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依本契約約定幣別，其可投資之投資標的限制如下：
⼀、以新臺幣為約定幣別者：除⼈⺠幣計價之投資標的外，其他計價之投資標的皆適⽤。
⼆、以外幣為約定幣別者：(1)以⼈⺠幣為約定幣別者：僅適⽤⼈⺠幣計價之投資標的。(2)非以⼈⺠幣為約定幣別者：除⼈⺠幣及新臺幣計價之投資標的外，其他計價之投資標的皆適⽤。  

幣別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警語
玉山風險
報酬等級

法巴風險
報酬等級

投資地區 標的類型配息頻率 ISIN

新臺幣 PCA09 瀚亞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月配息)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TW000T0737B2

新臺幣 ING16 野村新興高收益債組合基金(月配息) (本基金配息來源可能為本金)＊ RR4 RR3 新興市場 組合型 月 TW000T3252B9

新臺幣 AIG03 柏瑞全球策略高收益債券基金(月配息)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TW000T2111B8

南非幣 FHW05 復華南非幣短期收益基金(月配息)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3 南非 債券型 月 TW000T2280B1

澳幣 PV031 法巴亞洲(日本除外)債券基金/月配RH (澳幣)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亞太 債券型 月 LU0823379119

南非幣 NB004 路博邁美國房地產基金-T 南非幣(月配息)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4 美國 股票型 月 IE00BBGB0Y75

澳幣 NB003 路博邁美國房地產基金-T 澳幣(月配息)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4 美國 股票型 月 IE00B961PR15

南非幣 NB002 路博邁高收益債券基金-T 南非幣(月配息)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RR3 RR3 美國 債券型 月 IE00BBGB0V45

澳幣 NB001 路博邁高收益債券基金-T 澳幣(月配息)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RR3 RR3 美國 債券型 月 IE00B9276R08

南非幣 PCA19 瀚亞投資- 優質公司債基金Azdmc1南非幣避險(穩定月配息)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2 美國 債券型 月 LU0911026093

南非幣 PCA21 瀚亞投資- 亞洲當地貨幣債券基金Azdm南非幣避險(月配息)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亞洲 債券型 月 LU0911025871

南非幣 PCA20 瀚亞投資- 亞洲債券基金Azdm南非幣避險(月配息)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亞洲 債券型 月 LU0911025798

南非幣 PCA22 瀚亞投資- 美國高收益債券基金 Azdm南非幣避險(月配息)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RR3 RR3 美國 債券型 月 LU0911417367

澳幣 JF062 摩根JPM多重收益基金(澳幣)-(月配息)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平衡型 月 LU0898699433

美元 FD048 富達基金-亞太入息基金(月配息)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5 RR5 亞洲 股票型 月 LU0877626530

澳幣 ML051 貝萊德美元高收益債券基金A8股澳幣避險(月配息)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RR3 RR3 美國 債券型 月 LU0871640396

美元 ML050 貝萊德亞洲巨龍基金A2美元 RR5 RR5 亞洲 股票型 無 LU0072462343

美元 SD039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環球收益股票 A1股(月配息)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3 全球 股票型 月 LU0225771749

美元 SD038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亞洲收益股票 A1股(月配息)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5 RR5 亞洲 股票型 月 LU0193968947

美元 IVC01 景順中國基金 RR5 RR5 中國 股票型 年 LU1775965582

澳幣 PCA18 瀚亞投資- 優質公司債基金Aadm澳幣避險(月配息)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2 美國 債券型 月 LU0795475903

澳幣 PCA17 瀚亞投資- 亞洲當地貨幣債券基金Aadm澳幣避險(月配息)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亞洲 債券型 月 LU0795475739

美元 PCA16 瀚亞投資- 亞洲債券基金Adm(月配息)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亞洲 債券型 月 LU0428352776

美元 PCA15 瀚亞投資- 美國高收益債券基金Adm(月配息)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RR3 RR3 美國 債券型 月 LU0428352420

美元 ING25 NN(L)新興市場債券基金(月配息)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新興市場 債券型 月 LU0577846529

新臺幣 YT022 元大中國平衡基金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RR5 RR4 中國 平衡型 無 TW000T0591Y5

新臺幣 YT021 元大全球不動產證券化基金(月配息)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4 全球 股票型 月 TW000T0576B4

新臺幣 AIG02 柏瑞新興市場高收益債券基金(月配息)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4 RR4 新興市場 債券型 月 TW000T2113B4

美元 ING15 NN(L)食品飲料基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4 全球 股票型 無 LU0121192677

美元 ING14 NN(L)環球高收益基金(月配息)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LU0555026847

美元 ING03 NN(L)氣候與環境永續基金 RR4 RR4 全球 股票型 無 LU0121174006

美元 ING02 NN(L)大中華股票基金 RR5 RR5 大中華 股票型 無 LU0121204944

歐元 ING01 NN(L)環球高收益基金(月配息)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LU0546919985

美元 PCA08 瀚亞投資- 亞洲當地貨幣債券基金ADM級(月配息)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亞洲 債券型 月 LU0428352859

美元 PCA07 瀚亞投資- 印尼股票基金A級 RR5 RR5 印尼 股票型 無 LU0307460823

美元 PCA03 瀚亞投資- 美國優質債券基金ADM級(月配息)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2 美國 債券型 月 LU0428352263

澳幣 UBS001 瑞銀(盧森堡)澳幣永續基金 RR1 RR1 全球 貨幣型 無 LU0066649970

美元 ABN45 法巴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債券基金/月配 (美元)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新興市場 債券型 月 LU0823386080

美元 ABN44 法巴新興市場精選債券基金/月配 (美元)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RR3 RR3 新興市場 債券型 月 LU0823389779

美元 ABN43 法巴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月配 (美元)
(本基金主要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LU0823388292

美元 ABN42 法巴亞洲(日本除外)債券基金/月配 (美元)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亞太 債券型 月 LU0823379549

美元 ABN18 法巴亞洲(日本除外)債券基金 C (美元)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亞太 債券型 無 LU0823379622

美元 FD043 富達基金 - 中國聚焦基金 - A RR5 RR5 中國 股票型 年 LU0173614495

美元 FD040 富達基金 -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 A - 月配息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RR4 RR3 新興市場 債券型 月 LU0238206170

美元 FD023 富達基金 - 拉丁美洲基金 - A RR5 RR5 拉丁美洲 股票型 年 LU0050427557

美元 FD016 富達基金 - 印尼基金 - A RR5 RR5 印尼 股票型 年 LU0055114457

美元 FD015 富達基金 - 印度聚焦基金 - A RR5 RR5 印度 股票型 年 LU0197229882

澳幣 FD004 富達基金 - 澳洲多元股票基金 - A RR4 RR4 澳洲 股票型 年 LU0048574536

美元 FD003 富達基金 - 東協基金 - A RR5 RR5 東協 股票型 年 LU0048573645

新臺幣 PL007 元大得利貨幣市場基金 RR1 RR1 台灣 貨幣型 無 TW000T0569Y1

美元 ML031 貝萊德新興市場基金A2股 RR5 RR5 新興市場 股票型 無 LU0047713382

美元 ML030 貝萊德拉丁美洲基金A2股 RR5 RR5 拉丁美洲 股票型 無 LU0072463663

美元 ML023 貝萊德環球資產配置基金A2股 RR4 RR3 全球 平衡型 無 LU0072462426

美元 ML022 貝萊德世界礦業基金A2股 RR5 RR4 全球 股票型 無 LU0075056555

美元 ML001 貝萊德世界黃金基金A2股(美元) RR5 RR5 全球 股票型 無 LU0055631609

澳幣 SD028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新興市場債券基金A1股-月配息(澳幣對沖)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新興市場 債券型 月 LU0502009730

美元 SD026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能源基金A1股-累積 RR4 RR4 全球 股票型 無 LU0256332296

美元 SD021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新興市場債券基金A1股-月配息(美元)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新興市場 債券型 月 LU0160363585

美元 SD019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拉丁美洲 A1股-累積 RR5 RR5 拉丁美洲 股票型 無 LU0133713007

美元 SD013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新興亞洲A1股-累積 RR5 RR5 亞太 股票型 無 LU0181496216

美元 SD001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新興市場債券基金A1股-累積(美元)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新興市場 債券型 無 LU0133705839

美元 PV027 法巴巴⻄股票基金 C (美元) RR5 RR5 巴⻄ 股票型 無 LU0265266980

美元 PV022 法巴新興市場債券基金/月配 (美元)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RR3 RR3 新興市場 債券型 月 LU0089277312

美元 PV015 法巴美元貨幣市場基金 C (美元) RR1 RR1 全球 貨幣型 無 LU0012186622

共同基金

法巴⼈壽「卓越100」標的⼀覽表



日圓 PV007 法巴日本小型股票基金 C (日幣) RR4 RR4 日本 股票型 無 LU0069970746

美元 PV004 法巴拉丁美洲股票基金 C (美元) RR5 RR5 拉丁美洲 股票型 無 LU0075933415

澳幣 AB030 聯博 - 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AT股(月配息)-澳幣避險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LU0511405911

澳幣 AB027 聯博 - 美國收益基金AT股(月配息)-澳幣避險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LU0511406216

澳幣 AB026 聯博 -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AT股(月配息)-澳幣避險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LU0511407883

美元 AB024 聯博 - 永續主題基金A股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4 全球 股票型 無 LU0069063385

美元 AB021 聯博 -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AT股(月配息)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LU0246605835

歐元 AB020 聯博 - 歐洲收益基金AT股(月配息)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LU0173638916

美元 AB018 聯博 - 美國收益基金AT股(月配息)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LU0157308031

美元 AB017 聯博 - 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AT股(月配息)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LU0156897901

美元 AB016 聯博 - 短期債券基金AT股(月配息)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2 RR2 全球 債券型 月 LU0156897653

美元 AB007 聯博 - 美國收益基金A2股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無 LU0095030564

美元 AB006 聯博 - 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A2股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無 LU0102830865

南非幣 FHW06 復華南非幣⻑期收益基金(月配息)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3 南非 債券型 月 TW000T2281B9

澳幣 ING24 NN(L)亞洲債券基金_澳幣對沖(月配權)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亞洲 債券型 月 0809294555LU

澳幣 ING23 NN(L)環球高收益基金_澳幣對沖(月配權)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0809294803LU

澳幣 AB039 聯博 - 短期債券基金AT股(月配權)-澳幣避險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2 RR2 全球 債券型 月 0539805118LU

澳幣 AB038 聯博 - 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AT股(月配權)-澳幣避險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0511405911LU

澳幣 AB037 聯博 - 美國收益基金AT股(月配權)-澳幣避險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0511406216LU

美元 JF058 摩根JPM亞太入息基金(月配息)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5 RR3 亞太 平衡型 月 LU0784639295

美元 JF057 摩根JPM多重收益基金(美元)-(月配息)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平衡型 月 LU0815074496

澳幣 ING22 NN(L)新興市場債券基金_澳幣對沖(月配息)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新興市場 債券型 月 LU0809294639

澳幣 ING21 NN(L) 投資級公司債基金_澳幣對沖(月配息)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2 全球 債券型 月 LU0809294472

美元 JF056 摩根JPM新興市場債券基金(美元)-(月配息)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RR3 RR3 新興市場 債券型 月 LU0471471150

澳幣 PCA14 瀚亞投資- 美國高收益債券基金 AADM級澳幣避險(月配息)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RR3 RR3 美國 債券型 月 LU0795476117

美元 SKD02 先機亞太股票基金L類累積股(美元) RR5 RR5 亞太 股票型 無 IE0005264431

新臺幣 AIG08 柏瑞新興市場企業策略債券基金(月配息)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3 新興市場 債券型 月 TW000T2117B5

