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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人壽人民幣計價優越變額年金保險 

保險商品說明書 

 
商品文號及日期： 102.02.06 富壽商精字第 1020000292 號函備查 

111.07.01 富壽商精字第 1110002769 號函備查 

 

富邦人壽外幣保險單借款約定批註條款 
商品文號及日期：104.08.04 富壽商精字第 1040001985 號函備查 

 

※本保險為不分紅保單，不參加紅利分配，並無紅利給付項目。 

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發行時間：民國 111 年 07 月 

本公司資訊公開說明文件放置網址 http://www.fubon.com，歡迎上網查詢 

                                                                                    

     
                                  111 年 07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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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本投資型保險商品經102.02.06富壽商精字第1020000292號函備查出單銷售，

惟不表示要保人即無投資風險。 
 本商品所連結之一切投資標的，其發行或管理機構以往之投資績效不保證未來

之投資收益，除保險契約另有約定外，本公司不負投資盈虧之責，要保人投保
前應詳閱本說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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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實質課稅原則相關
規定辦理。相關實務案例請至富邦人壽官網詳閱。 

 稅法相關規定之改變可能會影響本保險之投資報酬及給付金額，未來稅法規
定如有修正，本公司不負通知義務，請逕洽台端之會計或稅務顧問依稅法有關
規定辦理。 

 本商品保險保障部分受「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金」之「人身保險安定基金專戶」
保障，但投資型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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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商品經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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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本說明書之內容如有虛偽、隱匿或不實，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與其他在說明書
上簽章者依法負責。 

 本商品連結之投資標的皆無保本、提供定期或到期投資收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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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商品之保險契約由富邦人壽承保發單，招攬人員若為保險經紀人(或代理人)
所屬業務員仍應遵循保險業務員管理規則及相關業務招攬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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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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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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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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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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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險費繳納採約定定期繳費： 
1.這是一項長期投保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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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只有在您確定可進行長期投保，您才適合選擇本計畫。 
3.您必須先謹慎考慮未來其他一切費用負擔後，再決定您可以繳付之保險費
額度。 

 保險費繳納採彈性繳費：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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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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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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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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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險商品說明： 
本保險為一變額年金保險，可兼顧退休規劃以及投資理財，在年金累積期間可採分期繳或

彈性繳方式繳交保險費，以增加投資金額。本商品將提供多檔國外精選基金、指數股票型

基金、全權委託投資帳戶及貨幣帳戶作為投資標的，供保戶配置保險費，以累積保單帳戶

價值，實際投資標的請詳本說明書第四點『投資標的簡介』。 

二、保險計畫之說明： 
1.投資標的之簡介：請詳本說明書第四點『投資標的簡介』。 

2.投資標的選擇標準及選定的理由： 

◎篩選範圍：(1)經核准在台販售之國外共同基金。 

(2)國外證券交易市場交易之指數股票型基金。 

(3)經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主管機關核准之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及信託業所經營管理之全權委託投資帳戶。 

◎篩選條件：(1)共同基金與指數股票型基金依基金類型、績效、標準差、規模進行評

比。 

(2)全權委託投資帳戶依管理機構資格與投資策略進行評比。 

◎篩選原則：(1)共同基金與指數股票型基金主要依其類型、績效、標準差、規模等規

則，作為選定標的之參考依據。 

(2)全權委託投資帳戶管理機構應符合相關法令規範，並以誠信原則專業

經營，其投資策略應以確保受託資產安全、追求長期資本利得、維持

收益安定為目標。 

3.保險費的交付原則、限制及不交付之效果： 

◎所繳保費原則及限制： 

(1)每次繳交之保費不得低於 500 人民幣，亦不得高於 500 萬人民幣。選擇月繳者，

首次繳費不得低於 1000 人民幣。 

(2)同一被保險人累計所繳保費不得超過 1,200 萬人民幣。 
◎保險費未交付之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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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月保單管理費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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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催告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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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保險給付項目： 

◎年金給付的開始及給付期間：（保險單條款第二十條） 

要保人投保時可選擇第六保單週年日屆滿後之一特定日做為年金給付開始日，但不

得超過被保險人保險年齡達八十一歲之保單週年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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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金給付金額係根據保險單條款第二十一條約定辦理。 

前項試算之年金給付內容應包含： 

(1)年金給付開始日。 

(2)預定利率。 

(3)年金生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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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保證期間。 

(5)給付方式。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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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滿一百一十歲為止。但於保證期間內不在此限。 

一次年金的給付約定如下： 

(1)被保險人於年金給付開始日當日零時生存者，本公司依保險單條款第二十一條第

一項計算之金額給付一次年金金額予被保險人後，本契約即行終止。 

(2)被保險人於年金給付開始日當日零時生存，但於本公司給付一次年金前身故者，

本公司依保險單條款第二十八條第三項約定處理。 

分期年金的給付約定如下： 

(1)被保險人於年金給付開始日及其後每一年金給付日當日零時生存者，本公司應給

付分期年金金額予被保險人，直至被保險人保險年齡屆滿一百一十歲為止。 

(2)被保險人於年金給付開始日或之後身故者，本契約即行終止。 

(3)被保險人於保證期間內身故者，本公司依保險單條款第二十八條第四項約定處理。 
◎被保險人身故的通知與返還保單帳戶價值：（保險單條款第二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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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以收齊保險單條款第三十條約

