富。 
2.可因應全球景氣變化調整投資比重，建立攻守兼備的投資組合。 

投資子標的 詳附表四 

投資績效與風險係數 

評估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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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1% 4.71% N/A 5.84% 

年化標準差 5.30 6.87 N/A 
投資績效 
(撥回後) 

2.50% -6.33% N/A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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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達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106 臺北市大安區敦化南路 2 段 207 號 10 樓 
電話：(02) 2378-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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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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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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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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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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依本委託帳戶所持有投資

組合中的投資子標的之現有獲利狀況及投資市場未來展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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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年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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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達投信投資帳戶-環球多元入息型(一) (本全權

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來源可能為本金)，扣除契約附加費用、行政管理費與相關費用後，保險費淨

額為美元 3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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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假設投資時，委託帳

戶 NAV=10.00，購得

3,000 受益權單位) 

31,500 

(假設基準日委託帳

戶 NAV=10.5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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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4=120 ) 

31,380 

(假設其他條件不

變，基準日次日委託

帳戶 NAV=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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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台灣人壽委託富達投信投資帳戶-環球多元入息型(一)(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來源可

能為本金)可供投資子標的名稱 
 

標的名稱 投資區域 

1.富達基金-美國基金 A-USD 美國 

2.富達基金-東協基金 A- USD 東南亞國家組織聯盟

3.富達基金-新興市場基金 A-USD 環球新興市場 

4.富達基金-大中華基金 A-USD 大中華區 

5.富達基金-國際債券基金 A-USD 環球 

6.富達基金-國際基金 A-USD 環球 

7.富達基金-馬來西亞基金 A-USD 馬來西亞 

8.富達基金-新加坡基金 A-USD 新加坡 

9.富達基金-東南亞基金 A-USD 亞太 (日本除外) 

10.富達基金-泰國基金 A-USD 泰國 

11.富達基金-美元債券基金 A-USD 環球 

12.富達基金-太平洋基金 A-USD 亞太 

13.富達基金-拉丁美洲基金 A-USD 拉丁美洲 

14.富達基金-亞洲成長趨勢基金 A- USD 亞太 (日本除外) 

15.富達基金-印尼基金 A-USD 印尼 

16.富達基金-韓國基金 A-USD 韓國 

17.富達基金-美元現金基金 A-USD 環球 

18.富達基金-美國成長基金 A-USD 美國 

19.富達基金-美元高收益基金 A-USD (本基金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

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來源可能為本金) 

美國 

20.富達基金-全球成長與收益基金 A-USD 環球 

21.富達基金-目標 TM 基金 2020 A-USD 環球 

22.富達基金-全球聚焦基金 A-USD 環球 

23.富達基金-美元債券基金 A-MDIST-USD 環球 

24.富達基金-美元高收益基金 A-MDIST-USD (本基金有相當比重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來源可能為本金) 

美國 

25.富達基金-中國聚焦基金 A- USD 中國 

26.富達基金-美國多元基金 A-USD 美國 

27.富達基金-印度聚焦基金 A-USD 印度 

28.富達基金-亞太入息基金 A- USD (本基金之配息來源可能為本金) 亞太 (日本除外) 

29.富達基金-全球不動產基金 A-USD 環球 

30.富達基金-新興市場債券基金 A- U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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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新興市場 

31.富達基金-新興市場債券基金 A-ACC- U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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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新興市場 

32.富達基金-新興市場債券基金 A-MDIST- USD 環球新興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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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名稱 投資區域 

33.富達基金-東協基金 A-ACC-USD 東南亞國家組織聯盟

34.富達基金-國際債券基金 A-ACC-USD 環球 

35.富達基金-東南亞基金 A-ACC-USD 亞太 (日本除外) 

36.富達基金-美元債券基金 A-ACC-USD 環球 

37.富達基金-新興市場基金 A-ACC-USD 環球新興市場 

38.富達基金-亞洲成長趨勢基金 A- ACC-USD 亞太 (日本除外) 

39.富達基金-美元現金基金 A-ACC-USD 環球 

40.富達基金-全球優勢產業基金 A-USD 環球 

41.富達基金-亞洲高收益基金 A- ACC-USD (本基金有相當比重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來源可能為本金) 

亞太 

42.富達基金-亞洲高收益基金 A- MDIST-USD (本基金有相當比重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來源可能為本金) 

亞太 

43.富達基金-新興歐非中東基金 A- USD 環球新興市場 

44.富達基金-新興歐非中東基金 A- ACC-USD 環球新興市場 

45.富達基金-新興亞洲基金 A- USD 亞太 (日本除外) 

46.富達基金-新興亞洲基金 A-ACC- USD 亞太 (日本除外) 

47.富達基金-全球通膨連結債券基金 A-ACC-USD 環球 

48.富達基金-全球高評等收益基金 A-ACC-USD 環球 

49.富達基金-全球高評等收益基金 A-MDIST-USD 環球 

50.富達基金-全球實質資產基金 A-ACC-USD 環球 

51.富達基金-美元高收益基金 A-MINCOME-USD (本基金有相當比重投

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來源可能為本金) 

美國 

52.富達基金-中國內需消費基金 A- ACC-USD 大中華區 

53.富達基金-中國內需消費基金 A- USD 大中華區 

54.富達基金-全球策略債券基金 A-ACC-USD 環球 

55.富達基金-亞洲高收益基金 A- MINCOME-USD (本基金有相當比重投

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來源可能為本金) 

亞太 

56.富達基金-美元高收益基金 A-ACC-USD (本基金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

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來源可能為本金) 

美國 

57.富達基金-歐洲高收益基金 A-ACC-USD (hed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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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58.富達基金-全球入息基金 A-MINCOME(G)-USD (本基金之配息來源可