美元 ING20 NN(L)環球高收益基金(月配權)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0555026847LU

澳幣 ING19 NN(L)亞洲債券基金_澳幣對沖(月配息)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3 亞洲 債券型 月 LU0809294555

澳幣 ING18 NN(L)環球高收益基金_澳幣對沖(月配息)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LU0809294803

美元 ML049 貝萊德全球股票收益基金 A6 美元(月配息)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股票型 月 LU0738911758

美元 ML048 貝萊德環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A6 美元(月配息)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LU0764618640

美元 ML047 貝萊德美元高收益債券基金 A6 美元(月配息)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RR3 RR3 美國 債券型 月 LU0738912566

新臺幣 JF055 摩根亞洲總合高收益債券基金(月配息)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4 RR4 亞太 債券型 月 TW000T1140B8

美元 AB036 聯博 - 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AT股(月配權)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0156897901LU

美元 AB035 聯博 - 美國收益基金AT股(月配權)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0157308031LU

新臺幣 FL039 富蘭克林華美中國消費基金 RR5 RR5 全球 股票型 無 TW000T4509Y3

新臺幣 FL038 富蘭克林華美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月配息)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TW000T4512B5

美元 ML044 貝萊德新興市場債券基金A6股美元(月配息)
(基金主要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RR3 RR3 新興市場 債券型 月 LU0764617162

澳幣 AB034 聯博 - 亞洲股票基金AD股(月配息)-澳幣避險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5 RR5 亞太 股票型 月 LU0511404278

美元 BR007 霸菱成熟及新興市場高收益債券基金-A類美元(月配息)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IE0032158457

美元 AB033 聯博 - 亞洲股票基金AD股(月配息)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5 RR5 亞太 股票型 月 LU0469268972

澳幣 AB031 聯博 - 短期債券基金AT股(月配息)-澳幣避險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2 RR2 全球 債券型 月 LU0539805118

美元 ING17 NN(L) 投資級公司債基金(月配息)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2 全球 債券型 月 LU0546920728

新臺幣 JF050 摩根新興市場高收益債券基金(月配息)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5 RR4 新興市場 債券型 月 TW000T1139B0

新臺幣 FHW04 復華數位經濟基金 RR5 RR5 台灣 股票型 無 TW000T2208Y4

新臺幣 FHW03 復華新興市場高收益債券基金(月配息)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RR4 RR4 新興市場 債券型 月 TW000T2275B1

新臺幣 FHW01 復華復華基金 RR5 RR4 台灣 股票型 無 TW000T2203Y5

澳幣 AB044 聯博 -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AT股(月配權)-澳幣避險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0511407883LU

美元 AB043 聯博 -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AT股(月配權)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0246605835LU

澳幣 AB042 聯博 - 亞洲股票基金AD股(月配權)-澳幣避險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5 RR5 亞太 股票型 月 0511404278LU

美元 AB041 聯博 - 亞洲股票基金AD股(月配權)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5 RR5 亞太 股票型 月 0469268972LU

澳幣 JF065 摩根JPM多重收益基金(澳幣)-(月配權)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平衡型 月 0898699433LU

美元 JF064 摩根JPM多重收益基金(美元)-(月配權)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平衡型 月 0815074496LU

澳幣 ING28 NN(L)新興市場債券基金_澳幣對沖(月配權)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新興市場 債券型 月 0809294639LU

美元 ING27 NN(L)新興市場債券基金(月配權)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新興市場 債券型 月 0577846529LU

美元 ING26 NN(L)亞洲債券基金(月配權)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亞洲 債券型 月 0546914598LU

美元 FD049 富達基金-全球入息基金(美元)(月配息)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股票型 月 LU0731783048

美元 NB005 路博邁高收益債券基金-T 美元(月配息)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3 RR3 美國 債券型 月 IE00B9276V44

美元 NB006 路博邁美國小型企業基金-T 美元 RR4 RR4 美國 股票型 無 IE00B8HXK965

美元 UOB01 新加坡大華黃金及綜合基金(美元) RR5 RR5 全球 股票型 無 SG9999001143 

美元 UOB02 新加坡大華全球保健基金(美元) RR3 RR3 全球 股票型 無 SG9999001176 

美元 ING29 NN(L)環球高股息基金(月配息)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3 全球 股票型 月 LU0976924166

澳幣 ING30 NN(L)環球高股息基金_澳幣對沖(月配息)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3 全球 股票型 月 LU0976924240

歐元 ING31 NN(L)歐元高股息基金(月配息)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4 歐洲 股票型 月 LU0976923945

澳幣 ING32 NN(L)歐元高股息基金_澳幣對沖(月配息)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4 歐洲 股票型 月 LU0976924083

美元 ING33 NN(L)美國高股息基金(月配息)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4 美國 股票型 月 LU0976923432

澳幣 ING34 NN(L)美國高股息基金_澳幣對沖(月配息)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4 美國 股票型 月 LU0976923515

南非幣 ING35 NN(L)美國高股息基金_南非幣對沖(月配息)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4 美國 股票型 月 LU0976923606

美元 FD050 富達基金-中國內需消費基金 (美元累積) RR5 RR5
中國大陸及

香港
股票型 無 LU0594300179

美元 PIN09 鋒裕匯理基金歐洲小型股票 A 美元 RR4 RR4 歐洲 股票型 無 LU1883306570

美元 PIN10 鋒裕匯理基金環球生態ESG股票 A 美元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4 全球 股票型 無 LU1883319045

美元 PIN11 鋒裕匯理基金新興市場債券 A 美元 (月配息)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LU1882450726

美元 IVC03 景順歐洲大陸企業基金 RR4 RR4 歐洲 股票型 年 LU1775961243

美元 IVC04 景順日本小型企業基金 RR4 RR4 日本 股票型 年 LU0607522496



歐元 IVC05 景順歐洲動力基金A股 RR4 RR4 歐洲 股票型 年 LU1775948901

新臺幣 TCB08 合庫新興多重收益基金(月配息)
(本基金之子基金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組合型 月 TW000T4806B1

歐元 PV032 法巴歐洲小型股票基金 C (歐元) RR4 RR4 已開發歐洲 股票型 無 LU0212178916

美元 PV033 法巴美國小型股票基金 C (美元) RR4 RR4 美國 股票型 無 LU0823410997

新臺幣 FHW08 復華全方位基金 RR5 RR4 台灣 股票型 無 TW000T2216Y7

新臺幣 FHW09 復華全球平衡基金-新臺幣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RR4 RR3 全球 平衡型 無 TW000T2213Y4

南非幣 PCA23 瀚亞投資- 全球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zdm南非幣避險(月配息)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3 新興市場 債券型 月 LU0966752080

美元 PCA24 瀚亞投資- 美國高收益債券基金Admc1(穩定月配息)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3 RR3 美國 債券型 月 LU0995082210

澳幣 PCA25 瀚亞投資- 美國高收益債券基金Aadmc1澳幣避險(穩定月配息)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3 RR3 美國 債券型 月 LU0995084182

南非幣 PCA26 瀚亞投資- 美國高收益債券基金Azdmc1南非幣避險(穩定月配息)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3 RR3 美國 債券型 月 LU0995084695

紐幣 PCA27 瀚亞投資- 美國高收益債券基金Andmc1紐幣避險(穩定月配息)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3 RR3 美國 債券型 月 LU0995084935

紐幣 AB045 聯博 - 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AT股(月配息)-紐幣避險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LU0805983789

紐幣 AB046 聯博 -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AT股(月配息)-紐幣避險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3 新興市場 債券型 月 LU0805982898

美元 AB047 聯博 - 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AA股(穩定月配息)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LU1008669860

美元 AB048 聯博 - 短期債券基金AA股(穩定月配息)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2 RR2 全球 債券型 月 LU1008670363

美元 AB049 聯博 - 美國收益基金AA股(穩定月配息)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LU1008671684

美元 AB050 聯博 - 歐洲收益基金AA股(穩定月配息)-美元避險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LU1013768186

美元 AB051 聯博 -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AA股(穩定月配息)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3 新興市場 債券型 月 LU1008671254

美元 IV016 晉達環球特許品牌基金C股(月配息)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股票型 月 LU0994945730

南非幣 IV017 晉達環球特許品牌基金C股(月配息)-南非幣避險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股票型 月 LU0996484654

澳幣 IV018 晉達環球特許品牌基金C股(月配息)-澳幣避險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股票型 月 LU0996485032

南非幣 IV019 晉達環球策略管理基金C股(月配息)-南非幣避險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3 全球 平衡型 月 LU0996484571

澳幣 IV020 晉達環球策略管理基金C股(月配息)-澳幣避險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平衡型 月 LU0996484902

美元 IV021 晉達環球策略管理基金C股(月配息)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平衡型 月 LU0994946035

澳幣 AB052 聯博 - 美國收益基金AA股(穩定月配息)-澳幣避險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LU1008671841

澳幣 AB053 聯博 - 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AA股(穩定月配息)-澳幣避險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LU1008670108

澳幣 AB054 聯博 -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AA股(穩定月配息)-澳幣避險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3 新興市場 債券型 月 LU1008671411

澳幣 AB055 聯博 - 歐洲收益基金AA股(穩定月配息)-澳幣避險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LU1008671098

美元 AB056 聯博 - 中國優化波動股票基金AD股(月配息)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5 RR5
中國大陸及

香港
股票型 月 LU1020927676

南非幣 AB058 聯博 - 美國收益基金AA股(穩定月配息)-南非幣避險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LU1035780607

南非幣 AB059 聯博 - 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AA股(穩定月配息)-南非幣避險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LU1035779427

南非幣 AB060 聯博 -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AA股(穩定月配息)-南非幣避險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3 新興市場 債券型 月 LU1035781670

南非幣 AB061 聯博 - 中國優化波動股票基金AD股(月配息)-南非幣避險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5 RR5
中國大陸及

香港
股票型 月 LU1020930209

南非幣 AB062 聯博 - 亞洲股票基金AD股(月配息)-南非幣避險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5 RR5 亞洲(日本除外) 股票型 月 LU0947647938

美元 PCA28 瀚亞投資-全球價值股票基金Admc1(穩定月配息)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3 全球 股票型 月 LU1027914016

澳幣 PCA29 瀚亞投資-全球價值股票基金Aadmc1澳幣避險(穩定月配息)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3 全球 股票型 月 LU1027914107

紐幣 PCA30 瀚亞投資-全球價值股票基金Andmc1紐幣避險(穩定月配息)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3 全球 股票型 月 LU1027914362

南非幣 PCA31 瀚亞投資-全球價值股票基金Azdmc1南非幣避險(穩定月配息)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3 全球 股票型 月 LU1027914289

南非幣 PCA32 瀚亞投資-亞洲股票收益基金Azdmc1南非幣避險(穩定月配息)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5 RR4
亞太

(日本除外)
股票型 月 LU1027913802

新臺幣 TCB09 合庫新興多重收益基金
(本基金之子基金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組合型 無 TW000T4806A3

新臺幣 CPL09 群益全球關鍵生技基金 RR4 RR4 全球 股票型 無 TW000T1649A0

新臺幣 ING36 野村環球高收益債基金(月配息) (本基金配息來源可能為本金)＊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TW000T3259B4

美元 ING37 NN(L)亞洲債券基金(月配息)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3 亞洲 債券型 月 LU0546914598

澳幣 PV034 法巴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月配H (澳幣)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LU0950369024

美元 SD042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歐洲永續價值基金A1股(月配息)-美元對沖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4 歐洲 股票型 月 LU1031140988