定申請文件之日為基準日，依保險單條款附表三「評價時點一覽表」贖回評價時點所

約定淨值資產評價日之投資標的單位淨值計算保單帳戶價值並返還予要保人，本契約

效力即行終止。 

被保險人於年金給付開始日或之後身故，而本公司尚未給付一次年金者，其年金金額

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 

被保險人之身故若發生於年金給付開始日或之後者，如仍有保險單條款第二條第四款

所約定未支領之年金餘額，本公司應將其未支領之年金餘額依約定給付予身故受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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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契約撤銷權：（保險單條款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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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第二期以後保險費的交付、寬限期間及契約效力的停止：（保險單條款第七條）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可於年金累積期間內繳納，但每次繳交之金額不得低於

本公司網站公布之規定，且累積繳交保險費不得超過本險報主管機關最高金額。要保人

交付保險費時，應照本契約所載交付方法及日期，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並

由本公司交付開發之憑證。 

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其餘額以「保險費實際入帳日」為基準日，按保險

單條款附表三「評價時點一覽表」買入評價時點所約定淨值資產評價日之投資標的單位

淨值計算，投資於要保人指定之投資標的；但於首次投資配置日前，該第二期以後保險

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依保險單條款第二條第十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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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當月保單管理費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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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催告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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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契約效力的恢復：（保險單條款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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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要保人清償停效前、復效日至次一保單週月日所應繳未繳之保單管理

費，並繳交不定期保險費於扣除保費費用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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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以「保險費實際入帳日」為基準日，

按保險單條款附表三「評價時點一覽表」買入評價時點所約定淨值資產評價日之投資標

的單位淨值計算，投資於要保人指定之投資標的。 

本契約因保險單條款第三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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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保險單條款第三十三條第二項所約定保單帳戶價值不足扣抵保險單借款本

息時，要保人應清償保險單借款本息，但其未償還餘額合計不得逾依保險單條款第三十

三條第一項約定之保險單借款可借金額上限。 

基於保戶服務，本公司於保險契約停止效力後至得申請復效之期限屆滿前三個月，將以

書面、電子郵件、簡訊或其他約定方式擇一通知要保人有行使第一項申請復效之權利，

並載明要保人未於第一項約定期限屆滿前恢復保單效力者，契約效力將自第一項約定期

限屆滿之日翌日上午零時起終止，以提醒要保人注意。 

本公司已依要保人最後留於本公司之前項聯絡資料發出通知，視為已完成前項之通知。 

第一項約定期限屆滿時，本契約效力即行終止。 
8.保單帳戶價值之通知：（保險單條款第六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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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期初及期末計算基準日。 

(2)投資組合現況。 

(3)期初單位數及單位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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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期單位數異動情形（含異動日期及異動當時之單位淨值）。 

(5)期末單位數及單位淨值。 

(6)本期收受之保險費金額。 

(7)本期已扣除之各項費用明細（包括保費費用、保單管理費）。 

(8)期末之解約金金額。 

(9)期末之保險單借款本息。 

(10)本期收益分配情形。 

（ 若 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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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bon.com )申請登錄成為會員，我們立即為您提供更周詳的服務。） 
9.保險單借款及契約效力的停止：(富邦人壽外幣保險單借款約定批註條款(下稱批註條款 

)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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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帳戶價值之一定百分比，其比率請詳批註條款附表二。當日保單帳戶價值係指本公司

收到借款書面通知當日獲致最新之投資標的單位淨值及匯率所計算之數額。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契約保單帳戶價值之 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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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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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內償還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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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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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未依前項約定為通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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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單借款利率之決定方式，請至富邦人壽官網查詢。查詢路徑：【富邦人壽官網】【公

開揭露事項】【保險商品】點選【保單借款條文及借款利率之決定方式】。 
10.投資標的及配置比例約定：（保險單條款第十三條） 

要保人應於投保時，於要保書中指定其選擇之投資標的及其分配之比例，指定之配置

比例須為百分之五以上的整數且總和應等於百分之一百。 

要保人於本契約年金累積期間內，得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經本公司同意後變更投資

標的及所設定之投資配置比例，變更之配置比例須為百分之五以上的整數且總和應等

於百分之一百。 

因發生保險單條款第二十二條第三項及第四項情事而無法繼續投資之比例，於變更投

資配置時，該次變更受影響之投資標的，不受前項須為百分之五以上比例的限制。但

變更後各投資標的之配置百分比例仍須為整數且總和應等於百分之一百。 
11.投資標的轉換：（保險單條款第十五條）      

本契約有效之年金累積期間內，要保人得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申請將投資於投資標

的之保單帳戶價值，轉換至其他可供保險費配置之投資標的。 

要保人申請轉換時，應在申請書(或電子申請文件)中載明申請轉換之投資標的、轉換

單位數或比例及轉換後之投資標的及其比例。本公司應以收到書面申請(或電子申請文

件)之日為基準日，依保險單條款附表三「評價時點一覽表」之轉換評價時點的轉出評

價時點淨值資產評價日之投資標的單位淨值，自保單帳戶中扣除減少之單位數，並以

該資產評價日投資標的單位淨值為基準，計算轉移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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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項計算得轉移金額後，本公司將先扣除轉換投資標的之作業費，再就扣除後之餘

額依保險單條款附表三「評價時點一覽表」之轉換評價時點的轉入評價時點淨值資產

評價日之投資標的單位淨值，計算轉換後的投資標的之投資單位數。 

前項轉換投資標的之作業費如保險單條款附表一「本公司收取之相關費用一覽表」。 
12.首次投資配置金額：（保險單條款第二條第十六款）   

係指依下列順序計算之金額： 

(1)要保人訂約時所交付之第一筆本公司實際收到之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的餘額； 