能為本金) 

環球 

59.富達基金-全球入息基金 A-ACC-USD (本基金之配息來源可能為本

金) 

環球 

60.富達基金-亞太入息基金 A- MINCOME-USD (本基金之配息來源可能

為本金) 

亞太 (日本除外) 

61.富達基金-全球健康護理基金 A-ACC-USD 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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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名稱 投資區域 

62.富達基金-全球消費行業基金 A-ACC-USD 環球 

63.富達基金-歐洲高收益基金 A-MDIST-USD (hed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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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64.富達基金-美元高收益基金 A-MINCOME(G)-USD (本基金有相當比重

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來源可能為本金) 

美國 

65.富達基金-亞洲高收益基金 A- MINCOME(G)-USD (本基金有相當比

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來源可能為本金) 

亞太 

66.富達基金-新興市場債券基金 A-MINCOME(G)-USD 環球新興市場 

67.富達基金-全球金融服務基金 A-USD 環球 

68.富達基金-歐元藍籌基金 A-ACC-USD (hedged) 歐元區 

69.富達基金-歐洲動能基金 A-ACC-USD (hedged) 歐洲 

70.富達基金-歐洲基金 A-ACC-USD (hedged) 歐洲 

71.富達基金-歐洲小型企業基金 A-ACC-USD (hedged) 歐洲 

72.富達基金-北歐基金 A-ACC-USD(hedged) 北歐 

73.富達基金-日本基金 A-ACC-USD(hedged) 日本 

74.富達基金-日本潛力優勢基金 A-ACC-USD(hedged) 日本 

75.富達基金-日本小型企業基金 A-ACC-USD(hedged) 日本 

76.富達基金-歐洲入息基金 A-MINCOME(G)-USD (hedged) (本基金之

配息來源可能為本金) 

歐洲 

77.富達基金-歐洲平衡新興市場基金 A-ACC-USD (hedged) 歐元區 

78.富達基金-歐元債券基金 A-ACC-USD (hedged) 環球 

79.富達基金-全球科技基金 A-ACC-USD 環球 

80.富達基金-德國基金 A-ACC-USD(hedged) 德國 

81.富達基金 - 亞洲小型企業基金 A-USD 亞洲太平洋(不含日

本) 

82.富達基金 - 亞洲小型企業基金 A-ACC-USD 亞洲太平洋(不含日

本) 

83.富達基金 - 太平洋基金 A-USD (避險) 亞洲太平洋(不含日

本) 

84.富達基金-全球科技基金 A-ACC-USD(避險) 全球 

85.富達基金-世界基金 A-ACC-USD 全球 

86.iShares 羅素 1000 ETF 美國 

87.Powershares 那斯達克 100 指數 美國 

88.道富 ETF-SPDR 指數基金 美國 

89.iShares 核心標普中型股 ETF 美國 

90.iShares 羅素中型股 ETF 美國 

91.iShares 核心標普小型股 ETF 美國 

92.iShares 羅素 2000ETF 美國 

93.iShares 安碩環球主要消費品 ETF 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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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名稱 投資區域 

94.iShares 安碩環球能源 ETF 環球 

95.iShares 安碩環球醫療保健 ETF 環球 

96.iShares 標普環球基礎建設 ETF 環球 

97.iShares 安碩環球材料 ETF 環球 

98.iShares 安碩環球科技 ETF 環球 

99.iShares 安碩環球電訊 ETF 環球 

100.iShares 安碩 MSCI 太平洋(日本除外)ETF 亞太(日本除外) 

101.iShares MSCI 東歐上限 UCITS ETF 東歐 

102.iShares MSCI 新興市場 ETF 環球新興市場 

103.iShares 安碩拉丁美洲 40 ETF 拉丁美洲 

104.SPDR 標普新興歐洲 ETF 歐洲新興市場 

105.SPDR 標普新興拉丁美洲 ETF 拉丁美洲 

106.SPDR 歐盟 STOXX 50 ETF 歐洲 

107.iShares MSCI 澳洲 ETF 澳洲 

108.iShares MSCI 巴西上限 ETF 巴西 

109.iShares MSCI 法國 ETF 法國 

110.iShares MSCI 德國 ETF 德國 

111.iShares MSCI 新加坡 ETF 新加坡 

112.iShares MSCI 中國 ETF 中國 

113.iShares MSCI 馬來西亞 ETF 馬來西亞 

114.iShares MSCI 南非 ETF 南非 

115.iShares MSCI 泰國上限 ETF 泰國 

116.iShares 安碩亞太股息 30 UCITS ETF 亞太 

117.iShares 安碩高股息股票 ETF 美國 

118.iShares 安碩國際精選股息 ETF 環球 

119.iShares 安碩美國消費服務 ETF 美國 

120.iShares 安碩美國房屋建築 ETF 美國 

121.iShares 安碩美國石油勘探及生產 ETF 美國 

122.iShares 安碩美國石油設備與服務 ETF 美國 

123.Market Vectors 石油服務 ETF 環球 

124.iShares 安碩美國金融 ETF 美國 

125.iShares 安碩環球金融 ETF 環球 

126.SPDR 標普銀行 ETF 美國 

127.iShares 那斯達克生技 ETF 美國 

128.Market Vectors 製藥 ETF 環球 

129.iShares 道瓊運輸平均 ETF 美國 

130.SPDR 標普全球基礎建設 ETF 環球 

131.SPDR 標普住宅建商 ETF 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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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iShares 安碩美國基本材料 ETF 美國 