美元 FD051 富達基金-歐洲入息基金(F1穩定月配息)-美元避險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4 已開發歐洲 股票型 月 LU0997587240

澳幣 ML055 貝萊德全球股票收益基金A8股澳幣避險(月配息)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股票型 月 LU0949170699 

澳幣 JF083 摩根JPM亞太入息基金(澳幣對沖)-(月配息)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5 RR3 亞太 平衡型 月 LU0969268043

美元 JF084 摩根亞洲總合高收益債券基金(月配息)-美元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4 RR4 亞太 債券型 月 TW000T1140C6

新臺幣 TS009 台新中証消費服務領先指數基金 RR5 RR5 中國 指數型 無 TW000T4750Y3

新臺幣 FL050 富蘭克林華美中國A股基金 RR5 RR5 中國 股票型 無 TW000T4515Y0

澳幣 ING47 NN(L)亞洲收益基金_澳幣對沖(月配息)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5 RR5 亞太(日本除外) 股票型 月 LU0976923861

澳幣 AB069 聯博 - 全球多元收益基金AD股(月配息)-澳幣避險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平衡型 月 LU1127387899

南非幣 ING44 NN(L)新興市場債券基金_南非幣對沖(月配息)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LU1075101847

南非幣 ING45 NN(L)亞洲債券基金_南非幣對沖(月配息)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3 亞太 債券型 月 LU1145127293

南非幣 DS054 安聯收益成⻑基金AM股(穩定月配息)-南非幣避險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3 美國 平衡型 月 LU1192664248

南非幣 AB070 聯博 - 全球多元收益基金AD股(月配息)-南非幣避險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平衡型 月 LU1127388277

美元 AB005 聯博 - 美國成⻑基金A股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4 美國 股票型 無 LU0079474960

美元 FD001 富達基金 - 美國基金 - A RR4 RR4 美國 股票型 年 LU0048573561

美元 ABG11 安本標準-歐元高收益債券基金A股-(美元基本貨幣避險)(月配息)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RR3 RR3 歐元區 債券型 月 LU0893373133

美元 ING46 NN(L)亞洲收益基金(月配息)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5 RR5 亞太(日本除外) 股票型 月 LU0976923788

美元 SD048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歐洲股息基金A股(月配息)-美元對沖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4 歐洲 股票型 月 LU1046234339

美元 PCA40 瀚亞亞太豐收平衡基金-美元(月配息)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4
亞太

(日本除外)
平衡型 月 TW000T0747D7

美元 UOB04 新加坡大華新興市場債券基金(月配息)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可能涉及本
金)＊

RR3 RR3 新興市場 債券型 月 SG9999002174 

美元 DS052 安聯歐洲高息股票基金AM股(穩定月配息)-美元避險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4 歐洲 股票型 月 LU0971552673

美元 PV036 法巴永續亞洲(日本除外)股票基金 C (美元) RR5 RR5 亞太(日本除外) 股票型 無 LU0823397103

美元 PV037 法巴永續歐洲股息股票基金/月配RH (美元)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4 歐洲 股票型 月 LU1022397928

美元 AB068 聯博 - 全球多元收益基金AD股(月配息)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平衡型 月 LU1127387386

新臺幣 PCA38 瀚亞亞太高股息基金(月配息)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5 RR5 亞太(日本除外) 股票型 月 TW000T0727B3

新臺幣 PCA39 瀚亞亞太豐收平衡基金(月配息)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4
亞太

(日本除外)
平衡型 月 TW000T0747B1

新臺幣 TS006 台新2000高科技基金 RR5 RR5 台灣 股票型 無 TW000T4720Y6

新臺幣 TS007 台新高股息平衡基金 RR5 RR4 台灣 平衡型 無 TW000T4703Y2

新臺幣 TS008 台新中國通基金 RR5 RR5 台灣 股票型 無 TW000T4714Y9

美元 SD043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環球股息基金AX股(月配息)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3 全球 股票型 月 LU1046231400

澳幣 SD044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環球股息基金A股(月配息)-澳幣對沖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3 全球 股票型 月 LU1046234412

美元 DS044 安聯收益成⻑基金AM股(穩定月配息)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3 美國 平衡型 月 LU0820561818

澳幣 DS045 安聯收益成⻑基金AM股(穩定月配息)-澳幣避險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3 美國 平衡型 月 LU0820562030



歐元 DS046 安聯收益成⻑基金AM股(穩定月配息)-歐元避險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3 美國 平衡型 月 LU0913601281

南非幣 ML056 貝萊德全球股票收益基金A8股南非幣避險(穩定月配息)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股票型 月 LU1023055079

南非幣 ML057 貝萊德環球高收益債券基金A8股南非幣避險(穩定月配息)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可能涉本金)
＊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LU1023055319
美元 ML058 貝萊德美元高收益債券基金A2股美元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RR3 RR3 美國 債券型 無 LU0046676465

新臺幣 AIG13 柏瑞亞太高股息基金(月配息)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5 RR5 亞太 股票型 月 TW000T2109B2

南非幣 NB007 路博邁高收益債券基金-T 南非幣(月配權) RR3 RR3 美國 債券型 月 00BBGB0V45IE

新臺幣 FL049 富蘭克林華美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無 TW000T4512A7

南非幣 IV025 晉達新興市場公司債券基金C收益-2股(月配息)-南非幣避險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新興市場 債券型 月 LU1077614110

美元 IV026 晉達新興市場公司債券基金C收益-2股(月配息)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3 新興市場 債券型 月 LU0773335681

澳幣 IV027 晉達新興市場公司債券基金C收益-2股(月配息)-澳幣避險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新興市場 債券型 月 LU1077614201

南非幣 AB077 聯博 - 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AA股 穩定月配(月配權)-南非幣避險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1035779427LU

南非幣 AB080 聯博 - 美國收益基金AA股 穩定月配(月配權)-南非幣避險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1035780607LU

南非幣 DS057 安聯收益成⻑基金AM股 穩定月配(月配權)-南非幣避險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3 美國 平衡型 月 1192664248LU

美元 AB075 聯博 - 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AA股 穩定月配(月配權)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1008669860LU

美元 AB078 聯博 - 美國收益基金AA股 穩定月配(月配權)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1008671684LU

美元 JF090 摩根JPM環球醫療科技基金(美元)A股 RR4 RR3 全球 股票型 無 LU0432979614

美元 JF091 摩根JPM歐洲策略股息基金(美元對沖)A股(月配息)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4 已開發歐洲 股票型 月 LU0983207175

美元 JF092 摩根JPM亞太入息基金(月配權)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亞太(日本除外) 平衡型 月 0784639295LU

美元 DS055 安聯收益成⻑基金AM股 穩定月配(月配權)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3 美國 平衡型 月 0820561818LU

美元 CPL13 群益中國新機會基金-美元 RR5 RR5 大中華 股票型 無 TW000T1651B4

美元 PIN17 鋒裕匯理基金歐洲小型股票 A 美元對沖 RR4 RR4 歐洲 股票型 無 LU1883306653

美元 SD049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歐洲小型公司A股(美元對沖) RR4 RR4 歐洲 股票型 無 LU1057657626

新臺幣 JF089 摩根中國A股基金 RR5 RR5 亞太 股票型 無 TW000T1142Y6

新臺幣 YT028 元大大中華TMT基金 RR5 RR5 大中華 股票型 無 TW000T0596A4

新臺幣 CPL12 群益中國新機會基金 RR5 RR5 大中華 股票型 無 TW000T1651A6

澳幣 AB076 聯博 - 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AA股 穩定月配(月配權)-澳幣避險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1008670108LU

澳幣 AB079 聯博 - 美國收益基金AA股 穩定月配(月配權)-澳幣避險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1008671841LU

澳幣 JF093 摩根JPM亞太入息基金(澳幣對沖)-(月配權)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亞太(日本除外) 平衡型 月 0969268043LU

澳幣 DS056 安聯收益成⻑基金AM股 穩定月配(月配權)-澳幣避險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3 美國 平衡型 月 0820562030LU

澳幣 JF099 摩根JPM策略總報酬基金(澳幣對沖)-A股(累計)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RR3 RR3 已開發歐洲 平衡型 無 LU1340139317

美元 AIG21 柏瑞環球動態資產配置基金ADC(月配息)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3 全球 平衡型 月 IE00BDCRKT87

美元 AB088 聯博-新興市場多元收益基金AD股(月配息)-美元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5 RR4 新興市場 平衡型 月 LU0633140727

美元 FL053 富蘭克林華美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美元(月配息)
(本基金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金之配息來源
可能為本金)＊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TW000T4512D1

美元 FL052 富蘭克林華美全球成⻑基金-美元 RR4 RR3 全球 股票型 無 TW000T4517B4

新臺幣 FL051 富蘭克林華美全球成⻑基金-新臺幣 RR4 RR3 全球 股票型 無 TW000T4517A6

美元 DS059 安聯歐洲成⻑精選基金-AT累積類股(美元避險) RR4 RR4 歐洲 股票型 無 LU0920840948

美元 JF097 摩根JPM策略總報酬基金(美元對沖)-A股(累計)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RR3 RR3 全球 平衡型 無 LU1181866309

美元 JF098 摩根JPM歐洲小型企業基金(美元對沖)- A股(累計) RR4 RR4 已開發歐洲 股票型 無 LU1273543592

新臺幣 TS010 台新全球不動產入息基金(月配息)-新臺幣
(本基金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4 RR4 全球 股票型 月 TW000T4752B7

美元 SD053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環球可轉換債券A1股-累積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無 LU0351442420

美元 SD052 施羅德亞洲高息股債基金A股(月配息)-美元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RR5 RR3 亞洲 平衡型 月 HK0000081932

美元 PV039 法巴永續優化波動全球股票基金/月配 (美元)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4 全球 股票型 月 LU0950375773

美元 PCA43 瀚亞投資-美國複合收益債券基金A RR3 RR2 美國 債券型 無 LU0326391868

美元 NB008 路博邁新興市場本地貨幣債券基金-T美元(月配息)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IE00BTLWSM56

美元 ML062 貝萊德亞洲高收益債券基金(月配息)-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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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R4 RR4 亞洲 債券型 月 TW000T3113D9

新臺幣 ML061 貝萊德亞洲高收益債券基金(月配息)-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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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R4 RR4 亞洲 債券型 月 TW000T3113B3

新臺幣 MG001 兆豐中國A股基金-新臺幣 RR5 RR5 中國 股票型 無 TW000T0119A5

南非幣 IV029 晉達投資評級公司債券基金C收益-2股(月配息)-南非幣避險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2 RR2 全球 債券型 月 LU0996346341

美元 IV011 晉達投資評級公司債券基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2 全球 債券型 月 LU0345764590

美元 DS037 Pimco總回報債券基金E股 RR2 RR2 全球 債券型 季 IE00B0M2Y900

美元 ING51 NN(L)旗艦多元資產基金_美元對沖(月配息)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平衡型 月 LU1203773962

美元 ING53 NN(L)旗艦多元資產基金_美元對沖(月配權)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平衡型 月 1203773962LU

美元 ING55 NN(L)環球高收益基金_美元對沖(月配息)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LU1121988494

美元 AB084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D(月配息)-美元
(本基金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4 RR3 全球 組合型 月 TW000T1811D0

美元 AB085 聯博歐洲多重資產基金-AD(月配息)-美元
(本基金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RR4 RR3 全球 平衡型 月 TW000T1813C8

美元 AB086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TA(月配息)-美元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TW000T1814C6

美元 ML059 貝萊德全球智慧數據股票入息基金A6股美元(穩定月配息)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4 全球 股票型 月 LU1116320737