(2)加上要保人於首次投資配置日之前，再繳交之本公司實際收到的保險費扣除保費費

用後的餘額； 

(3)扣除首次投資配置金額投入前本契約應扣除之每月保單管理費扣除額（優先自第一

目之金額中扣除，如有不足再自第二目之金額中按本公司收到之順序依序扣除）； 

(4)將前三目之每日淨額，依保單生效日當月保管銀行之月初第一營業日牌告外幣活期

存款年利率，以日單利加計利息至首次投資配置日前一日止。 
13.解約費用：（保險單條款第二條第八款） 

係指本公司依本契約保險單條款第二十七條約定於要保人終止契約時，自給付金額中

所收取之費用。其金額按保險單條款附表一「本公司收取之相關費用一覽表」所載之

方式計算。 
14.部分提領費用：（保險單條款第二條第九款） 

係指本公司依本契約保險單條款第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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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金額按保險單條款附表一「本公司收取之相關費用一覽

表」所載之方式計算。 
15.不分紅保單：(保險單條款第二十四條) 

本保險為不分紅保單，不參加紅利分配，並無紅利給付項目。 
16.保單帳戶價值的部分提領：(保險單條款第十四條及批註條款第四條) 

年金給付開始日前，要保人得以書面申請部分提領本契約保單帳戶價值。但每次部分

提領之保單帳戶價值不得低於貳仟人民幣，且部分提領後之保單帳戶價值不得低於貳

仟人民幣。 

要保人申請部分提領時，應在申請書中載明部分提領何種投資標的，及欲部分提領之

比例或單位數。本公司以收到申請書之日為基準日，依保險單條款附表三「評價時點

一覽表」贖回評價時點所約定淨值資產評價日之投資標的單位淨值，自本契約保單帳

戶中扣除部分提領之單位數，並以該資產評價日投資標的單位淨值為基準，計算剩餘

之投資單位及保單帳戶價值。 

本公司應於收到要保人書面申請後之一個月內，將部分提領之保單帳戶價值扣除部分

提領費用及部分提領之作業費後，其餘額給付予要保人。逾期本公司應加計利息給付

，其利息按年利率一分計算。 

前項部分提領費用及部分提領之作業費如保險單條款附表一「本公司收取之相關費用

一覽表」。 

要保人申請部分提領時，若有保險單借款本息尚未償還，且未償還本金金額對應剩餘

保單帳戶價值之比率，已逾批註條款第四條第一項所定範圍者，本公司將再依序扣除

保險單借款利息及本金至符合前述所定範圍後，就餘額給付要保人。 

17.契約的終止及其限制：(保險單條款第二十七條) 

要保人得於年金給付開始日前終止本契約，本公司應於接到通知後一個月內將保單帳

戶價值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及解約費用後返還予要保人，逾期本公司應按年利一分加

計利息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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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解約費用如保險單條款附表一「本公司收取之相關費用一覽表」。 

第一項保單帳戶價值，依保險單條款第二條第六款約定計算。自首次投資配置日起，

本公司以接到書面通知之日為基準日，依保險單條款附表三「評價時點一覽表」贖回

評價時點所約定淨值資產評價日之投資標的單位淨值計算。 

本契約的終止自本公司收到要保人書面通知開始生效。 
年金給付期間，要保人不得終止本契約。 

18.除外責任及不保事項：無。 

19.範例說明： 

陳先生 35 歲，每年繳交保費人民幣 30,000 元，持續繳費至年滿 44 歲。在扣除保費

費用及保單管理費後，剩餘之金額進入分離帳戶進行投資。假設現在投資報酬率為+5%，

+2%，0%或-5%，其年度末保單帳戶價值及年度末解約金如下表(假設未辦理保險單借款

與保單帳戶價值的部分提領，並假設投資標的之收益分配為人民幣 0 元的情況下試

算)。 

保單 

年度 

保險

年齡 

保費費用 

及保單管

理費 

每年投資年報酬率+5% 每年投資年報酬率+2% 每年投資年報酬率 0% 每年投資年報酬率-5% 

保單帳戶價

值 
解約金 

保單帳戶價

值 
解約金 

保單帳戶價

值 
解約金 

保單帳戶價

值 
解約金 

1 35 1,140.00 30,308.55 30,308.55 29,439.41 29,439.41 28,860.00 28,860.00 27,411.55 27,411.55 

2 36 1,140.00 62,132.52 62,132.52 59,467.60 59,467.60 57,720.00 57,720.00 53,452.52 53,452.52 

3 37 1,140.00 95,547.70 95,547.70 90,096.36 90,096.36 86,580.00 86,580.00 78,191.45 78,191.45 

4 38 1,140.00 130,633.63 130,633.63 121,337.70 121,337.70 115,440.00 115,440.00 101,693.43 101,693.43 

5 39 1,140.00 167,473.86 167,473.86 153,203.86 153,203.86 144,300.00 144,300.00 124,020.31 124,020.31 

6 40 1,140.00 206,156.10 206,156.10 185,707.35 185,707.35 173,160.00 173,160.00 145,230.84 145,230.84 

7 41 1,140.00 246,772.46 246,772.46 218,860.90 218,860.90 202,020.00 202,020.00 165,380.85 165,380.85 

8 42 1,140.00 289,419.63 289,419.63 252,677.53 252,677.53 230,880.00 230,880.00 184,523.36 184,523.36 

9 43 1,140.00 334,199.16 334,199.16 287,170.48 287,170.48 259,740.00 259,740.00 202,708.74 202,708.74 

10 44 1,140.00 381,217.67 381,217.67 322,353.30 322,353.30 288,600.00 288,600.00 219,984.86 219,984.86 

 