133.iShares 安碩美國房地產 ETF 美國 

134.iShares 安碩亞洲地產收益基金 UCITS ETF 亞洲 

135.iShares 已開發市場房產收益 ETF 環球已開發市場 

136.iShares 安碩全球已發展房地產 ETF 環球已開發市場 

137.iShares 安碩美國地產收益基金 UCITS ETF 美國 

138.iShares FTSE NAREIT 不動產 50 ETF 美國 

139.SPDR 道瓊不動產證券 ETF 美國 

140.iShares 標普北美科技 ETF 北美 

141.iShares 安碩美國科技 ETF 美國 

142.iShares 安碩美國電訊 ETF 美國 

143.iShares 安碩美國公用事業行業 ETF 美國 

144.Powershares 全球貴金屬 ETF 環球 

145.Powershares 水資源 ETF 環球 

146.SPDR 標普金屬與礦產業 ETF 北美 

147.沛富基金 亞太地區 

148.iShares 安碩 10 年期以上信貸債券 ETF 環球 

149.iShares 安碩 1-3 年期信貸債券 ETF 環球 

150.iShares 核心總美國債券市場 ETF 美國 

151.iShares 巴克萊新興市場當地公債 ETF 環球新興市場 

152.iShares 巴克萊環球通膨連繫債券 ETF 環球 

153.iShares 巴克萊抵押擔保債券 ETF 美國 

154.iShares 巴克萊短期國債 ETF 美國 

155.iShares 安碩抗通脹債券 ETF 美國 

156.iShares 安碩環球政府債券 UCITS ETF 環球 

157.iShares 安碩 iBoxx$高孳息企業債券基金 環球 

158.iShares 安碩 iBoxx$投資級別企業債券 ETF 環球 

159.iShares 安碩 J.P.Morgan 美元計價新興市場債券 ETF 環球新興市場 

160.iShares 安碩企業債券 UCITS ETF 環球 

161.Powershares 高收益債券 ETF 環球 

162.SPDR 巴克萊高收益債券 ETF  環球 

163. iShares 環球公司債 ETF 環球 

164. Alerian 基礎建設 ETF 北美 

165.先鋒不動產投資信託 ETF 美國 

166.SPDR MNSTR 全球多元基礎建設 ETF 環球 

167.ISHARES 美國特別股 ETF 美國 

168.ISHARE 房地產抵押上限 ETF 美國 

169.ISHARES CMBS 抵押債券 ETF 美國 

170.SPDR 巴克萊可轉換證券 ETF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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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ISHARES 浮動利率債券 ETF 美國 

172.POWERSHARE 優先貸款 ETF 美國 

173.ISHARES 新興市場企業債券 ETF 環球 

174.ISHARES 新興市場高收益債券 ETF 環球 

175.ISHARES 新興市場本國貨幣債券 ETF 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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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壽委託中國信託投信投資帳戶-環球多重收益型(台幣)（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來

源可能為本金） 

（資料統計至 2017/05/31）

所占比例 要保人得自行指定 成立時間 2016 年 2 月 23 日 

計價幣別 新臺幣 基金種類 全權委託帳戶 

投資海外 是 投資海外地理分佈 全球(投資海外) 

基金型態 開放式 基金風險報酬等級 RR3 

目前資產規模 0.89 億元 

發行總面額 無上限 

投資目標 台灣人壽委託中國信託投信投資帳戶-環球多重收益型(台幣)（本全權委託帳

戶之資產撥回機制來源可能為本金）※在以多元資產全球配置方式分散投資

風險及依循嚴謹風險控管機制保護資產價值之前提下，進一步追求帳戶穩健

成長。 

基金經理人 陳彥璋 

簡介 學歷：國立成功大學財務金融研究所碩士 

現任：中國信託投信全委經理人 

經歷：台新投信基金經理人、台新投信計量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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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定之處分情形 

無 

最近一年因業務發生

訴訟或非訴訟事件 

無 

可供投資的子基金 請參閱本投資型商品投資標的說明書 

投資績效與風險係數 
評估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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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 N/A N/A -2.86% 

年化標準差 N/A N/A N/A 
投資績效 
(撥回後) -9.56% N/A N/A -5.27% 

投資風險揭露 1. 國內外產業景氣循環之風險 

2. 國內外投資地區政治、經濟變動之風險 

3. 國內外法令環境變動之風險 

4. 投資地區外匯管制及匯率變動之風險 

5. 其他投資風險 

※本全權委託帳戶資產撥回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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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標的 
台灣人壽委託中國信託投信投資帳戶-環球多重收益型(台幣)（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

產撥回機制來源可能為本金） 

年化資產撥回率 
（固定比率資產撥

回） 
6% 

不固定比率資產撥回 
若該次符合資產撥回條件，其資產撥回金額為，(當次資產撥回基準日之每單位淨值

－新臺幣 10.10 元) x 20%，再乘以資產撥回基準日所持有之投資標的單位數。 

可供投資的子基金範

圍 
1.基金投資部位：0%~100% 
2.現金投資部位：0%~100% 

可供投資的子基金 詳(註 1) 

台灣人壽收取之費用

(申購費) 
0% 

經理費或管理費 (投
資人不須另行支付) 

1.2%(註 2) 

資產撥回機制 

本商品所連結台灣人壽委託中國信託投信投資帳戶-環球多重收益型(台幣)（本全權

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來源可能為本金）（以下簡稱本帳戶）之資產撥回，並非保

證且不代表該帳戶之投資績效。若遇投資組合中之資產產生流動性不足而無法贖

回、法令或主管機關限制等情事發生時，本帳戶將暫時停止撥回，俟該等情事解除

後再繼續執行，惟不溯及暫停撥回之月份。上述撥回金額有可能超出本帳戶全權委

託投資利得，得自本帳戶投資資產中撥回，資產撥回後，本帳戶淨資產價值將因此

減少。  

資產撥回頻率 
(1)固定比率資產撥回：每月一次 
(2)不固定比率資產撥回：每年 6 月、12 月 

資產撥回基準日 
(1)固定比率資產撥回：每月 1 日（遇國定假日則順延） 
(2)不固定比率資產撥回：每年 6 月 15 日、12 月 15 日（遇國定假日則順延） 