美元 PV038 法巴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月配(美元)避險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LU0950369370

美元 SD050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亞洲股息基金A股(月配息)-美元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5 RR5 亞太(日本除外) 股票型 月 LU0955648018

美元 FD052 富達基金-歐洲動能基金A股-美元避險 RR4 RR4 已開發歐洲 股票型 無 LU0997586515

美元 UOB05 新加坡大華全球保健基金(美元)(月配息) RR3 RR3 全球 股票型 月 SG9999013999

美元 UBS026 瑞銀(盧森堡)美國總收益永續股票基金(美元)(月配息)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4 美國 股票型 月 LU0942090050

美元 DS058 安聯全球新興市場高股息基金AMg股(穩定月配息)-美元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5 RR5 新興市場 股票型 月 LU1282651048

美元 JF096 摩根JPM日本(日圓)基金(美元對沖) RR4 RR4 日本 股票型 無 HK0000155504

美元 JF095 摩根JPM歐洲動力基金(美元對沖) RR4 RR4 已開發歐洲 股票型 無 LU0987226296

美元 AIG20 柏瑞印度股票基金A RR5 RR5 印度 股票型 無 IE00B0JY6M65

新臺幣 ING56 野村動態配置多重資產基金(月配息)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4 RR3 全球 平衡型 月 TW000T3276B8

新臺幣 AB071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TA(月配息)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TW000T1814B8

新臺幣 AB072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D(月配息)
(本基金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4 RR3 全球 組合型 月 TW000T1811B4

新臺幣 AB073 聯博亞太多重資產基金-AD(月配息)
(本基金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5 RR4 全球 平衡型 月 TW000T1812B2

新臺幣 AB074 聯博歐洲多重資產基金-AD(月配息)
(本基金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4 RR3 全球 平衡型 月 TW000T1813B0

澳幣 ING52 NN(L)旗艦多元資產基金_澳幣對沖(月配息)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平衡型 月 LU1203774184

澳幣 ING54 NN(L)旗艦多元資產基金_澳幣對沖(月配權 )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平衡型 月 1203774184LU

澳幣 ML060 貝萊德全球智慧數據股票入息基金A8股澳幣避險(穩定月配息)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4 全球 股票型 月 LU1116320141

澳幣 SD051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亞洲股息基金A股(月配息)-澳幣對沖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5 RR5 亞太(日本除外) 股票型 月 LU1130306589

美元 UBS021 瑞銀(盧森堡)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月配息)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LU0459103858

美元 UBS020 瑞銀(盧森堡)新興市場債券基金(月配息)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新興市場 債券型 月 LU0281209311



歐元 UBS019 瑞銀(盧森堡)歐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無 LU0086177085

美元 UBS018 瑞銀(盧森堡)生化股票基金 RR4 RR4 全球 股票型 無 LU0069152568

美元 UBS015 瑞銀(盧森堡)大中華股票基金 RR5 RR5 大中華 股票型 無 LU0072913022

歐元 UBS009 瑞銀(盧森堡)歐洲中型永續股票基金 RR4 RR4 歐洲 股票型 無 LU0049842692

美元 UBS008 瑞銀(盧森堡)中國精選股票基金 RR5 RR5 中國 股票型 無 LU0067412154

美元 UBS007 瑞銀(盧森堡)永續健康轉型基金 RR4 RR3 全球 股票型 無 LU0085953304

新臺幣 TS005 台新北美收益資產證券化基金(月配息) RR4 RR4 全球 股票型 月 TW000T4717B0

美元 SD054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股債收息基金A股(月配息)-美元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平衡型 月 LU0757359954

新臺幣 SD037 施羅德中國高收益債券基金(月配息)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RR4 RR4 全球 債券型 月 TW000T4216B3

美元 SD022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亞洲債券基金A1股-月配息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亞太 債券型 月 LU0160363239

美元 SD010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美國小型公司A1股-累積 RR4 RR4 美國 股票型 無 LU0133716109

美元 SD002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亞洲債券 A1股-累積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亞太 債券型 無 LU0133703115

澳幣 PV040 法巴新興市場債券基金/月配H (澳幣)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LU1022393182

美元 PV025 法巴美國中型股票基金 C (美元) RR4 RR4 美國 股票型 無 LU0154245756

美元 PV023 法巴美元短期債券基金/月配 (美元)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2 RR2 全球 債券型 月 LU0012182126

美元 PV016 法巴美元短期債券基金 C (美元) RR3 RR2 北美 債券型 無 LU0012182399

歐元 PV010 法巴歐洲可換股債券基金 C (歐元)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RR3 RR3 歐洲 債券型 無 LU0086913042

歐元 PCA12 瀚亞投資- 歐洲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EDM級(月配息)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2 RR2 歐洲 債券型 月 LU0428352693

美元 PCA11 瀚亞投資- 美國特優級債券基金ADM級(月配息)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2 美國 債券型 月 LU0428352008

美元 PCA05 瀚亞投資- 中印股票基金A級 RR5 RR5 亞洲 股票型 無 LU0259732245

美元 MNU03 宏利中國高收益債券基金(月配息)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RR4 RR4 全球 債券型 月 TW000T2729B7

新臺幣 MNU01 宏利新興市場高收益債券基金(月配息)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RR4 RR4 新興市場 債券型 月 TW000T2727B1

澳幣 ML063 貝萊德中國基金A2股-澳幣避險 RR5 RR5
中國大陸及

香港
股票型 無 LU1023057109

美元 ML054 貝萊德日本特別時機基金A2美元避險 RR4 RR4 日本 股票型 無 LU0931342652 

澳幣 ML042 貝萊德美元高收益債券基金A3股澳幣避險(月配息)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LU0578942376

美元 ML041 貝萊德美元高收益債券基金A3股美元(月配息)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LU0172419151

美元 ML040 貝萊德世界能源A2股 RR5 RR5 全球 股票型 無 LU0122376428

美元 ML039 貝萊德印度基金A2股 RR5 RR5 印度 股票型 無 LU0248272758

美元 ML038 貝萊德中國基金A2股 RR5 RR5 中國 股票型 無 LU0359201612

歐元 ML035 貝萊德環球高收益債券基金Hedged A2股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無 LU0093504206

美元 ML033 貝萊德環球前瞻股票基金A2股 RR4 RR3 全球 股票型 無 LU0011850046

美元 ML029 貝萊德世界健康科學基金A2股 RR3 RR3 全球 股票型 無 LU0122379950

美元 ML028 貝萊德世界科技基金A2股 RR4 RR4 全球 股票型 無 LU0056508442

美元 ML027 貝萊德世界金融基金A2股 RR5 RR4 全球 股票型 無 LU0106831901

美元 ML026 貝萊德永續能源基金A2股 RR4 RR4 全球 股票型 無 LU0124384867

美元 ML015 貝萊德美國特別時機基金A2股(美元) RR4 RR4 美國 股票型 無 LU0006061336

美元 ML011 貝萊德美元優質債券基金A2股 RR2 RR2 美國 債券型 無 LU0096258362

美元 ML010 貝萊德美國價值型基金A2股 RR4 RR4 美國 股票型 無 LU0072461881

美元 ML008 貝萊德環球政府債券基金A2股 RR2 RR2 全球 債券型 無 LU0006061385

歐元 ML004 貝萊德歐洲價值型基金A2股 RR4 RR4 歐洲 股票型 無 LU0072462186

美元 ML003 貝萊德日本特別時機基金A2股 RR4 RR4 日本 股票型 無 LU0006061252

美元 LM006 美盛⻄方資產新興市場總回報債券基金-A股(月配息)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3 新興市場 債券型 月 IE00B23Z9N10

澳幣 LM005 美盛⻄方資產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A股澳幣計價(月配息)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IE00B3ML7W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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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R3 RR3 新興市場 債券型 無 IE00B19Z5636

新臺幣 JS001 日盛亞洲高收益債券基金(月配息)-新臺幣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4 亞洲 債券型 月 TW000T2038B3

新臺幣 JF082 摩根台灣金磚基金 RR4 RR4 台灣 股票型 無 TW000T1135Y0

新臺幣 JF081 摩根全球創新成⻑基金 RR4 RR4 全球 股票型 無 TW000T1119Y4

新臺幣 JF080 摩根大歐洲基金 RR4 RR4
歐洲

(不含東歐)
股票型 無 TW000T1110Y3

新臺幣 JF078 摩根中國亮點基金 RR5 RR5 亞太 股票型 無 TW000T1134Y3

美元 JF077 摩根JPM歐洲動力基金(美元) RR4 RR4
歐洲

(不含東歐)
股票型 無 LU0955580203

美元 JF025 摩根JPM美國複合收益基金(美元)-A 股(分派)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2 美國 債券型 年 LU0117838564

日圓 JF005 摩根JPM日本(日圓)基金 RR4 RR4 日本 股票型 無 HK0000055670

美元 IV015 晉達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債券基金(月配息)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新興市場 債券型 月 LU0345767932

美元 IV014 晉達環球天然資源基金 RR4 RR4 全球 股票型 年 LU0345781503

美元 IV010 晉達環球策略管理基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3 全球 平衡型 年 LU0345768823

美元 IV009 晉達環球黃金基金 RR5 RR5 全球 股票型 年 LU0345780794

英鎊 IV006 晉達英國Alpha基金 RR4 RR4 英國 股票型 年 LU0345775448

美元 IV005 晉達美國股票基金 RR4 RR4 美國 股票型 年 LU0345774714

美元 IV004 晉達歐洲股票基金 RR4 RR4 歐洲 股票型 年 LU0345777733

美元 IV002 晉達環球動力基金 RR3 RR3 全球 股票型 年 LU0345773237

美元 ING59 NN(L)食品飲料基金X股(月配息)-美元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4 全球 股票型 月 LU1470860914

美元 ING58 野村多元收益多重資產基金(月配息)-美元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平衡型 月 TW000T3295D4

新臺幣 ING57 野村多元收益多重資產基金(月配息)-新臺幣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平衡型 月 TW000T3295B8

新臺幣 ING11 野村全球高股息基金-累積型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股票型 無 TW000T3209A1

美元 HSB06 匯豐環球投資基金-巴⻄股票AD股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5 RR5 巴⻄ 股票型 年 LU0196696701

新臺幣 HSB02 匯豐中國動力基金 RR5 RR5 中國 股票型 無 TW000T0436Y3

美元 FL054 富蘭克林華美中國A股基金-美元 RR5 RR5 中國大陸 股票型 無 TW000T4515B8 

新臺幣 FL047 富蘭克林華美中華基金 RR5 RR5 全球 股票型 無 TW000T4505Y1

新臺幣 FL046 富蘭克林華美新世界股票基金 RR4 RR4 全球 股票型 無 TW000T4504Y4

新臺幣 FL045 富蘭克林華美高科技基金 RR5 RR5 台灣 股票型 無 TW000T4510Y1

澳幣 FD053 富達基金-全球入息基金A股H(月配息)-澳幣避險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股票型 月 LU1005136848

美元 FD041 富達基金 -永續發展亞洲股票基金 - A RR5 RR5 亞太 股票型 年 LU0048597586

美元 FD039 富達基金 - 美元高收益基金 - A - 月配息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RR3 RR3 美國 債券型 月 LU0168057262

歐元 FD038 富達基金 - 歐洲高收益基金 - A - 月配息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RR3 RR3 歐元區 債券型 月 LU0168053600

美元 FD035 富達基金 - 美元債券基金 - A RR3 RR2 全球 債券型 半 LU0048622798

美元 FD034 富達基金 - 美元高收益基金 - A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RR3 RR3 美國 債券型 年 LU0132282301