說明： 

 上述保單帳戶價值之計算已扣除保費費用及每月保單管理費。本險無收取解

約費用，上表試算數值亦未考慮解約費用。 

 上述相關費用請詳見三、費用表。 

 稅法相關規定之改變可能會影響本險之投資報酬及給付金額。 

 此保單帳戶價值明細表所列舉的保單帳戶價值及解約金僅供參考，不代表

未來能獲得以上之回報，而實際之投資報酬率則可能較高或較低。 

 若保單帳戶價值不足以支付保單管理費等相關費用，則此保單將進入停效。

建議可繳足保費來提高保單帳戶價值，以避免保單停效權益受損。 

 以上數據僅供參考使用，金額請以公司實際數字為準。 

 

年金領取範例說明 

陳先生現年 35 歲，45 歲之保單週年日開始領取年金，當時累計保單帳戶價值為約人

民幣 381,217.67 元，給付方式可選擇以下之其中一種： 

 若選擇一次年金：陳先生可領取年金金額為約人民幣 381,217.67 元。 

 若選擇分期年金：以保證期間 15 年為例，陳先生每年可領取年金約如下表，若

陳先生在保證期間內身故，本公司繼續給付至保證期間屆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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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年齡 年金宣告利率 預定利率 調整係數 年金金額 

45 1.55% 1.5% 第一年無需調整 12,059.2 

46 1.60% 1.5% 1.00049 12,065.14 

47 1.65% 1.5% 1.00098 12,077.03 

．．． ．．． ．．． ．．． ．．． 

 

計算說明 

 假設年金現值因子約 31.6122，預定利率 1.5%，年金宣告利率每年約如上述

波動 

 年金現值因子係依預定利率、年金生命表、選擇的年金給付方式計算而得。 

 首年度年金金額＝保單帳戶價值／年金現值因子 

＝381,217.67/31.6122=約 12059.2 (人民幣) 

 第二年度年金金額＝前一年度年金金額 X 調整係數 

＝12059.2x (1+1.55%)/(1+1.5%) 

＝約 12065.14 (人民幣) 

 第三年度年金金額＝前一年度年金金額 X 調整係數 

＝12065.14x (1+1.60%)/(1+1.5%) 

＝約 12077.03(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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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費用表 
費  用  項  目 收費標準及費用 

一、保費費用 
2,100,000 (不含)人民幣以內：保險費的 3% 
2,100,000 人民幣~未滿 4,200,000 人民幣：保險費的 2.5% 
4,200,000 (含)人民幣以上：保險費的 2% 

二、保單管理費 
係為維持本契約管理所產生、並由本公司自保單帳戶中扣除
之費用，此費用為每月貳拾人民幣。 

三、投資相關
費用 

1.申購手續費 

開放型基金：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指數股票型基金：由投資機構收取，請詳保險單條款附表二
「投資機構收取之相關費用收取表」。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經理費 

已反應於投資標的淨值中 
受委託管理之投信業者如有將類全委帳戶資產投資於該投信
業者經理之基金時，則該部分帳戶資產之經理費不得計入年度
委託報酬。 

3.保管費 已反應於投資標的淨值中 

4.贖回費用 

開放型基金：本公司未另外收取，但若投資標的另有規定，
且已反映於贖回時之單位淨值者，不在此限。 
指數股票型基金：由投資機構收取，請詳保險單條款附表二
「投資機構收取之相關費用收取表」。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5.轉換投資標
的之作業費 

要保人申請轉換投資標的時，就每一次之轉換，本公司得分
別收取壹佰人民幣作業費。但同一保單年度內申請轉換投資
標的累計未超過六次者，就所為之轉換，本公司不收取前述
之作業費(註)。 

6.部分提領之
作業費 

要保人申請部分提領時，就每一次申請，本公司得分別收取
貳佰人民幣作業費。但同一保單年度內申請部分提領累計未
超過四次者，本公司不收取前述之作業費。 

7.帳戶管理費 
開放型基金：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指數股票型基金：國外指數股票型基金每月收取 0.1%。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8.其他費用 無 
四、解約及部

分提領費
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部分提領費

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五、其他費用（詳列費用項
目） 

無 

註：全權委託投資帳戶投資標的提解的運作不計入轉換次數。 

＊ 投資相關費用若交易機構或該指數股票型基金所在地之法規調整或變更應收取之相關費用

致超過費用表所載比例時，本公司得依其變動幅度調整之。 

費用改變之通知期限將於三個月前公布於公司網站。但若屬對保戶有利之費用調降，則不在

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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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標的經理費及保管費反映於淨值之計算方式與收取方式，範例說明如下: 

假設保戶投資配置之淨保險費本息總和為人民幣 100,000 元，並選擇富邦中國債券傘型證券投

資信託基金之富邦中國優質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A 類型(人民幣)(基金之配息來源可能為本

金)及宏利中國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A 類型(人民幣)，各配置 50%，且為簡化說

明，假設保戶所持有該二檔投資標的用以計算費用之價值皆未變動。 

假設投資標的富邦中國債券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金之富邦中國優質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A

類型(人民幣)(基金之配息來源可能為本金)及宏利中國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A

類型(人民幣)之經理費及保管費費用率分別如下： 

投資標的 經理費費率（每年) 保管費費率（每年) 
富邦中國債券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金之富邦中國優質債券證券投資信
託基金-A 類型(人民幣)(基金之配息
來源可能為本金) 

1% 0.25% 

宏利中國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
信託基金-A 類型(人民幣) 

1.25% 0.25% 

則保戶投資於富邦中國債券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金之富邦中國優質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A

類型(人民幣)(基金之配息來源可能為本金)及宏利中國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A

類型(人民幣)每年最高應負擔之經理費及保管費如下: 

1.富邦中國債券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金之富邦中國優質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A 類型(人民