資產撥回條件 

1.固定比率資產撥回：每月 1 日之投資標的單位淨值若符合下列條件時，則該月應

進行資產撥回。 
(1.1)首次(民國 105 年 5 月)：該月資產撥回基準日之投資標的單位淨值大於或等於

首次投資標的發行價格的 85%(首次投資標的發行價格為新臺幣壹拾元)。 
(1.2)續次(民國 105 年 6 月起)：該月資產撥回基準日之投資標的單位淨值大於或等

於前一月資產撥回基準日投資標的單位淨值的 85%。 
2.不固定比率資產撥回：每年 6 月 15 日、12 月 15 日之投資標的單位淨值若符合下

列條件時，則該月應進行額外資產撥回。 
(2.1)首次(民國 105 年 6 月)：該次資產撥回基準日之投資標的單位淨值大於新臺幣

10.10 元時，該次資產撥回基準日之投資標的單位淨值減去新臺幣 10.10 元乘以

20%。若該次資產撥回基準日之投資標的單位淨值小於或等於新臺幣 10.10 元
時，當次則無額外資產撥回。 

(2.2)續次(民國 105 年 12 月起)：同上。 

資產撥回金額計算 
若該月符合資產撥回條件，其資產撥回金額為當月資產撥回基準日之投資標的單位

淨值乘以年化資產撥回率除以十二後，再乘以資產撥回基準日所持有之投資標的單

位數。 

資產撥回之給付方式 

要保人得選擇「現金給付」或「累積單位數」，若未選擇時，則台灣人壽以「累積單

位數」方式辦理。 
註：若選擇「現金給付」時，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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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指本契約之新臺幣資金停泊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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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台灣人壽委託中國信託投信投資帳戶-環球多重收益型(台幣)（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來源可能

為本金）可供投資的子標的如下，本公司得新增或減少可供投資的子標的。 

 

編號 種類 可供投資的子基金名稱 

1 

股票型 

日盛精選五虎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2 宏利台灣動力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3 國泰小龍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4 統一大滿貫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5 野村台灣運籌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6 野村成長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7 野村優質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8 富邦高成長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9 富邦精準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10 富蘭克林華美台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金之傳產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11 富蘭克林華美第一富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12 復華高成長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13 匯豐成功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14 群益馬拉松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15 安聯台灣大壩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16 元大店頭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17 群益店頭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18 中國信託台灣活力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19 國泰中小成長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20 第一金小型精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21 復華中小精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22 群益中小型股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23 中國信託台灣優勢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24 台新中國通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25 國泰大中華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26 台新 2000 高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27 富蘭克林華美台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金之高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28 復華數位經濟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29 摩根新興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30 元大巴菲特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31 宏利臺灣股息收益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32 元大台灣中型 100 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33 元大台灣卓越 50 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34 元大台灣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金之金融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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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種類 可供投資的子基金名稱 

35 元大台灣高股息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36 元大台灣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金之電子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37 
中國信託全球股票入息證券投資信託基金－累積型(本基金之配息

來源可能為本金) 

38 野村全球品牌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39 
野村全球高股息證券投資信託基金（累積類型）(本基金之配息來源

可能為本金) 

40 摩根全球 α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41 摩根龍揚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42 柏瑞旗艦全球成長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43 富蘭克林華美坦伯頓全球股票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44 安聯四季成長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45 摩根新興日本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46 野村日本領先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47 國泰日本ETF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金之日經 225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48 富邦日本東証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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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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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野村歐洲高股息證券投資信託基金（累積類型）(本基金之配息來源

可能為本金) 

52 摩根大歐洲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53 瀚亞歐洲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54 保德信大中華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55 統一強漢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56 群益中國新機會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57 富邦上証 180 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58 復華滬深 300 A 股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59 台新中國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金之台新中証消費服務領先指數基金

60 台新印度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61 宏利亞太中小企業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62 第一金亞洲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63 統一亞洲大金磚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64 
野村亞太高股息證券投資信託基金（累積類型）(本基金之配息來源

可能為本金) 

65 野村新馬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66 凱基亞洲四金磚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67 復華東協世紀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68 匯豐太平洋精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69 群益印度中小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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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種類 可供投資的子基金名稱 

70 安聯中國東協證券投資基金 

71 摩根亞洲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72 摩根東方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73 
元大新興國家指數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金之巴西指數證券投資信託

基金 

74 野村泰國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75 瀚亞印度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76 富邦印度 ETF 傘型之富邦印度 NIFTY 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77 保德信拉丁美洲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78 柏瑞拉丁美洲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79 匯豐金磚動力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80 安聯全球新興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81 摩根新金磚五國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82 摩根新興 35 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83 元大全球新興市場精選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84 保德信全球醫療生化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85 野村全球生技醫療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86 安聯全球生技趨勢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87 安聯全球綠能趨勢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88 

債券型 

宏利全球債券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金(本基金之子基金得投資於非

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89 國泰豐益債券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90 野村鑫全球債券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91 
富蘭克林華美全球債券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金(累積型)(本基金之配

息來源可能為本金)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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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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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安聯四季回報債券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95 聯邦優勢策略全球債券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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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宏利中國離岸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A 類型新臺幣計價(本基金之

配息來源可能為本金) 

98 復華全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99 安聯全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A 累積型 