歐元 FD032 富達基金 - 歐洲高收益基金 - A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RR3 RR3 歐元區 債券型 年 LU0110060430

歐元 FD028 富達基金 -全球存股優勢基金 - A RR4 RR3 全球 股票型 年 LU0099575291

美元 FD025 富達基金 - 太平洋基金 - A RR5 RR5 亞太 股票型 年 LU0049112450

歐元 FD013 富達基金 - 全球健康護理基金 - A RR3 RR3 全球 股票型 年 LU0114720955

歐元 FD012 富達基金 - 德國基金 - A RR4 RR4 德國 股票型 年 LU0048580004

歐元 FD009 富達基金 - 歐洲小型企業基金 - A RR4 RR4 歐洲 股票型 年 LU0061175625



歐元 FD005 富達基金 - 永續發展消費品牌基金 - A RR4 RR4 全球 股票型 年 LU0114721508

美元 FD002 富達基金 - 美國成⻑基金 - A RR4 RR4 美國 股票型 年 LU0077335932

歐元 EDM07 愛德蒙得洛希爾基金 - 歐元可轉債基金(A股)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RR3 RR3 歐洲 平衡型 無 LU1103207525

南非幣 DS063
安聯全球新興市場高股息基金AM股(穩定月配)(月配息)-南非幣避
險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5 RR5 全球 股票型 月 LU1428086505 

澳幣 DS062 安聯全球新興市場高股息基金AM股(穩定月配)(月配息)-澳幣避險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5 RR5 全球 股票型 月 LU1428086414 

美元 DS061 PIMCO多元收益債券基金M級(月收息強化)(月配息)-美元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IE00BH6XX571 

澳幣 DS060 PIMCO多元收益債券基金M級(月配息)-澳幣避險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IE00B95MX153 

新臺幣 DS053 安聯四季豐收債券組合基金(月配息)
(本基金有⼀定比例之投資包含高風險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且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組合型 月 TW000T3626B4

美元 DS051 安聯目標收益基金(月配息)-美元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高風險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組合型 月 TW000T3629D4

新臺幣 DS050 安聯目標收益基金(月配息)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高風險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組合型 月 TW000T3629B8

美元 DS043 PIMCO多元收益債券基金M股(月配權)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00B3Y5VT74IE

美元 DS042 PIMCO全球投資級別債券基金M級(月配息)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2 全球 債券型 月 IE00B889SK00

美元 DS041 PIMCO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M股(月配息)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IE00B3M5PY21

美元 DS040 PIMCO新興市場債券基金M股(月配息)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3 新興市場 債券型 月 IE00B3VQ0W98

美元 DS039 PIMCO多元收益債券基金M股(月配息)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IE00B3Y5VT74

美元 DS038 PIMCO全球投資級別債券基金E股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2 全球 債券型 季 IE00B2R34T20

美元 DS036 Pimco新興市場債券基金E股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3 新興市場 債券型 季 IE00B0MD9S72

美元 DS035 Pimco短年期債券基金E股 RR2 RR2 全球 債券型 無 IE00B2478W85

美元 DS034 Pimco多元收益債券基金E股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季 IE00B193MK07

美元 DS030 安聯中國股票基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5 RR5 中國 股票型 年 LU0348825331

新臺幣 DS022 安聯全球生技趨勢基金 RR4 RR4 全球 股票型 無 TW000T3605Y0

美元 DS017 安聯全球高成⻑科技基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4 全球 股票型 年 LU0348723411

美元 DS016 安聯東方入息基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5 RR4 亞太 平衡型 年 LU0348783233

新臺幣 CPL08 群益華夏盛世基金 RR5 RR5 大中華 股票型 無 TW000T1611Y0

新臺幣 CPL04 群益馬拉松基金 RR4 RR4 台灣 股票型 無 TW000T1609Y4

新臺幣 CPL03 群益店頭市場基金 RR5 RR5 台灣 股票型 無 TW000T1612Y8

新臺幣 CPL02 群益亞太新趨勢平衡基金 RR5 RR4 亞太 平衡型 無 TW000T1604Y5

新臺幣 AIG22 柏瑞亞太高收益債券基金(月配息)-新臺幣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4 RR4 全球 債券型 月 TW000T2122B5

新臺幣 AIG09 柏瑞全球策略高收益債券基金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無 TW000T2111A0

美元 ABN33 法巴健康護理創新股票基金 C (美元) RR4 RR3 全球 股票型 無 LU0823416689

美元 ABG09 安本標準-印度股票基金A股-美元 RR5 RR5 印度 股票型 無 LU0231490524

歐元 ABG08 安本標準-歐元高收益債券基金A股(月配息)-歐元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RR3 RR3 歐洲 債券型 月 LU0119174026

美元 ABG06 安本標準-亞太股票基金A股-美元 RR5 RR5 亞太 股票型 無 LU0011963245

美元 ABG04 安本標準-新興市場債券基金A股(月配息)-美元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RR3 RR3 新興市場 債券型 月 LU0132413252

美元 ABG01 安本標準-亞洲小型公司基金A股-美元 RR5 RR5 亞太 股票型 無 LU0231459107

新臺幣 AB092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2類型(新臺幣)
(本基金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4 RR3 全球 組合型 無 TW000T1811A6

新臺幣 AB091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T2類型(新臺幣)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無 TW000T1814A0

英鎊 AB090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AA股(穩定月配)(月配息)-英鎊避險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LU1069345764

美元 AB089 聯博-優化波動股票基金AD股(月配息)-美元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股票型 月 LU0965508806

美元 AB025 聯博 - 全球不動產證券基金A股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4 全球 股票型 無 LU0074935502

歐元 AB022 聯博 - 歐洲收益基金A2股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無 LU0095024591

美元 AB019 聯博 - 印度成⻑基金A股 RR5 RR5 印度 股票型 無 LU0430678424

歐元 AB015 聯博 - 歐洲股票基金A股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4 歐洲 股票型 無 LU0124675678

美元 AB013 聯博 - 全球價值型基金A股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3 全球 股票型 無 LU0124673897

美元 AB009 聯博 - 短期債券基金A2股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2 RR2 全球 債券型 無 LU0102828612

美元 AB004 聯博 - 國際科技基金A股 RR4 RR4 全球 股票型 無 LU0060230025

美元 AB003 聯博 - 國際醫療基金A股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股票型 無 LU0058720904

美元 SKD07 先機北美股票基金L類累積股(美元) RR4 RR4 美國 股票型 無 IE0031385887

美元 SD055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環球股債收息基金A股(累積)-美元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平衡型 無 LU0757359368

美元 PV041 法巴水資源基金 C (美元) RR4 RR4 全球 股票型 無 LU1620156130

美元 PIT02 百達-水資源-HR 美元 RR4 RR3 全球 股票型 無 LU0385405997

美元 PIT01 百達-Quest全球永續股票-R美元 RR3 RR3 全球 股票型 無 LU0845339802

美元 NB009 路博邁美國多元企業機會基金-T美元 RR4 RR4 美國 股票型 無 IE00BCDZ0720

新臺幣 JF101 摩根多元入息成⻑基金(月配息) -新臺幣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組合型 月 TW000T1146B5

新臺幣 JF100 摩根多元入息成⻑基金-新臺幣 RR3 RR3 全球 組合型 無 TW000T1146A7

新臺幣 ING60 野村亞太複合高收益債基金(月配息)-新臺幣 (本基金配息來源可能為本金)＊ RR4 RR4 亞洲 債券型 月 TW000T3256B0

美元 AIG27 柏瑞特別股息收益基金B(月配息)-美元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股票型 月 TW000T2124K2

美元 AIG26 柏瑞特別股息收益基金A-美元 RR3 RR3 全球 股票型 無 TW000T2124J4

新臺幣 AIG25 柏瑞特別股息收益基金B(月配息)-新臺幣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股票型 月 TW000T2124B1

新臺幣 AIG24 柏瑞特別股息收益基金A-新臺幣 RR3 RR3 全球 股票型 無 TW000T2124A3

新臺幣 AIG23 柏瑞全球策略高收益債券基金Bt(月配息)-新臺幣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TW000T2111T0

美元 AB093 聯博-全球核心股票基金A級別-美元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4 全球 股票型 無 LU1061039258

美元 HN007 華南永昌Shiller US CAPER ETF組合基金(累積)-美元 (本基金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4 美國 組合型 無 TW000T1259C4

新臺幣 HN006 華南永昌Shiller US CAPER ETF組合基金(累積)-新臺幣 (本基金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4 美國 組合型 無 TW000T1259A8

美元 TCB20 合庫新興多重收益基金B(月配息)-美元
(本基金之子基金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組合型 月 TW000T4806H8

美元 SD056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新興市場股債AX股(月配息)-美元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3 新興市場 平衡型 月 LU1509907009

美元 PIN21 鋒裕匯理基金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債券 A 美元 (穩定月配息)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2 RR2 全球 債券型 月 LU1882459941

美元 PIN20 鋒裕匯理基金新興市場債券 A 美元 (穩定月配息)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LU1882450643

南非幣 PIN19 鋒裕匯理基金新興市場債券 A 南非幣 (穩定月配息)(月配權)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1882450999LU

南非幣 PIN18 鋒裕匯理基金新興市場債券 A 南非幣 (穩定月配息)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LU1882450999

美元 PCA47 瀚亞印度策略收益債券基金B(月配息)-美元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4 RR3 印度 債券型 月 TW000T0755C2

新臺幣 PCA46 瀚亞印度策略收益債券基金B(月配息)-新臺幣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4 RR3 印度 債券型 月 TW000T0755B4

美元 PCA45 瀚亞印度策略收益平衡基金B(月配息)-美元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3 印度 平衡型 月 TW000T0754C5

新臺幣 PCA44 瀚亞印度策略收益平衡基金B(月配息)-新臺幣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3 印度 平衡型 月 TW000T0754B7

澳幣 NB011 路博邁新興市場本地貨幣債券基金-T澳幣(月配息)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IE00BTLWSG96

南非幣 NB010 路博邁新興市場本地貨幣債券基金-T南非幣(月配息)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IE00BTLWSW54

新臺幣 JF102 摩根中國雙息平衡基金(累積型)-新臺幣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RR5 RR4 亞太 平衡型 無 TW000T1150A9

新臺幣 ING63 野村環球基金-累積類型新臺幣計價 RR3 RR3 全球 股票型 無 TW000T3220Y8



美元 ING62 野村基金(愛爾蘭系列)-美國高收益債券基金TD(月配息)-美元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IE00B8QHD782

新臺幣 FHW12 復華全球物聯網科技基金-新臺幣 RR4 RR4 全球 股票型 無 TW000T2294A4

美元 FD054 富達基金-全球入息基金A股C(月配息)-美元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股票型 月 LU1509826696

紐幣 DS068 安聯收益成⻑基金AM股(穩定月配息)-紐幣避險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3 美國 平衡型 月 LU0994605391

美元 CPL16 群益全球特別股收益基金B(月配息)-美元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股票型 月 TW000T1661D9

美元 AIG28 柏瑞全球策略高收益債券基金B(月配息)-美元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TW000T2111M5

加幣 AB098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AT股(月配息)-加幣避險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LU0592507361

南非幣 AB097 聯博-新興市場多元收益基金AD股(月配息)-南非幣避險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5 RR4 新興市場 平衡型 月 LU1037947907

澳幣 AB096 聯博-新興市場多元收益基金AD股(月配息)-澳幣避險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5 RR4 新興市場 平衡型 月 LU0683595895

美元 TCB21 合庫新興多重收益基金A(累積型)-美元
(本基金之子基金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組合型 無 TW000T4806G0

