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類型 幣別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警語 投資地區
玉山風險

報酬等級

法巴風險

報酬等級
標的類型配息頻率 ISIN code

配息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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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3 RR3 股票型 月 LU0965508806

配息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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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4 RR4 股票型 月 LU1543694498

配息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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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3 RR2 債券型 月 TW000T2132Q2

配息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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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3 RR3 平衡型 月 IE00BL3SV261
配息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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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3 RR2 債券型 月 LU0546920728
配息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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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3 RR3 平衡型 月 LU0994946035

配息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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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3 RR3 平衡型 月 LU0815074496

配權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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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3 RR2 債券型 月 LU0345764590

配權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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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3 RR3 平衡型 月 0815074496LU

一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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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4 RR4 股票型 無 LU0069063385

一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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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3 RR3 平衡型 無 IE00BF055V54

一般基金 美元 ING03 NN(L)氣候與環境永續基金 全球 RR4 RR4 股票型 無 LU0121174006

一般基金 美元 ML023 貝萊德環球資產配置基金A2股 全球 RR4 RR3 平衡型 無 LU0072462426

一般基金 美元 ML026 貝萊德永續能源基金A2股 全球 RR4 RR4 股票型 無 LU0124384867

一般基金 美元 ML033 貝萊德環球前瞻股票基金A2股 全球 RR4 RR3 股票型 無 LU0011850046

一般基金 美元 PIN10 鋒裕匯理基金環球生態ESG股票 A 美元 全球 RR4 RR4 股票型 無 LU1883319045

一般基金 美元 PIT03 百達-林木資源-R美元 全球 RR4 RR4 股票型 無 LU0340558583

一般基金 美元 PIT05 百達-環保能源-R(累積)-美元 全球 RR4 RR4 股票型 無 LU0280431049

一般基金 美元 PV041 法巴水資源基金 C (美元) 全球 RR4 RR4 股票型 無 LU1620156130

一般基金 美元 SD027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氣候變化策略基金A1股-累積 全球 RR4 RR3 股票型 無 LU0302446215

共同基金

法巴人壽「幸福豐收」標的一覽表



投資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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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MA033
法國巴黎人壽幸福平衡投資帳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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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MA034
法國巴黎人壽幸福平衡投資帳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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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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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MA038
法國巴黎人壽新臺幣幸福成長投資帳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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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MA037
法國巴黎人壽新臺幣幸福成長投資帳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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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貨幣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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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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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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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