100 
中國信託全球新興市場策略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A 類型(不配

息)(本基金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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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種類 可供投資的子基金名稱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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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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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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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柏瑞新興亞太策略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A 類型（不配息）(本基金

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105 
宏利亞太入息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A 類型新臺幣計價(本基金之

配息來源可能為本金)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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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復華全球短期收益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108 
匯豐五福全球債券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金(本基金有相當比重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109 群益多重收益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110 
富蘭克林華美中國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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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匯豐中國點心高收益債券證券信託投資基金A類型(本基金主要係投

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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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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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富蘭克林華美全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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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瀚亞全球高收益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A 類型（不配息）(本基金主

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116 
野村亞太複合高收益債證券投資信託基金（累積型）(本基金主要係

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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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宏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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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柏瑞新興市場高收益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A類型(本基金主要係投

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120 

平衡型 

台新高股息平衡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121 野村平衡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122 野村鴻利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123 復華神盾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124 復華傳家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125 群益真善美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126 瀚亞理財通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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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種類 可供投資的子基金名稱 

127 中國信託精穩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128 群益平衡王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129 摩根平衡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130 
中國信託多元入息平衡證券投資信託基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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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安聯全球計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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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柏瑞全球金牌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133 柏瑞旗艦全球平衡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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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復華奧林匹克全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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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復華奧林匹克全球優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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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群益多重資產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138 
安聯四季雙收入息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金A類型(基金之配息來源可

能為本金) 

139 
瀚亞股債入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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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復華亞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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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群益亞太新趨勢平衡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142 
摩根亞太高息平衡證券投資信託基金－累積型(本基金之配息來源

可能為本金) 

143 

中國信託亞太多元入息平衡證券投資信託基金-新臺幣(累積型)（本

基金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本基金之配息來

源可能為本金） 

144 

中國信託樂齡收益平衡證券投資信託基金-新臺幣(累積型)（本基金

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本基金之配息來源可

能為本金） 

145 

REITs 

台新北美收益資產證券化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A 類型 

146 富邦全球不動產證券投資信託基金-新臺幣 

147 
復華全球資產證券化證券投資信託基金-新臺幣 A 類型(基金之配息

來源可能為本金) 

148 瑞銀亞洲全方位不動產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149 
瀚亞亞太不動產證券化證券投資信託基金-A 類型(本基金之配息來

源可能為本金) 

150 
中國信託全球不動產收益證券投資信託基金-新臺幣(累積型)（本基

金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本基金之配息來源

可能為本金） 

151 商品、資源 元大全球資源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金之元大全球農業商機證券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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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種類 可供投資的子基金名稱 

信託基金 

152 匯豐全球關鍵資源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153 安聯全球農金趨勢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154 德銀遠東 DWS 全球原物料能源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155 貨幣市場 中國信託華盈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註 2：經理費或管理費包含本公司收取之費用及投資標的所屬公司之代操費用，已由投資標的淨值中

扣除，投資人不須另行支付。若變更經理費或管理費時，本公司將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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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壽委託瀚亞投信投資帳戶-台幣月配型(一) 

(本委託投資帳戶之委託資產撥回機制來源可能為本金) 

 
委託帳戶簡介 截至 2017/5/31

種類 組合型 型態 開放式 成立日期 2013/05/03 

股份類別 N/A 計價幣別 新臺幣 是否資產撥回 每月一次 

核准發行總面額 無發行單位數限制 基金規模 新臺幣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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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正元 
學歷：美國伊利諾大學香檳分校 財務金融碩士 
經歷：瀚亞投信資產管理部 全委經理人(104/8~迄今) 

富達投信 全委經理人(103/8~104/7) 
第一金投信 基金經理人(100/9~103/7) 
新光人壽 風險管理部(99/2~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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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1.03% -4.33% 0.23% 

年化標準差 N/A N/A N/A 
投資績效 
(撥回後) -2.59% -8.60% -15.24% -1.43% 

資料來源：基金公司。 

 
投資風險之揭露 

1.法律風險(例如因適用法律變更致無法投資、轉換、贖回或給付金額等) 
2.類股過度集中之風險 
3.產業景氣循環的風險 
4.證券交易市場流動性不足之風險 
5.外匯管制及匯率變動之風險 
6.投資地區政治或經濟變動之風險 
7.經濟變動之風險 
8.其他投資風險 
9.本委託帳戶資產撥回機制並非保證且不代表本委託帳戶資產之操作績效，委託資產撥回金額可能超出本委託帳戶資產投資利 
得，得自本委託帳戶資產中撥回，委託資產撥回後，本委託帳戶淨資產價值將因此減少。 

10.本委託帳戶資產無保證投資收益，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投資本金。要保人應承擔一切投資風險及相關費用。要保人於選定該

項投資標的前，應確定已充分瞭解其風險與特性。 
投資經理公司 
瀚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松智路 1 號 4 樓 
電話：(02)8758-6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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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應揭露事項 

1.投資經理人最近二年受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期貨交易法或證券交易法規之處分情形： 

無 

 

2.瀚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收取之委託報酬或費用：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每月按委託帳戶淨資產之不高於 0.5%(年費率)每日計算委託報酬，以為

瀚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就本委託帳戶之委託報酬。本委託報酬之收取係由台灣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所收取投資標的相關費用支付，不會額外增加要保人實際支付費用。 

 

3.瀚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一年因業務發生訴訟或非訴訟事件之說明： 

無 

 

4.資產撥回機制說明： 

本委託帳戶委託資產撥回金額由瀚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所組成之資產撥回管理委員會每月

審查本委託帳戶所持有投資組合中的投資子標的之現有獲利狀況及未來收益能力，依據資產撥回政

策作成次月每受益權單位資產撥回金額之決議並通知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執行委託資產