美元 PV042 法巴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債券基金 C (美元) RR3 RR3 新興市場 債券型 無 LU0823386163

美元 PIT03 百達-林木資源-R美元 RR4 RR4 全球 股票型 無 LU0340558583

澳幣 PIN23 鋒裕匯理基金新興市場債券 A 澳幣 (穩定月配息)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LU1882449637

澳幣 ML064 貝萊德環球資產配置基金A2股-澳幣避險 RR4 RR3 全球 平衡型 無 LU0468326631

美元 MG002 兆豐中國A股基金-美元 RR5 RR5 中國 股票型 無 TW000T0119B3

美元 ABN22 法巴新興市場精選債券基金 C (美元)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無 LU0823389852

美元 TS016 台新智慧生活基金-美元 RR4 RR4 全球 股票型 無 TW000T4758B4

新臺幣 TS015 台新智慧生活基金-新臺幣 RR4 RR4 全球 股票型 無 TW000T4758A6

美元 TS014 台新全球多元資產組合基金B(月配息)-美元
(本基金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3 RR3 全球 組合型 月 TW000T4753D1

美元 TS013 台新全球多元資產組合基金A-美元
(本基金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3 RR3 全球 組合型 無 TW000T4753C3

美元 AB103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I類型(美元)(月配息)
(本基金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4 RR3 全球 組合型 月 TW000T1811K5

新臺幣 AB102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I類型(新臺幣)(月配息)
(本基金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4 RR3 全球 組合型 月 TW000T1811J7

美元 AB101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2類型(美元)
(本基金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4 RR3 全球 組合型 無 TW000T1811C2

南非幣 SD081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環球收益成⻑A(月配息固定C) - 南非幣避險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平衡型 月 LU1884790657

美元 SD080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環球收益成⻑A(月配息固定2) - 美元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平衡型 月 LU1900986214

美元 SD079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環球黃金A(累積) - 美元 RR5 RR5 全球 股票型 無 LU1223082196

美元 SD070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收息債券A-固定月配息(美元)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2 全球 債券型 月 LU1514167136

美元 PCA51 瀚亞投資-亞洲高收益債券基金Admc1(穩定月配息)-美元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4 RR4
亞洲太平洋
(不含日本)

債券型 月 LU1987066120

美元 PCA50 瀚亞投資-亞洲高收益債券基金Adm(月配息)-美元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4 RR4
亞洲太平洋
(不含日本)

債券型 月 LU0756523055

新臺幣 PCA49 瀚亞印度政府基礎建設債券基金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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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R4 RR3 印度 債券型 無 TW000T0758A0

美元 JF106 摩根中國A股基金-美元 RR5 RR5 亞太 股票型 無 TW000T1142B4

美元 JF105 摩根JPM多重收益基金(美元對沖)-A股(利率入息)(月配息)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平衡型 月 LU1732800096

美元 JF103 摩根中國雙息平衡基金(月配息)-美元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

RR4 RR4 亞太 平衡型 月 TW000T1150E1

美元 IVC27 景順環球消費趨勢基金A股 - 美元 RR4 RR4 全球 股票型 無 LU0052864419

南非幣 ING80 NN(L)新興市場債券基金_南非幣對沖(月配權)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1075101847LU

美元 ING72 野村基金(愛爾蘭系列)-美國高收益債券基金T(累積)-美元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無 IE00BF4KRC13

新臺幣 ING71 野村全球金融收益基金(累積)-新臺幣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2 全球 債券型 無 TW000T32G8A5

美元 ING70 野村全球金融收益基金(累積)-美元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2 全球 債券型 無 TW000T32G8C1

南非幣 DS080 安聯動力亞洲高收益債券基金-AMg股(穩定月配息)-南非幣避險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4 RR4 全球 債券型 月 LU1896600571

美元 DS079 安聯動力亞洲高收益債券基金-AM股(穩定月配息)-美元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4 RR4 全球 債券型 月 LU1720048815

南非幣 DS078 安聯美元高收益基金-AM股(穩定月配息)-南非幣避險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LU1720048492

美元 DS077 安聯美元高收益基金-AM股(穩定月配息)-美元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LU0516397667

美元 DS075 安聯全球永續發展基金-A類型(美元)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4 全球 股票型 年 LU0158827948

新臺幣 DS072 安聯收益成⻑多重資產基金-B月配息(新臺幣)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3 美國 平衡型 月 TW000T3635B5

新臺幣 DS071 安聯收益成⻑多重資產基金-A累積型(新臺幣)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RR3 RR3 美國 平衡型 無 TW000T3635A7

南非幣 AIG32 柏瑞多重資產特別收益基金B(月配息)-南非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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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R3 RR3 全球 平衡型 月 TW000T2125S2

美元 AIG31 柏瑞多重資產特別收益基金B(月配息)-美元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平衡型 月 TW000T2125P8

南非幣 AIG30 柏瑞全球策略高收益債券基金B(月配息)-南非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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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TW000T2111D4

美元 AIG29 柏瑞環球動態資產配置基金ADCT(穩定月配息)-美元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3 全球 平衡型 月 IE00BDRTCR15

美元 ABG13 安本標準前緣市場債券基金A(月配息) - 美元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RR4 RR4 新興市場 債券型 月 LU0963865083

美元 ABG12 安本標準前緣市場債券基金A(累積) - 美元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RR4 RR4 新興市場 債券型 無 LU1725895616

新臺幣 AB108 聯博中國A股基金A2-新臺幣 RR5 RR5 中國 股票型 無 TW000T1817A3

美元 LM008
美盛凱利基礎建設價值基金A類股美元增益配息型(M)(月配息)(避
險)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4 全球 股票型 月 IE00BD4GTW91

美元 LM007 美盛凱利基礎建設價值基金A類股美元累積型(避險)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4 全球 股票型 無 IE00BD4GTV84

澳幣 IVC39 景順環球高評級企業債券基金E股(穩定月配息)-澳幣對沖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2 RR2 全球 債券型 月 LU2110299356

美元 IVC38 景順環球高評級企業債券基金E股(穩定月配息)-美元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2 RR2 全球 債券型 月 LU2110300469

美元 IVC37 景順環球高評級企業債券基金E股-美元 RR2 RR2 全球 債券型 無 LU2110300626

南非幣 FHW14 復華南非幣⻑期收益基金A RR4 RR3 南非 債券型 無 TW000T2281A1

美元 FD057 富達基金 - 全球科技基金 - A(累積)-美元避險 RR4 RR4 全球 股票型 無 LU1235294995

美元 FD056 富達基金-全球入息基金A股(累積)-美元 RR3 RR3 全球 股票型 無 LU0772969993

新臺幣 DS086 安聯台灣智慧基金 RR4 RR4 台灣 股票型 無 TW000T3619Y1

美元 AIG40 柏瑞ESG量化債券基金B(月配息)-美元
(本基金有⼀定比重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RR3 RR2 全球 債券型 月 TW000T2132Q2

美元 ABN47 法巴水資源基金RH(月配息)-美元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4 全球 股票型 月 LU1543694498

南非幣 AB111 聯博 - 美國成⻑基金AD(月配息)-南非幣避險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4 美國 股票型 月 LU1035776084

美元 AB110 聯博 - 美國成⻑基金AD(月配息)-美元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4 美國 股票型 月 LU1035775433

美元 TCB51 合庫AI電動車及車聯網創新基金-美元 RR4 RR4 全球 股票型 無 TW000T4812C7

新臺幣 TCB50 合庫AI電動車及車聯網創新基金-新臺幣 RR4 RR4 全球 股票型 無 TW000T4812A1

美元 SK004 新光新興富域國家債券基金B(月配息)-美元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TW000T1444D0

南非幣 PIT04 百達-智慧城市-HR(年配息)-南非幣 (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3 全球 股票型 年 LU0998210602

美元 PCA56 瀚亞印度政府基礎建設債券基金B(月配息)-美元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4 RR3 印度 債券型 月 TW000T0758C6

美元 NB014 路博邁5G股票基金T(累積)-美元 RR4 RR4 全球 股票型 無 TW000T5004C0

新臺幣 NB013 路博邁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T(月配息)-新臺幣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TW000T5002B6

新臺幣 NB012 路博邁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T(累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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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無 TW000T5002A8

美元 PIN28 鋒裕匯理⻑鷹多元收益基金A2U-MD(月配息)-美元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平衡型 月 LU1412470004

美元 JF108 摩根JPM環球債券收益基金A股(月配息)-美元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LU1128926489



美元 JF107 摩根JPM環球債券收益基金A股(累計)-美元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無 LU1041599405

澳幣 DS085 安聯收益成⻑基金AMg7月收總收益類股(月配息)-澳幣避險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3 美國 平衡型 月 LU2023250413

美元 DS084 安聯收益成⻑基金AMg7月收總收益類股(月配息)-美元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3 美國 平衡型 月 LU2023250330

美元 DS083 安聯美國短年期高收益債券基金B(月配息)-美元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TW000T3636F4

新臺幣 DS082 安聯美國短年期高收益債券基金B(月配息)-新臺幣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TW000T3636B3

新臺幣 DS081 安聯美國短年期高收益債券基金A(累積)-新臺幣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無 TW000T3636A5

南非幣 IVC44 景順全球優選短期高收益債券基金(月配息)-南非幣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TW000T0630E3

南非幣 IVC43 景順全球優選短期高收益債券基金(累積)-南非幣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無 TW000T0630D5

美元 IVC42 景順全球優選短期高收益債券基金(月配息)-美元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TW000T0630C7

美元 IVC41 景順全球優選短期高收益債券基金(累積)-美元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無 TW000T0630B9

新臺幣 IVC40 景順全球優選短期高收益債券基金(累積)-新臺幣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無 TW000T0630A1

新臺幣 FCB05 第⼀金全球AI⼈⼯智慧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新臺幣 RR4 RR4 全球 股票型 無 TW000T0354A8

美元 FCB04 第⼀金全球 eSports 電競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美元 RR4 RR4 全球 股票型 無 TW000T0359B5

美元 DS092 安聯AI⼈⼯智慧基金-AT類股(累積)-美元 RR4 RR4 美國 股票型 無 LU1548497426

美元 DS091 安聯美國收益基金-AMg穩定月收總收益類股(月配息)-美元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3 美國 債券型 月 LU2128073892

美元 DS090 安聯主題趨勢基金-AT類股(累積)-美元 RR4 RR4 全球 股票型 無 LU1917777945

美元 DS089 PIMCO 動態多元資產基金 M級類別(月配息)-美元避險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平衡型 月 IE00BL3SV261

美元 DS088 PIMCO動態多元資產基金 E級類別(累積)-美元避險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平衡型 無 IE00BF055V54

新臺幣 CPL17 群益全球策略收益金融債券基金(月配息)-新臺幣
(本子基金有⼀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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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R3 RR2 全球 債券型 月 TW000T1672B0

美元 PV043 法巴消費創新股票基金C(累積)-美元 RR4 RR4 全球 股票型 無 LU0823411888

美元 PIT05 百達-環保能源-R(累積)-美元 RR4 RR4 全球 股票型 無 LU0280431049

美元 PIN33 鋒裕匯理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AD(月配息)-美元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TW000T3522D1

新臺幣 PIN32 鋒裕匯理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AD(月配息)-新臺幣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TW000T3522B5

新臺幣 NB019 路博邁ESG新興市場債券基金T(月配息)-新臺幣
(本基金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TW000T5006B7

美元 JF112 摩根JPM新興市場債券基金A股(穩定月配息)-美元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3 RR3 新興市場 債券型 月 LU2245774869