幣)(基金之配息來源可能為本金)： 

50,000*(1%+0.25%) = 人民幣 625 元。 

2.宏利中國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A 類型(人民幣)：50,000*(1.25%+0.25%) = 人

民幣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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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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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富邦人壽人民幣計價優越變額年金保險提供連結之基金及全權委託投資業
務事業代為運用與管理專設帳簿資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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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事業代為運用與管理專設帳簿資產

淨值，亦不會額外增加要保人實際支付之費用 

投資機構支付 

編號 投資機構 
通路服務費註1 

分成 

1 野村投信 不多於 1% 

2 宏利投信 不多於 1% 

3 施羅德投信 不多於 1% 

4 富邦投信 不多於 1% 

5 華夏基金(香港) 不多於 1% 

6 南方東英資產管理 不多於 1% 

7 易方達資產管理 不多於 1% 

8 嘉實國際資產管理 不多於 1% 

註 1:本商品皆無自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事業代為運用與管理專設帳簿資產收取通路服務費分成。 

註 2:未來本商品如有連結之投資標的變動或相關通路報酬變動時，請至富邦人壽官網「投資型

保險專區/基金通路報酬揭露專區」(網址: https://invest.fubonlife.com.tw)查詢最新

內容。  

 

範例說明： 

本公司自富邦投信收取不多於 1%之通路服務費分成，故 台端購買本公司富邦人壽人民幣計價

優越變額年金保險，其中每投資 1,000 元於富邦投信所代理之基金，本公司每年收取之通路報

酬如下： 

1.由 台端額外所支付之費用：0元 

2.由富邦投信支付：台端持有基金期間之通路服務費分成:不多於 10 元(1,000*1%=10 元)。(相

關費用係均由投資機構原本收取之經理費、管理費、分銷費等相關費用中提撥部分予保險公

司，故不論是否收取以上費用，均不影響基金淨值。) 

 

本公司辦理投資型保單業務，因該類保險商品提供基金或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事業代為運用與管

理專設帳簿資產作為連結，故各投資機構支付通路報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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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投資機構所應支出之客戶服務及行政成本。惟因各基金或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事業代為運用與

管理專設帳簿資產性質不同且各投資機構之行銷策略不同，致本公司提供不同基金或全權委託

投資業務事業代為運用與管理專設帳簿資產供該投資型保單連結時，自各投資機構收取通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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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事業代為運

用與管理專設帳簿資產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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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投資標的簡介 (欲查詢最新資料，請參閱本公司網站 http://www.fubon.com) 
本公司為您精選的基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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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指定之配置比例須為百分之五以上的整數且總和應等於百分之一百。 

 

(一)、投資標的說明一【國內外基金及貨幣帳戶】 

基金 

投資標的 
投資地區 

地理分佈 
基金規模 

投資績效（%） 

風險係數 

(年化標準差, 

%） 計價 

幣別 
型

態 

種

類 

一年 

(或成立

至今) 

二年 三年 一年 二年 三年 

開

放

型 

債

券

型 

宏利中國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

信託基金-A類型(人民幣) 

投資海外 

國外 

1,320.4 百萬

新臺幣 
-6.4  -0.6  12.7  6.3 10.9 9.2 

人民

幣 

施羅德中國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

資信託基金(人民幣)-累積型(基金

之配息來源可能為本金) 

投資海外 

國內外 

853.4 百萬新

臺幣 
-6.8  -6.2  -0.2  5.4 6.9 5.8 

人民

幣 

富邦中國債券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金之富邦中國優質債券證券投資信

託基金-A 類型(人民幣)(基金之配

息來源可能為本金) 

投資海外 

中華民國

境內境外 

248.7 百萬新

臺幣 
-1.4  1.0  7.7  1.5 3.8 3.4 

人民

幣 

富邦中國債券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金之富邦中國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

投資信託基金-A 類型(人民幣)(基

金之配息來源可能為本金) 

投資海外 

中華民國

境內境外 

589.3 百萬新

臺幣 
-25.5  -24.7 -18.9 17.4 15.0 12.6 

人民

幣 

野村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

信託基金-累積類型人民幣計價(本

基金配息來源可能為本金) 

投資海外 

全球市場 

1,395.6 百萬

新臺幣 
2.8  6.0  17.9  2.2 10.8 9.1 

人民

幣 

多

重

資

產

型 

富邦中國多重資產型證券投資信託

基金-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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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海外 

投資國

內、外 

369.6 百萬新

臺幣 
-4.1  15.5  44.0  19.4 19.0 16.4 

人民

幣 

貨

幣

市

場

型 

富邦中國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

金-人民幣 

投資海外 

投資國

內、外 

576.6 百萬新

臺幣 
1.9  4.1  6.9  0.0 0.1 0.1 

人民

幣 

指
數
股
票
型
基
金(

開
放
型) 

股

票

型 

CSOP FTSE CHINA A50 ETF(南方富

時中國 A50 ETF) 

投資海外 

中國 

10,382.5 百

萬人民幣 
-10.3  10.8  53.8  18.3 19.2 18.8 

人民

幣 

ChinaAMC CSI 300 Index ETF(華夏

滬深 300 指數 ETF) 

投資海外 

中國 

16,564.9 百

萬人民幣 
-3.8  22.8  66.6  11.8 17.4 17.9 

人民

幣 

Harvest MSCI China A Index ETF 

(嘉實 MSCI 中國 A股指數 ETF) 

投資海外 

中國 

57.4 百萬人

民幣 
-1.1  27.7  73.8  12.7 18.5 18.1 

人民

幣 

E Fund CSI 100 A-Share Index ETF 

(易方達中證 100 A 股指數 ETF) 