撥回作業。 

(1)委託資產撥回方式：現金 

(2)委託資產撥回頻率：每月一次 

(3)委託資產撥回基準日：每月 1 日，預計首次撥回基準日為中華民國 102 年 7 月 1 日。如遇非評價

日時，則順延至次一個評價日。 

(4)委託資產撥回金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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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每受益權單位委託資產撥回金額將於本公司網站公佈。 

 

5.資產撥回對保單帳戶價值之影響： 

假設陳先生 40 歲購買本商品並投資於台灣人壽委託瀚亞投信投資帳戶-台幣月配型(一)，扣除契約附

加費用、行政管理費與相關費用後，保險費淨額為新臺幣 3,000,000 元。則執行資產撥回後，保單

帳戶價值變化如下： 

 

保險費淨額 基準日保單帳戶價值 資產撥回金額 基準日次日保單帳戶

價值 

3,000,000 

(假設投資時，委託帳

戶 NAV=10.00，購得

300,000 受益權單位) 

3,150,000 

(假設基準日委託帳

戶 NAV=10.50) 

12,000 

(假設每受益權單位委託

資產撥回金額=0.04，則

資產撥回金額

=300,000×0.04=12,000 ) 

3,138,000 

(假設其他條件不

變，基準日次日委託

帳戶 NAV=10.46) 

 

6.本委託帳戶資產撥回機制並非保證且不代表本委託帳戶資產之操作績效，委託資產撥回金額可能超

出本委託帳戶資產投資利得，得自本委託帳戶資產中撥回，委託資產撥回後，本委託帳戶淨資產價

值將因此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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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瀚亞投信經理之子基金 

  可供投資子標的名稱 

1 
瀚亞精選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金之債券精選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A類型(本基金之配息來源

可能為本金) 

2 
瀚亞全球高收益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A類型(本基金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且配息來源可能為本金) 

3 瀚亞威寶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表二  非瀚亞投信經理之子基金 

 可供投資子標的名稱 

1 
中國信託全球新興市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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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元大中國高收益點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本基金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3 元大全球滿意入息證券投資信託基金-不配息型 

4 元大全球靈活配置債券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金(A) 

5 元大亞太政府公債指數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A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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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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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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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日盛金緻招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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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台新亞美短期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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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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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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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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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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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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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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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兆豐國際全球債券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A 類型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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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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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aiwanlife.com / 客戶服務專線：0800-099-850 / (02)8170-5156 / 免費申訴電話：0800-213-269  
Control No：1707-1907-PD2-0047                                                                               第 56 頁，共 68 頁 
※ 本投資標的說明書應與「台灣人壽大發鴻利變額年金保險商品說明書」合併使用，以確保商品訊息完整揭露。 

 可供投資子標的名稱 

高風險債券）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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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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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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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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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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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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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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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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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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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保德信瑞騰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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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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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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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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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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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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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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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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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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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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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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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國泰豐益債券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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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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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且配息來源可能為本金)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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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野村全球美元投資級公司債證券投資信託基金累積類型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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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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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野村鑫全球債券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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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凱基新興亞洲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不配息型(本基金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

險債券) 

50 富邦全球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A 類型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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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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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富蘭克林華美全球投資級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累積型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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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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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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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復華全球短期收益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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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復華全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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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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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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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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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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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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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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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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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華頓新興亞太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不配息 (本基金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

險債券) 

68 
匯豐中國點心高收益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不配息 (台幣) (本基金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

之高風險債券) 

69 
匯豐五福全球債券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金(本基金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高風險非投資等級債券

基金)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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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匯豐資源豐富國家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不配息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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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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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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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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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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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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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德信萬瑞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79 安聯四季回報債券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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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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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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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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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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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摩根總收益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累積型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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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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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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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聯邦優勢策略全球債券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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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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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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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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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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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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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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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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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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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群益多重收益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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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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壽委託野村投信投資帳戶-動態平衡收益型(台幣) 

(本委託投資帳戶之委託資產撥回機制來源可能為本金)※ 

 
委託帳戶簡介 截至 2017/5/31

種類 組合型 型態 開放式 成立日期 2015/03/06 

股份類別 N/A 計價幣別 新臺幣 是否資產撥回 每月一次 

核准發行總面額 無發行單位數限制 基金規模 103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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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參閱本投資型商品投資標的說明書 

投資績效與風險係數 

評估期間 一年 二年 三年 自今年以來 評估期間 一年 二年 三年 

投資績效 
(撥回前) -0.02% N/A N/A -5.23% 

年化標準差 N/A N/A N/A 
投資績效 
(撥回後) -5.86% N/A N/A -16.40% 

資料來源：野村投信。 

 
投資風險之揭露 

1.法律風險(例如因適用法律變更致無法投資、轉換、贖回或給付金額等) 
2.類股過度集中之風險 
3.產業景氣循環的風險 
4.證券交易市場流動性不足之風險 
5.外匯管制及匯率變動之風險 
6.投資地區政治或經濟變動之風險 
7.經濟變動之風險 
8.其他投資風險 
9.本委託帳戶資產撥回機制並非保證且不代表本委託帳戶資產之操作績效，委託資產撥回金額可能超出本委託帳戶資產投資利 
得，得自本委託帳戶資產中撥回，委託資產撥回後，本委託帳戶淨資產價值將因此減少。 

10.本委託帳戶資產無保證投資收益，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投資本金。要保人應承擔一切投資風險及相關費用。要保人於選定該

項投資標的前，應確定已充分瞭解其風險與特性。 
 
投資經理公司 
野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信義路五段 7 號 30 樓 
電話：(02)8758-1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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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應揭露事項 

1.投資經理人最近二年受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期貨交易法或證券交易法規之處分情形： 

無 

 