美元 JF109 摩根JPM美國科技基金A股(累積)-美元 RR4 RR4 美國 股票型 無 LU0210536867

美元 ML067 貝萊德營養科學基金A2-美元 RR4 RR4 全球 股票型 無 LU0385154629

美元 JF113 摩根JPM美國企業成⻑基金A-美元 RR4 RR4 美國 股票型 無 LU0210536198

新臺幣 CT002 中國信託越南機會基金-新臺幣 RR5 RR5 全球 股票型 無 TW000T2691A1

新臺幣 CPL22 群益全⺠安穩樂退組合基金B(月配息)-新臺幣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2 全球 組合型 月 TW000T1671B2

新臺幣 CPL21 群益全⺠成⻑樂退組合基金B(月配息)-新臺幣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持有非投資等級高風險債券之基金且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3 全球 組合型 月 TW000T1669B6

美元 BR014 霸菱環球高息債券基金-G類(累積)-美元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無 IE00BFM0MP15

美元 BR013 霸菱環球高息債券基金-G類(月配息)-美元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IE00BFM0MQ22

新臺幣 FCB06 第⼀金全球水電⽡斯及基礎建設收益基金B(月配息)-新臺幣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4 全球 股票型 月 TW000T0349B6

南非幣 ING90 NN(L)環球高收益基金X(月配息)-南非幣對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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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LU2079117557

新臺幣 ING89 野村優質基金-新臺幣 RR5 RR4 台灣 股票型 無 TW000T3201Y8

美元 ING86 野村基金(愛爾蘭系列)-全球多元收益債券基金TD(月配息)-美元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IE00096IKKH4

美元 ING85 野村基金(愛爾蘭系列)-全球多元收益債券基金T-美元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無 IE000PUA4N71

美元 FCB07 第⼀金全球水電⽡斯及基礎建設收益基金B(累積)-美元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4 全球 股票型 無 TW000T0349C4

美元 DS097 安聯寵物新經濟基金-AT類股(累積)-美元 RR4 RR4 全球 股票型 無 LU1941712348

美元 DS096 安聯全球高成⻑股票基金-AT類股(累積)-美元 RR4 RR4 全球 股票型 無 LU1633808545

澳幣 BR016 霸菱環球高息債券基金-G類(累積)-澳幣避險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無 IE00BFM0MW81

澳幣 BR015 霸菱環球高息債券基金-G類(月配息)-澳幣避險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IE00BFM0MX98

澳幣 BR012 霸菱優先順位資產抵押債券基金-G類(月配息)-澳幣避險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IE00BFM0L871

澳幣 BR011 霸菱優先順位資產抵押債券基金-G類(累積)-澳幣避險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無 IE00BFM0L764

美元 BR010 霸菱優先順位資產抵押債券基金-G類(月配息)-美元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IE00BFM0L210

美元 BR009 霸菱優先順位資產抵押債券基金-G類(累積)-美元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無 IE00BFM0L103

美元 AX002 安盛環球基金-泛靈頓歐洲房地產基金A-美元避險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4 已開發歐洲 股票型 無 LU1042830981

美元 AX001 安盛環球基金-美國高收益債券基金T(月配息)-美元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3 RR3 美國 債券型 月 LU0877918663

美元 AIG43 柏瑞環球重點股票基金 A RR4 RR3 全球 股票型 無 IE0034235188

美元 ABN07 法巴美國增⻑股票基金C-(美元) RR4 RR4 美國 股票型 無 LU0823434583
美元 AB122 聯博美國多重資產收益基金AD類型-美元(月配息)

(本基金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RR3 RR3 美國 平衡型 月 TW000T1818E3
新臺幣 AB121 聯博美國多重資產收益基金AD類型-新臺幣(月配息)

(本基金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RR3 RR3 美國 平衡型 月 TW000T1818B9
美元 AB120 聯博美國多重資產收益基金A2類型-美元 (本基金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美國 平衡型 無 TW000T1818D5

新臺幣 AB119 聯博美國多重資產收益基金A2類型-新臺幣 (本基金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美國 平衡型 無 TW000T1818A1

美元 AB118 聯博美國成⻑入息基金A2-美元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4 美國 股票型 無 TW000T1819C5

新臺幣 AB117 聯博美國成⻑入息基金A2-新臺幣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4 美國 股票型 無 TW000T1819A9

美元 AB116 聯博美國多重資產收益基金AI類型-美元(月配息)
(本基金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RR3 RR3 美國 平衡型 月 TW000T1818F0

新臺幣 AB115 聯博美國多重資產收益基金AI類型-新臺幣(月配息)
(本基金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RR3 RR3 美國 平衡型 月 TW000T1818C7

美元 AB114 聯博美國成⻑入息基金AI類型-美元(月配息)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4 美國 股票型 月 TW000T1819D3

新臺幣 AB113 聯博美國成⻑入息基金AI類型-新臺幣(月配息)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4 美國 股票型 月 TW000T1819B7

美元 TCB65 合庫全球醫療照護產業多重資產收益基金B(月配息)-美元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4 全球 平衡型 月 TW000T4821J3

美元 TCB64 合庫全球醫療照護產業多重資產收益基金A-美元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4 全球 平衡型 無 TW000T4821H7

新臺幣 TCB63 合庫全球醫療照護產業多重資產收益基金B(月配息)-新臺幣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4 全球 平衡型 月 TW000T4821B0

新臺幣 TCB62 合庫全球醫療照護產業多重資產收益基金A-新臺幣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4 全球 平衡型 無 TW000T4821A2

美元 SD097 施羅德全週期收益多重資產基金(月配息)-美元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平衡型 月 TW000T4235F4

美元 SD096 施羅德全週期收益多重資產基金(累積)-美元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平衡型 無 TW000T4235E7

新臺幣 SD095 施羅德全週期收益多重資產基金(月配息)-新臺幣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平衡型 月 TW000T4235B3

新臺幣 SD094 施羅德全週期收益多重資產基金(累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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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平衡型 無 TW000T4235A5

美元 SD093 施羅德全週期成⻑多重資產基金(月配息)-美元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平衡型 月 TW000T4234D2

美元 SD092 施羅德全週期成⻑多重資產基金(累積)-美元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平衡型 無 TW000T4234C4

新臺幣 SD091 施羅德全週期成⻑多重資產基金(月配息)-新臺幣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平衡型 月 TW000T4234B6

新臺幣 SD090 施羅德全週期成⻑多重資產基金(累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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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平衡型 無 TW000T4234A8

美元 PV044 法巴全球環境基金C-美元 RR4 RR4 全球 股票型 無 LU0347712357

美元 PIT07 百達-精選品牌-HR-美元 RR4 RR4 全球 股票型 無 LU0552611484

美元 PIN35 鋒裕匯理基金環球生態ESG股票A2(穩定月配息)-美元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4 全球 股票型 月 LU2391858789

美元 JF115 摩根JPM多重收益基金(美元對沖)-A股(穩定月配息)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平衡型 月 LU2347655073



⼈⺠幣 SD041 施羅德中國高收益債券基金-⼈⺠幣(月配息)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RR4 RR4 全球 債券型 月 TW000T4216F4

⼈⺠幣 SD040 施羅德中國高收益債券基金-⼈⺠幣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RR4 RR4 全球 債券型 無 TW000T4216E7

⼈⺠幣 PCA37 瀚亞亞太豐收平衡基金-⼈⺠幣(月配息)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4
亞太

(不含日本)
平衡型 月 TW000T0747K2

⼈⺠幣 PCA36 瀚亞亞太豐收平衡基金-⼈⺠幣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RR3 RR4
亞太

(不含日本)
平衡型 無 TW000T0747J4

⼈⺠幣 MNU09 宏利亞太中小企業基金-⼈⺠幣避險 RR5 RR5 亞太 股票型 無 TW000T2726A5

⼈⺠幣 ING48 野村全球高股息基金-⼈⺠幣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股票型 季 TW000T3209F0

⼈⺠幣 FHW07 復華新興⼈⺠幣債券基金(月配息)
(本基金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金之配息
來源可能為本金）＊

RR3 RR3 新興市場 債券型 月 TW000T2285B0

⼈⺠幣 AIG19 柏瑞中國平衡基金-⼈⺠幣(月配息)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4 RR3 大中華 平衡型 月 TW000T2121F8

⼈⺠幣 AIG18 柏瑞中國平衡基金-⼈⺠幣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RR4 RR3 大中華 平衡型 無 TW000T2121E1

⼈⺠幣 AIG14 柏瑞新興市場企業策略債券基金-⼈⺠幣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RR3 RR3 新興市場 債券型 無 TW000T2117C3

⼈⺠幣 AIG12 柏瑞全球策略高收益債券基金-B⼈⺠幣(月配息)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TW000T2111F9

⼈⺠幣 AB109 聯博中國A股基金A2-⼈⺠幣 RR5 RR5 中國 股票型 無 TW000T1817C9

⼈⺠幣 AB106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I ⼈⺠幣(月配息)
(本基金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4 RR3 全球 組合型 月 TW000T1811L3

⼈⺠幣 AB095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TA ⼈⺠幣(月配權)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000T1814D4TW

⼈⺠幣 AB083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TA ⼈⺠幣(月配息)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TW000T1814D4

⼈⺠幣 AB082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D ⼈⺠幣(月配息)
(本基金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4 RR3 全球 組合型 月 TW000T1811F5

⼈⺠幣 AB081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2 ⼈⺠幣
(本基金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4 RR3 全球 組合型 無 TW000T1811E8

⼈⺠幣 YT027 元大大中華TMT基金-⼈⺠幣 RR5 RR5 中國 股票型 無 TW000T0596B2

⼈⺠幣 YT024 元大中國平衡基金-⼈⺠幣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RR5 RR4 中國 平衡型 無 TW000T0591A5

⼈⺠幣 TCB13 合庫新興多重收益基金-⼈⺠幣(月配息)
(本基金之子基金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組合型 月 TW000T4806D7

⼈⺠幣 TCB12 合庫新興多重收益基金-⼈⺠幣
(本基金之子基金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組合型 無 TW000T4806C9

⼈⺠幣 PCA35 瀚亞亞太高股息基金-⼈⺠幣(月配息)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5 RR5 亞太(不含日本) 股票型 月 TW000T0727F4

⼈⺠幣 PCA34 瀚亞亞太高股息基金-⼈⺠幣 RR5 RR5 亞太(不含日本) 股票型 無 TW000T0727E7

⼈⺠幣 PCA33 瀚亞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B-⼈⺠幣(月配息)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TW000T0737J5

⼈⺠幣 MNU11 宏利亞太入息債券基金-⼈⺠幣避險(月配息)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2 RR2 亞太地區 債券型 月 TW000T2724E2

⼈⺠幣 MNU10 宏利亞太入息債券基金-⼈⺠幣避險 RR2 RR2 亞太地區 債券型 無 TW000T2724D4

⼈⺠幣 MNU08 宏利新興市場高收益債券基金-C⼈⺠幣避險級別(月配息)
(本基金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金之配息來源
可能為本金)＊

RR4 RR4 全球 債券型 月 TW000T2727E5

⼈⺠幣 MNU06 宏利中國高收益債券基金-A⼈⺠幣計價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RR4 RR4 全球 債券型 無 TW000T2729C5

⼈⺠幣 MNU05 宏利中國高收益債券基金-B⼈⺠幣計價(月配息)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RR4 RR4 全球 債券型 月 TW000T2729D3

⼈⺠幣 MG003 兆豐中國A股基金-⼈⺠幣 RR5 RR5 中國 股票型 無 TW000T0119C1

⼈⺠幣 JF104 摩根中國雙息平衡基金(累積型)-⼈⺠幣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RR5 RR4 亞太 平衡型 無 TW000T1150C5