投資海外 

中國 

28.2 百萬人

民幣 
-8.1  10.9  47.7  12.4 17.2 17.6 

人民

幣 

債

券

型 

CSOP China 5-Year Treasury Bond 

ETF(南方東英中國五年期國債 ETF) 

投資海外 

中國 

5,092.3 百萬

人民幣 
5.1  8.0  10.7  1.5 2.7 2.7 

人民

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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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金 

投資標的 
投資地區 

地理分佈 
基金規模 

投資績效（%） 

風險係數 

(年化標準差, 

%） 計價 

幣別 
型

態 

種

類 

一年 

(或成立

至今) 

二年 三年 一年 二年 三年 

貨幣 

帳戶 
人民幣貨幣帳戶 - - - - - - - - 

人民

幣 

數據資料來源： 

1.基金： 

宏利、施羅德、富邦、野村資料來源為 Morningstar 

2.指數股票型基金： 

華夏、南方東英、易方達、嘉實資料來源為 Bloomberg 

數據資料日期：2021/12/31 

投資績效及風險係數皆以投資標的幣別計算 

 

 

(二)、投資標的說明二【基金及貨幣帳戶】 

1.宏利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台北市信義區松仁路 97 號 3 樓 A室) 

◎ 宏利中國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A 類型(人民幣) 

投資目標：本基金以投資於香港發行之人民幣計價點心債券為主。 

核准發行總面額：20 億人民幣 

經理人：陳培倫 

學歷：國立台北大學合作經濟學系碩士 

經歷：2008 年加入宏利投信，主要負責中國總體經濟研究及人民幣資產管理，管理宏利中國非投資等級債

券美元計價基金、宏利中國離岸債券基金、宏利東方明珠短期收益美元計價基金等共 3檔基金，為最完整

人民幣債券基金系列產品線的基金經理人。2004 年起服務於金融業至今，國立台北大學合作經濟學系碩

士，在加入宏利投信之前，陳培倫曾服務於華南票券金融股份有限公司，負責公司自有固定收益部位管理，

擁有長達 9年的固定收益投資經驗，包含信用分析研究及投資組合管理。 

投資風險：一、本基金主要投資於中國大陸地區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因債券之信用評等未達投資等

級或未經信用評等，且對利率變動敏感度甚高，故本基金可能會因利率上升、市場流動性下降或債券發行

機構違約不支付本金、利息或破產而蒙受虧損。二、本基金主要風險包括：流動性風險：當債券交易市場

流動性不足，而需賣斷公債或公司債時，將因需求之急迫及買方手之意願，或有以低於成本之價格出售，

致使基金淨值下跌之風險。投資地區政治、社會或經濟變動之風險：本基金所投資地區之政治、社會或經

濟情勢變動，包括海外市場政治、社會之不穩定局勢、台灣與他國間的外交關係、海外各國經濟條件不一

（如通貨膨脹、國民所得水準、國際收支狀況、資源自足性）等，均可能影響本基金所投資地區之有價證

券價格波動，並直接或間接對本基金淨資產價值產生不良影響。產業景氣循環風險：本基金可能投資由機

構所發行之債券，這些機構所處的產業可能出現產業循環週期，該景氣循環之風險無法因分散投資而完全

消除。三、人民幣貨幣風險：人民幣現時不可自由兌換，並受到外匯管制及限制，申購人應依「外匯收支

或交易申報辦法」之規定辦理結匯事宜。此外，本基金在計算非人民幣計價或結算資產的價值及非人民幣

類別的價格時，基金經理將會應用香港的離岸人民幣市場匯率（「CNH 匯率」）。CNH 匯率可以是相對於中

國境內非離岸人民幣市場匯率的一項溢價或折讓及可能有重大買賣差價。因此，基金資產價值將會有所波

動。四、本基金為中國非投資等級債券基金，主要投資風險包括中國市場之政治、社會或經濟的變動風險，

人民幣匯率，匯兌風險以及債券市場流動率不足之風險，爰參酌投信投顧公會「基金風險報酬等級分類標

準」，本基金風險報酬等級屬 RR4*。五、除上述主要風險外，有關本基金之其他投資風險，請一併參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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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金公開說明書。*風險報酬等級為本公司依照投信投顧公會「基金風險報酬等級分類標準」編製，該分類

標準係計算過去 5年基金淨值波動度標準差，以標準差區間予以分類等級，分類為 RR1-RR5 五級，數字越

大代表風險越高。此等級分類係基於一般市場狀況反映市場價格波動風險，無法涵蓋所有風險(如：基金

計價幣別匯率風險、投資標的產業風險、信用風險、利率風險、流動性風險等)，不宜作為投資唯一依據，

投資人仍應注意所投資基金個別的風險。請投資人注意申購基金前應詳閱基金公開說明書，充分評估基金

投資特性與風險，更多基金評估之相關資料(如年化標準差、Alpha、Beta 及 Sharp 值等)可至投信投顧公

會網站之「基金績效及評估指標查詢專區」(https://www.sitca.org.tw/index_pc.aspx)查詢。 

 

2.施羅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地址：台北市信義區信義路五段 108 號 9 樓） 

◎ 施羅德中國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人民幣)-累積型(基金之配息來源可能為本金) 