2.野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收取之委託報酬或費用：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每月按委託帳戶淨資產之不高於 0.5%(年費率)每日計算委託報酬，以為

野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就本委託帳戶之委託報酬。本委託報酬之收取係由台灣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所收取投資標的相關費用支付，不會額外增加要保人實際支付費用。 

 

3.野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一年因業務發生訴訟或非訴訟事件之說明： 

無 

 

4.資產撥回機制說明： 

本委託帳戶委託資產撥回金額由本委託帳戶經理人按事先約定機制，每月依本委託帳戶得以運用所

有委託投資資產，包含帳上閒置現金、子基金累積配息收入或買回部分子基金之受益憑證、股份或

投資單位之買回價金，以支付委託投資資產撥回金額，提供次月每受益權單位資產撥回金額之計畫

並通知本公司，經本公司無異議表示後，執行委託資產撥回作業。 

(1)委託資產撥回方式：現金 

(2)委託資產撥回頻率：每月一次 

(3)委託資產撥回基準日：每月 1 日，預計首次撥回基準日為中華民國 104 年 5 月 4 日。如遇非評價

日時，則順延至次一個評價日。 

(4)委託資產撥回金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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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每受益權單位委託資產撥回金額將於本公司網站公佈。 

 

5.資產撥回對保單帳戶價值之影響： 

假設陳先生 40 歲購買本商品並投資於台灣人壽委託台灣人壽委託野村投信投資帳戶-動態平衡收益

型(台幣) 

，扣除契約附加費用、行政管理費與相關費用後，保險費淨額為新臺幣 3,000,000 元。則執行資產

撥回後，保單帳戶價值變化如下： 

 

保險費淨額 基準日保單帳戶價值 資產撥回金額 基準日次日保單帳戶

價值 

3,000,000 

(假設投資時，委託帳

戶 NAV=10.00，購得

300,000 受益權單位) 

3,150,000 

(假設基準日委託帳

戶 NAV=10.50) 

12,000 

(假設每受益權單位委託

資產撥回金額=0.04，則

資產撥回金額

=300,000×0.04=12,000 ) 

3,138,000 

(假設其他條件不

變，基準日次日委託

帳戶 NAV=10.46) 

 

6.本委託帳戶資產撥回機制並非保證且不代表本委託帳戶資產之操作績效，委託資產撥回金額可能超

出本委託帳戶資產投資利得，得自本委託帳戶資產中撥回，委託資產撥回後，本委託帳戶淨資產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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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將因此減少。 

 

台灣人壽委託野村投信投資帳戶-動態平衡收益型(台幣)(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來源可能為

本金)※可供投資的子標的名稱 

 

 可供投資子標的名稱 

1 元大台灣加權股價指數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2 元大全球不動產證券化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3 元大全球地產建設入息投資信託基金 

4 台新北美收益資產證券化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5 保德信全球中小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6 保德信全球基礎建設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7 保德信全球醫療生化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8 
保德信亞洲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本基金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

債券) 

9 
柏瑞全球策略高收益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本基金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 

10 柏瑞美國雙核心收益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11 國泰小龍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12 國泰新興高收益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本基金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13 第一金全球高收益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本基金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14 統一大滿貫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15 野村 e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16 野村中小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17 野村中國機會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18 野村巴西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19 野村台灣高股息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20 野村台灣運籌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21 野村全球不動產證券化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22 野村全球生技醫療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23 野村全球品牌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24 野村全球美元投資級公司債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25 野村全球氣候變遷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26 野村全球高股息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27 野村成長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28 野村亞太高股息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29 野村亞太複合高收益債證券投資信託基金(本基金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30 野村泰國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31 野村高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32 野村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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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供投資子標的名稱 

33 野村新馬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34 
野村新興高收益債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金(本基金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

金) 

35 野村新興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金之大俄羅斯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36 野村新興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金之中東非洲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37 野村精選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38 野村歐洲高股息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39 野村積極成長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40 野村優質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41 野村環球高收益債證券投資信託基金(本基金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42 野村環球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43 野村鴻揚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44 野村鴻運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45 野村雙印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金之印尼潛力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46 野村雙印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金之印度潛力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47 野村鑫全球債券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48 富邦全球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49 富蘭克林華美全球投資級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50 
富蘭克林華美全球高收益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本基金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

債券) 

51 富蘭克林華美新世界股票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52 復華全球大趨勢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53 復華全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54 復華全球資產證券化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55 復華全球雙星股票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金之復華美國新星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56 匯豐中國 A 股匯聚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57 群益馬拉松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58 群益華夏盛世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59 群益關鍵亮點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金之群益美國新創亮點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60 安聯全球生技趨勢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61 安聯全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62 摩根大歐洲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63 摩根全球α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64 摩根亞洲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65 摩根絕對日本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66 摩根新興 35 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67 
摩根新興龍虎企業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本基金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 

68 摩根龍揚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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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供投資子標的名稱 

69 
摩根靈活新興股債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金之摩根新興活利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本基金有

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收益債券) 

70 瀚亞全球高收益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本基金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71 瀚亞亞太不動產證券化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72 
摩根亞洲總合高收益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本基金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 

73 
富蘭克林華美中國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金之中國高收益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本基金主要

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74 宏利中國離岸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75 
元大中國高收益點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本基金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 

76 滙豐拉丁美洲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77 野村歐洲中小成長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78 復華全球雙星股票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金之復華全球消費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79 
野村多元資產動態平衡證券投資信託基金(本基金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 

80 元大人民幣利基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金之元大人民幣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金(新臺幣) 

81 台新亞澳高收益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本基金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82 保德信中國中小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83 瀚亞歐洲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84 復華數位經濟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85 群益中國新機會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86 元大亞太政府公債指數證券投資信託基金(A)-不配息型 

