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內基金

1 002022 聯博歐洲多重資產基金-A2累積型(本基金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新臺幣 多重資產型

2 029014
宏利新興市場高收益債券基金-A不配息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新臺幣 高收益債券型

3 8D03
野村環球高收益債基金(人民幣)-累積型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人民幣 高收益債券型

4 8D10 野村動態配置多重資產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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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元 多重資產型

5 8D11 野村動態配置多重資產基金-美元月配型(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本金) 美元 多重資產型

6 8D15 野村亞太新興債券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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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7 8D16
野村亞太新興債券基金-美元月配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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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元 債券型

8 8D17 野村亞太新興債券基金-人民幣累積型(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人民幣 債券型

9 8D18
野村亞太新興債券基金-人民幣月配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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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 債券型

10 8D19 野村亞太收益多重資產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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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重資產型

11 8D23 野村中國境內新興債券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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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12 8D24 野村中國境內新興債券基金-人民幣累積型(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人民幣 債券型

13 8E35 富蘭克林華美目標2027組合基金-美元 美元 組合型

14 8E36 富蘭克林華美目標2037組合基金-美元 美元 組合型

15 8E37 富蘭克林華美目標2047組合基金-美元 美元 組合型

16 8G41
群益全球優先順位高收益債券基金-A類型累積型(人民幣)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持有非投資等級高風險債券基金)
人民幣 股票型

17 8G43
群益全球優先順位高收益債券基金-NA類型累積型(美元)-後收型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持有非投資等級高風險債券基金)
美元 股票型

18 8G44
群益全球優先順位高收益債券基金-NB類型月配型(美元)-後收型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持有非投資等級高風險債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元 股票型

19 8H02
匯豐中國高收益債券基金-美元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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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元 高收益債券型

20 8H07
滙豐中國多元資產入息平衡基金-人民幣不配息型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人民幣 平衡型

21 8I15
柏瑞多重資產特別收益基金-A類型人民幣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
人民幣 多重資產型

22 8I22
柏瑞中國平衡基金N類型（月配息）人民幣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後收型
人民幣 平衡型

23 8M03 景順人民幣新興亞太入息基金-人民幣累(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人民幣 債券型

24 8N04 瀚亞亞太高股息基金-美元B配息（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元 股票型

25 8N20
瀚亞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澳幣B類型(配息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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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幣 高收益債券型

26 8N22
瀚亞策略印度傘型基金之印度策略收益平衡基金-B類型人民幣(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

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人民幣 平衡型

27 8R09
元大新興印尼機會債券基金-人民幣月配息型(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人民幣 債券型

28 8T10 台新智慧生活基金(美元) 美元 海外股票型

29 8U05 保德信策略成長ETF組合基金(美元) 美元 組合型

30 8U06 保德信策略報酬ETF組合基金(美元) 美元 組合型

31 8V05 富達新興市場潛力企業債券基金-A類型累積型美元(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美元 債券型

32 8V06
富達新興市場潛力企業債券基金-A類型月配息型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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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元 債券型

33 8V07 富達新興市場潛力企業債券基金-A類型累積型人民幣(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人民幣 債券型

34 9B02
路博邁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T月配型澳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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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幣 高收益債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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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基金

35 0E45 路博邁NB美國房地產基金-C2累積(澳幣)-後收型 澳幣 股票型

36 0H29 PIMCO歐元債券基金-E(累積股份/2) 歐元 債券型

37 1094 景順泛歐洲股票收益基金-A穩定月配息(澳幣對沖)股澳幣(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澳幣 股票型

38 1150 安聯美國多元投資風格股票基金-AT累積類股歐元 歐元 股票型

39 1693 聯博歐洲股票基金AD月配(歐元)(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歐元 股票型

40 2012
駿利亨德森資產管理基金 - 駿利亨德森靈活入息基金A3月配美元-受益權分配(本基金某些股份類別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元 債券型

41 2042
駿利亨德森資產管理基金 - 駿利亨德森平衡基金A5月配澳幣避險-現金分配(本基金某些股份類別之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
澳幣 平衡型

42 2423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歐元短期債券(歐元)A1累積 歐元 債券型

43 2494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環球股息基金(歐元避險)A累積 歐元 股票型

44 2553 晉達環球策略基金-晉達環球股票入息基金C收益3股份(美元避險)(月配)(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元 股票型

45 2635 安本標準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債券基金A累積(美元) 美元 債券型

46 30A7 貝萊德環球動力股票基金(歐元) 歐元 股票型

47 3221 瀚亞投資-亞太基礎建設股票基金 美元 股票型

48 3243 瀚亞投資-全球新興市場債券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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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元 債券型

49 3811 利安資金日本基金(星幣) 星幣 股票型

50 4217 歐義銳榮新興市場債劵基金 R(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歐元 債券型

51 4538 鋒裕匯理基金新興歐洲及地中海股票 T 歐元-後收型 歐元 股票型

52 45A6 鋒裕匯理基金美元短期債券 A2 歐元 歐元 股票型

53 4911 DWS投資可轉債基金(歐元)(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歐元 債券型

54 4912 DWS投資亞洲首選基金(美元) 美元 股票型

55 4920 DWS投資全球高股息基金(歐元累積) 歐元 股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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