本基金配息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 

投資目標：主要投資於中國或與中國相關的非投資等級債券，包括(1)由中國大陸地區、香港、澳門之國家

或機構所保證或發行之非投資等級債券；(2)依據 Bloomberg 資訊系統顯示，該非投資等級債券所承擔之

國家風險者(country of risk)為中國大陸地區、香港、澳門；(3)或由中國大陸地區、香港、澳門以外之

國家或機構所保證或發行而於中國大陸地區、香港、澳門發行或交易之非投資等級債券，藉由投資此類有

價證券，掌握中國經濟成長帶來的資產與幣值升值的契機。 

核准發行總面額：新臺幣 150 億元 

經理人：陳彥良 

學歷：台灣大學 國際企業研究所碩士 

經歷： 

施羅德投信 基金管理部協理(2019.12~迄今) 

安聯投信 投資管理部副總裁(2016.07~2019.10) 

元大投信 專戶管理部基金經理(2015.12~2016.06) 

國泰人壽 投資經理人(2006.07~2015.12) 

投資風險：本基金投資於非投資等級債券，此類有價證券較易發生債券發行公司因發生財務危機等因素，

無法依債券發行契約按時支付債券利息或償還本金，致基金產生損失；另外，由於債券市場亦常發生流動

性不足之情形，故而在需求之急迫性及買方接手之意願等因素之下，皆可能影響債券取得成本或出售價格，

致使基金淨值下跌，又本基金主要投資中國大陸地區、香港、澳門地區之有價證券，故而投資本基金亦可

能存在外匯管制及匯率變動風險等及投資地區政治、社會或經濟變動之風險。本基金主要之投資風險包括

債券發行人違約之信用風險、利率變動之風險、流動性風險、外匯管制及匯率變動之風險、投資地區政治、

社會或經濟變動之風險、從事信用衍生性金融商品交易的風險、投資美國 Rule144A 債券風險。有關本基

金運用限制及投資風險之揭露請詳見本基金公開說明書。 

 

3.富邦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地址：台北市 105 敦化南路一段 108 號 8 樓） 

◎ 富邦中國債券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金之富邦中國優質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A 類型(人民幣)(基金之配息

來源可能為本金) 

投資目標：本基金為傘型架構基金，兩檔子基金同時掌握非投資等級債券及投資級債券之中國債券傘型基

金，以期在不同的投資環境中，透過靈活且具彈性的配置方式，嚴控風險同時創造報酬。本基金之中國優

質債券基金(基金之配息來源可能為本金)投資於中國之投資等級債券，此投資等級債券需符合金管會規定

之信用評等機構評定達一定等級以上為限。投資目標主要著眼於長期資本增值以及收入。本基金之 A類型

受益權單位-累積型，不分配收益提供投資人進行資產規劃時，得以進行靈活的選擇。 

核准發行總面額：人民幣 50 億元 

經理人：蔡政賢(學歷：紐約市立大學柏魯克分校 MBA，經歷：富邦投信固定收益投資部資深副理、大華銀

投信基金經理人、凱基投信基金經理人、新光人壽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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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風險：本基金主要投資於中國大陸地區之機構發行或保證之債券相關商品，因此可能有流動性風險、

外匯管制及匯率變動之風險、投資地區政治經濟變動風險。本基金計價幣別包含人民幣計價與美元計價，

投資人以其他非本基金計價幣別之貨幣換匯後投資本基金；或投資後取得之收益分配或買回價金，需自行

承擔換匯時匯率變動之風險。此外，因投資人與銀行進行外匯交易有賣價與買價之差異，投資人進行換匯

時須承擔買賣價差，此價差依各銀行報價而定。本基金可能投資於非基金計價幣別的投資標的，當不同幣

別間之匯率產生較大變化時，將會影響該基金以人民幣或美元計算之淨資產價值；故投資人需額外承擔投

資國家幣別資產換算為人民幣或美元之匯率波動。本基金投資於投資等級債券，雖投資標的之信評均達一

定標準，惟仍須面對利率風險、流動性風險、債券發行人違約風險(本金或利息延遲給付或無法給付)、交

易對手信用風險及其他投資債券固有之風險。本基金得投資非投資等級債券，此類債券較易發生債券發行

公司因發生財務危機等因素，無法依債券發行契約按時支付債券利息或償還本金，致基金產生損失。本基

金適合尋求固定收益之相對保守型投資人，因本基金得投資非投資等級債券，投資人投資本基金不宜占其

投資組合過高之比重。投資於美國 Rule 144A 債券，該債券屬私募性質，較可能發生流動性不足，財務訊

息揭露不完整或因價格不透明導致波動性較大之風險。本基金將適當運用相關風險規避之工具，善盡管理

人之注意義務，唯不表示風險得以完全規避。關於本基金投資之風險請詳閱本基金公開說明書。 

 

◎ 富邦中國債券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金之富邦中國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A 類型(人民幣)(基金

之配息來源可能為本金) 

投資目標：本基金為傘型架構基金，兩檔子基金同時掌握非投資等級債券及投資級債券之中國債券傘型基

金，以期在不同的投資環境中，透過靈活且具彈性的配置方式，嚴控風險同時創造報酬。本基金之中國非

投資等級債券基金(基金之配息來源可能為本金)投資目標主要著眼於收益較高的非投資等級債券，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債券有助本基金追求較非投資等級水平及資本增值，但同時也承受較高之信貸價格波動和流動

性風險影響。本基金之 A 類型受益權單位-累積型，不分配收益，提供投資人進行資產規劃時，得以進行

靈活的選擇。 

核准發行總面額：人民幣 50 億元 

經理人：吳立渝(學歷：政治大學國際經營與貿易研究所碩士，經歷：聯邦投信固收基金經理人、永豐投

信固收基金經理人、宏利投信交易員、國泰人壽投資研究員) 