⼈⺠幣 JF094 摩根新興雙利平衡基金-⼈⺠幣(月配息)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

RR5 RR4 新興市場 平衡型 月 TW000T1148D7

⼈⺠幣 JF087 摩根亞洲總合高收益債券基金-⼈⺠幣(月配息)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RR4 RR4 亞太 債券型 月 TW000T1140E2

⼈⺠幣 JF086 摩根泛亞太股票入息基金-⼈⺠幣(月配息)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RR5 RR5 亞太 股票型 月 TW000T1145E1

⼈⺠幣 ING61 野村亞太複合高收益債基金-⼈⺠幣(月配權) (本基金配息來源可能為本金)＊ RR4 RR4 亞洲 債券型 月 000T3256F1TW

⼈⺠幣 ING50 野村動態配置多重資產基金-⼈⺠幣(月配息)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4 RR3 全球 平衡型 月 TW000T3276F9

⼈⺠幣 ING49 野村動態配置多重資產基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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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R4 RR3 全球 平衡型 無 TW000T3276E2

⼈⺠幣 ING42 野村環球高收益債基金-⼈⺠幣 (本基金配息來源可能為本金)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無 TW000T3259E8

⼈⺠幣 ING40 野村亞太複合高收益債基金-⼈⺠幣 (本基金配息來源可能為本金) RR4 RR4 亞太 債券型 無 TW000T3256E4

⼈⺠幣 ING39 野村亞太複合高收益債基金-⼈⺠幣(月配息) (本基金配息來源可能為本金)＊ RR4 RR4 亞洲 債券型 月 TW000T3256F1

⼈⺠幣 ING38 野村環球高收益債基金-⼈⺠幣(月配息) (本基金配息來源可能為本金)＊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TW000T3259F5

⼈⺠幣 HSB16 匯豐中國A股匯聚基金-⼈⺠幣 RR5 RR5 中國 股票型 無 TW000T0453A8

⼈⺠幣 FL048 富蘭克林華美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幣(月配息)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TW000T4512H2

⼈⺠幣 FHW10 復華新興市場高收益債券基金-⼈⺠幣(月配息)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RR4 RR4 新興市場 債券型 月 TW000T2275D7

⼈⺠幣 FCB03 第⼀金中國世紀基金-⼈⺠幣 RR5 RR5 大中華 股票型 無 TW000T0334A0

⼈⺠幣 DS074 安聯收益成⻑多重資產基金B(月配息)-⼈⺠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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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R3 RR3 美國 平衡型 月 TW000T3635D1

⼈⺠幣 DS073 安聯收益成⻑多重資產基金A(累積型)-⼈⺠幣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RR3 RR3 美國 平衡型 無 TW000T3635C3

⼈⺠幣 CPL14 群益華夏盛世基金-⼈⺠幣 RR5 RR5 大中華 股票型 無 TW000T1611C6

⼈⺠幣 CPL11 群益⼯業國入息基金-⼈⺠幣(月配息)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RR3 全球 股票型 月 TW000T1652F3

⼈⺠幣 CA018 國泰中國新時代平衡基金(⼈⺠幣)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RR4 RR4 亞洲 平衡型 無 TW000T3776C5

⼈⺠幣 CA017 國泰中港台基金(⼈⺠幣) RR5 RR5 亞太 股票型 無 TW000T3726C0

⼈⺠幣 CA016 國泰中國新興戰略基金(⼈⺠幣) RR5 RR5 亞太 股票型 無 TW000T3734C4

⼈⺠幣 CA015 國泰中國內需增⻑基金(⼈⺠幣) RR5 RR5 亞太 股票型 無 TW000T3731D8

⼈⺠幣 AIG33 柏瑞特別股息收益基金B(月配息)-⼈⺠幣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3 全球 股票型 月 TW000T2124F2

⼈⺠幣 AIG17 柏瑞新興亞太策略債券基金-⼈⺠幣(月配息)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3 亞太(不含日本) 債券型 月 TW000T2118D9

⼈⺠幣 AIG16 柏瑞新興亞太策略債券基金-⼈⺠幣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RR3 RR3 亞太(不含日本) 債券型 無 TW000T2118C1

⼈⺠幣 AIG15 柏瑞新興市場企業策略債券基金-⼈⺠幣(月配息)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RR3 RR3 新興市場 債券型 月 TW000T2117D1

⼈⺠幣 PIN34 鋒裕匯理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AD(月配息)-⼈⺠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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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R3 RR3 全球 債券型 月 TW000T3522F6



幣別 投資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區域風險等級
資產(撥回)
頻率

資產(撥回)方式 管理費 保管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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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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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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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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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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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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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幣 DMA007 法國巴黎⼈壽澳幣環球穩健投資帳戶(委託富蘭克林華美投信運⽤操作)-月撥現（投資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月 現金收益 - 將資產撥回金額以現金分配 1.15% 0.10%

澳幣 DMA008 法國巴黎⼈壽澳幣環球穩健投資帳戶(委託富蘭克林華美投信運⽤操作)-轉投入（投資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月 非現金收益 - 將資產撥回金額再投入該投資帳戶 1.15%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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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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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臺幣 DMA035 法國巴黎⼈壽新臺幣幸福穩健投資帳戶(委託群益投信運⽤操作)-月撥現（投資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月 現金收益 - 將資產撥回金額以現金分配 1.35% 0.15%

新臺幣 DMA036 法國巴黎⼈壽新臺幣幸福穩健投資帳戶(委託群益投信運⽤操作)-轉投入（投資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月 非現金收益 - 將資產撥回金額再投入該投資帳戶 1.35% 0.15%

新臺幣 DMA037 法國巴黎⼈壽新臺幣幸福成⻑投資帳戶(委託群益投信運⽤操作)-月撥現（投資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4 月 現金收益 - 將資產撥回金額以現金分配 1.35% 0.15%

新臺幣 DMA038 法國巴黎⼈壽新臺幣幸福成⻑投資帳戶(委託群益投信運⽤操作)-轉投入（投資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4 月 非現金收益 - 將資產撥回金額再投入該投資帳戶 1.35% 0.15%

新臺幣 DMA052 法國巴黎⼈壽新臺幣台灣新益投資帳戶(委託復華投信運⽤操作)-月撥現（投資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4 月 現金收益 - 將資產撥回金額以現金分配 最高1.15% 0.04%

新臺幣 DMA053 法國巴黎⼈壽新臺幣台灣新益投資帳戶(委託復華投信運⽤操作)-累積 全球 RR4 無 無 最高1.15% 0.04%

新臺幣 DMA056 法國巴黎⼈壽新臺幣環球新益投資帳戶(委託聯博投信運⽤操作)-月撥現（投資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月 現金收益 - 將資產撥回金額以現金分配 1.15% 0.04%

新臺幣 DMA057 法國巴黎⼈壽新臺幣環球新益投資帳戶(委託聯博投信運⽤操作)-轉投入（投資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月 非現金收益 - 將資產撥回金額再投入該投資帳戶 1.15% 0.04%

美元 DMA064 法國巴黎⼈壽精選收益投資帳戶(委託霸菱投顧運⽤操作) -月撥現（投資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月 現金收益 - 將資產撥回金額以現金分配 最高1.2% 0.10%

美元 DMA065 法國巴黎⼈壽精選收益投資帳戶(委託霸菱投顧運⽤操作) -轉投入（投資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月 非現金收益 - 將資產撥回金額再投入該投資帳戶 最高1.2% 0.10%

美元 DMA066 法國巴黎⼈壽智動因子投資帳戶(委託台新投信運⽤操作)-月撥現（投資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月 現金收益 - 將資產撥回金額以現金分配 1.50% 0.10%

美元 DMA067 法國巴黎⼈壽智動因子投資帳戶(委託台新投信運⽤操作)-累積 全球 RR3 無 無 1.50% 0.10%

美元 DMA068 法國巴黎⼈壽豐收富利投資帳戶(委託摩根投信運⽤操作)-月撥現（投資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月 現金收益 - 將資產撥回金額以現金分配 1.35% 0.15%

美元 DMA069 法國巴黎⼈壽豐收富利投資帳戶(委託摩根投信運⽤操作)-轉投入（投資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月 非現金收益 - 將資產撥回金額再投入該投資帳戶 1.35% 0.15%

美元 DMA071 法國巴黎⼈壽環球得利投資帳戶(委託貝萊德投信運⽤操作)-月撥現（投資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月 現金收益 - 將資產撥回金額以現金分配 1.70% 0.10%

美元 DMA072 法國巴黎⼈壽環球得利投資帳戶(委託貝萊德投信運⽤操作)-轉投入（投資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月 非現金收益 - 將資產撥回金額再投入該投資帳戶 1.70% 0.10%

美元 DMA073 法國巴黎⼈壽特別優利投資帳戶(委託柏瑞投信運⽤操作)-月撥現（投資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月 現金收益 - 將資產撥回金額以現金分配 1.15% 0.10%

美元 DMA074 法國巴黎⼈壽特別優利投資帳戶(委託柏瑞投信運⽤操作)-轉投入（投資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月 非現金收益 - 將資產撥回金額再投入該投資帳戶 1.15% 0.10%

美元 DMA077 法國巴黎⼈壽美歐價值投資帳戶(委託台新投信運⽤操作)-月撥現（投資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月 現金收益 - 將資產撥回金額以現金分配 1.50% 0.10%

美元 DMA078 法國巴黎⼈壽美歐價值投資帳戶(委託台新投信運⽤操作)-累積 全球 RR3 無 無 1.50% 0.10%

美元 DMA079 法國巴黎⼈壽P85安全網投資帳戶(委託台新投信運⽤操作)-累積 全球 RR3 無 無 1.70% 0.10%

美元 DMA085 法國巴黎⼈壽永續佳利投資帳戶(委託霸菱投顧運⽤操作)-月撥現（投資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月 現金收益 - 將資產撥回金額以現金分配 最高1.7% 0.10%

美元 DMA086 法國巴黎⼈壽永續佳利投資帳戶(委託霸菱投顧運⽤操作)-轉投入（投資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月 非現金收益 - 將資產撥回金額再投入該投資帳戶 最高1.7% 0.10%

美元 DMA087 法國巴黎⼈壽豐收富利2主題趨勢ESG投資帳戶(委託安聯投信運⽤操作)-月撥現（投資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月 現金收益 - 將資產撥回金額以現金分配 1.35% 0.15%

美元 DMA088 法國巴黎⼈壽豐收富利2主題趨勢ESG投資帳戶(委託安聯投信運⽤操作)-轉投入（投資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月 非現金收益 - 將資產撥回金額再投入該投資帳戶 1.35% 0.15%

美元 DMA091 法國巴黎⼈壽機憩理財投資帳戶(委託永豐投信運⽤操作)-累積 全球 RR3 無 無 1.00% 0.10%

幣別 投資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風險等級

澳幣 AUD01 澳幣貨幣帳戶 RR1

⼈⺠幣 CNY01 ⼈⺠幣貨幣帳戶 RR1

英鎊 GBP01 英鎊貨幣帳戶 RR1

紐幣 NZD01 紐幣貨幣帳戶 RR1

美元 USD01 美元貨幣帳戶 RR1

港幣 HKD01 港幣貨幣帳戶 RR1

日圓 JPY01 日圓貨幣帳戶 RR1

南非幣 ZAR01 南非幣貨幣帳戶 RR1

加幣 CAD01 加幣貨幣帳戶 RR1

歐元 EUR01 歐元貨幣帳戶 RR1

新臺幣 TWD01 新台幣貨幣帳戶 RR1

投資帳戶

貨幣帳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