87 元大標普 500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金之標普 500 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88 
野村美利堅高收益債證券投資信託基金(本基金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累

積 新臺幣 

89 野村日本領先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90 摩根泛亞太股票入息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累積 新臺幣 

91 野村全球短期收益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表示：本全權委託帳戶資產撥回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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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類投資標的 

宏利萬利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資料統計至 2017/5/31）
基 金 名 稱 宏利萬利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投資標的所屬公司名稱 宏利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成 立 日 期 1998/11/05 

所 占 比 例 要保人得自行指定 

基 金 種 類 國內貨幣型 

投 資 目 標 固定收益型，嚴選債信優良且具高信評之國內政府公債、公司債、金融債

券及其他經金管會核准於國內募集發行之國外金融組織債券等生息工具。

*本基金已於 2010 年 12 月 29 日獲金管會核准轉型為貨幣市場基金 

基 金 型 態 開放式 基金風險報酬等級 RR1 

投 資 海 外 否 

投資海外地理分布 台灣 

目 前 資 產 規 模 新台幣 15.34 億元 

發 行 總 面 額 無上限 

基 金 經 理 人 簡 介 張瑞明  
學歷：威斯康辛大學密爾百基校區財務管理(碩士) 
經歷： 
•新加坡商新加坡華僑銀行 企業金融部經理 
•南山人壽 投資單位債券投資研究分析 

 投資績效 

最近一年投資績效 0.17% 最近一年風險係數 0.01% 

最近二年投資績效 0.45% 最近二年風險係數 N/A 

最近三年投資績效 0.87% 最近三年風險係數 N/A 

風 險 係 數 種 類 標準差 

投 資 風 險 揭 露 投資人應注意本基金之風險包括利率風險、債券交易市場流動性不足之風

險及投資公司債之風險；本基金如遇受益人同時大量贖回時，或有延遲給

付贖回價款之可能。依類貨幣市場基金規範，本基金須維持較低的持債比

率及較短的存續期間，故投資標的所面臨利率變動導致之價格風險甚低，

因此出售債券的機率不高，出售債券時市價波動對淨值的影響也將相當有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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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金通路報酬揭露 
本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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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人壽委託中國信託投信投資帳戶-環球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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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人壽委託宏利投信-台幣投資帳戶(成長型

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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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人壽委託宏利投信-台幣投資帳戶(價值型

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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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人壽委託施羅德投信-美元投資帳戶(環球

收益增值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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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人壽台幣代操帳戶(成長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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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人壽台幣代操帳戶(價值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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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人壽委託聯博投信投資帳戶-收益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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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人壽委託富蘭克林華美投信投資帳戶-穩月

收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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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人壽委託瀚亞投信投資帳戶-台幣月配型

(一) (本委託投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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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人壽委託貝萊德投信投資帳戶-環球配置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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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人壽委託富達投信投資帳戶-環球多元入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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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利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不多於 1.30% 未達二佰萬 未達一佰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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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例說明 1 ： 

本公司自中國信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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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信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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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國信託投信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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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例說明 2 ： 

假設保戶投資配置之淨保險費本息總和為新台幣 100,000 元，並選擇台灣人壽委託宏利投信-台幣投資帳戶(價

值型Ⅱ)（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來源可能為本金）※及台灣人壽委託中國信託投信投資帳戶-環球多

重收益型(台幣)（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來源可能為本金），各配置 50%，且為簡化說明，假設保戶持

有該兩檔投資標的用以計算費用之價值皆未變動。 

假設投資標的台灣人壽委託宏利投信-台幣投資帳戶(價值型Ⅱ)（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來源可能為

本金）※及台灣人壽委託中國信託投信投資帳戶-環球多重收益型(台幣)（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來

源可能為本金）之費用率分別如下： 

投資標的 投資標的經理費（每年) 投資標的保管費（每年) 

台灣人壽委託宏利投信-台幣投資帳戶(價值型

Ⅱ)（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來源可能

為本金）※ 

1.2% 無 

台灣人壽委託中國信託投信投資帳戶-環球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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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無 

 

則保戶投資於台灣人壽委託宏利投信-台幣投資帳戶(價值型Ⅱ)（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來源可能為

本金）※及台灣人壽委託中國信託投信投資帳戶-環球多重收益型(台幣)（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來

源可能為本金）每年最高應負擔費用如下 

1.台灣人壽委託宏利投信-台幣投資帳戶(價值型Ⅱ)（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來源可能為本金）※： 

50,000X（1.2%+0%) = 600 元。 

2.台灣人壽委託中國信託投信投資帳戶-環球多重收益型(台幣)（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來源可能為

本金）： 

50,000X（1.2%+0%) = 600 元。 

前述費用係每日計算並反映於基金淨值中，保戶無須額外支付。 
 

本公司辦理投資型保單業務，因該類保險商品提供基金標的作投資連結，故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理人及

境外基金機構支付通路報酬（含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利益等，且該通路報酬收取與否並不影響基金淨值，亦

不會額外增加要保人實際支付之費用)，以因應其原屬於上述機構所應支出之客戶服務及行政成本。惟因各基金

性質不同且各基金公司之行銷策略不同，致本公司提供不同基金供該投資型保單連結時，自各基金公司收取通

路報酬之項目及金額因而有所不同。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金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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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壽 

 

台灣人壽保險(股)公司為中國信託金融控股(股)公司旗下子公司之一，所經營業務種類

包括個人人身保險業務及團體保險業務，上開營業項目不含信託業務。在通路經營上，

我們透過業務員、電話行銷、銀行保險及經紀人通路，提供社會大眾家庭財務保障計劃，

為社會建立完整的風險規劃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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