投資風險：本基金主要投資於中國大陸地區之機構發行或保證之債券相關商品，因此可能有流動性風險、

外匯管制及匯率變動之風險、投資地區政治經濟變動風險。本基金計價幣別包含人民幣計價與美元計價，

投資人以其他非本基金計價幣別之貨幣換匯後投資本基金；或投資後取得之收益分配或買回價金，需自行

承擔換匯時匯率變動之風險。此外，因投資人與銀行進行外匯交易有賣價與買價之差異，投資人進行換匯

時須承擔買賣價差，此價差依各銀行報價而定。本基金可能投資於非基金計價幣別的投資標的，當不同幣

別間之匯率產生較大變化時，將會影響該基金以人民幣或美元計算之淨資產價值；故投資人需額外承擔投

資國家幣別資產換算為人民幣或美元之匯率波動。本基金投資非投資等級債券，此類債券較易發生債券發

行公司因發生財務危機等因素，無法依債券發行契約按時支付債券利息或償還本金，致基金產生損失。投

資於美國 Rule 144A 債券，該債券為直接對合格機構投資者(Qualified Institutional Buyers)私募之

債券，該債券發行人之財務狀況較不透明，且該等證券僅得轉讓予合格機構投資者，故而此類債券易發生

債券發行人違約之信用風險及流動性不足之風險。本基金將適當運用相關風險規避之工具，善盡管理人之

注意義務，唯不表示風險得以完全規避。關於本基金投資之風險請詳閱本基金公開說明書。 

 

◎ 富邦中國多重資產型證券投資信託基金-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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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目標：提供投資人債券、不動產投資信託受益證券、股票兼顧之投資管道；多元布局，尋求長期穩定

之報酬；人民幣國際化，資產配置必備。 

核准發行總面額：新臺幣 200 億元(人民幣計價受益權單位首次淨發行總面額最高新臺幣 75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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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理人：鄭羽庭(學歷：政治大學經濟所碩士，經歷：富邦投信研究員、群益投信研究員、華南永昌投信

研究員) 

投資風險：本基金主要投資於中國相關之債券和不動產投資信託受益證券、股票等商品，主要相關風險有：

類股過度集中之風險、產業景氣循環之風險、流動性風險、投資地區政治、經濟變動之風險、交易對手及

保證機構之信用風險、特定投資策略之風險、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易之風險、匯率風險。由於債券市場較

易發生市場流動性欠缺問題，故而可能發生無法於投資債券市場發生系統風險時，適時的買進或賣出進而

導致實際交易價格可能與標的資產本身產生價差，故有較大的跌價風險。另外本基金投資非投資等級債券，

此類債券較易發生債券發行公司因發生財務危機等因素，無法依債券發行契約按時支付債券利息或償還本

金，致基金產生損失之風險;又本基金可投資美國 144A 債券，該債券屬私募性質，財務訊息揭露不完整

或因價格不透明導致易發生債券發行人違約之信用風險及流動性不足之風險。本基金計價幣別包含新臺

幣、人民幣與美元計價，且本基金可能投資於非基金計價幣別的投資標的，當不同幣別間之匯率產生較大

變化時，將會影響該基金不同計價幣別之淨資產價值，本基金將適當運用相關風險規避之工具，善盡管理

人之注意義務，唯不表示風險得以完全規避。關於本基金及相關滬港通/深港通之投資風險，請詳閱本基

金公開說明書。 

 

◎ 富邦中國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金-人民幣 

投資目標：提供資金調度與停泊之管道：本基金屬貨幣市場型基金，基金資產投資組合之加權平均存續期

間不得大於一百八十日，具較佳流動性，可提供投資人資金調度及停泊的管道。具備大額資金議價優勢：

本基金主要投資於人民幣計價貨幣市場與相關投資工具，具備大額資金之議價優勢，將可協助投資人提高

資金運用效率。 

核准發行總面額：新臺幣 250 億元(人民幣計價受益權單位首次淨發行總面額最高新臺幣 150 億元) 

經理人：楊珮汝(學歷：東吳大學商用數學研究所碩士，經歷：富邦投信固定收益投資部副理、富邦投信

固定收益投資部基金經理人、南山人壽專案副理、台新投信經理) 

投資風險：本基金主要投資於人民幣貨幣市場工具及一年內到期之人民幣計價債券，若利率變動、債券交

易市場流動性不足及定期存單提前解約將有基金淨值下跌風險。由於中國大陸、香港等市場之政經情勢或

法規變動較已開發國家劇烈，外匯的管制也較嚴格，可能對本基金投資標的造成直接或間接之影響。本基

金係以人民幣或新臺幣計價，如投資人以其他非本基金計價幣別之貨幣換匯後投資本基金者，須自行承擔

匯率變動之風險。當計價幣別相對其他貨幣貶值時，將產生匯兌損失。人民幣匯兌仍受管制，大陸地區之

外匯管制及資金調度限制均可能影響本基金之流動性，投資人應審慎評估。另，因投資人與銀行外匯交易

有買價與賣價之差異，投資人進行換匯時將承擔買賣價差，此價差依各銀行報價而定。此外，投資人尚須

承擔匯款費用。有關本基金投資之風險，請詳見本基金公開說明書。 

 

4.野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地址：台北市信義區信義路五段 7號 30 樓） 

◎ 野村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累積類型人民幣計價(本基金配息來源可能為本金) 

本基金配息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 

投資目標：本基金主要投資於全球的非投資等級債券，並涵括全球高收益兩大資產(全球已開發國家及新

興市場)，其餘投資於投資等級債券及貨幣市場工具，其主要投資目標著重在中長期的投資契機，尋求基

金長期穩定的成長，提供投資人參與非投資等級債券市場的獲利機會。 

核准發行總面額：新臺幣貳佰捌拾億元 

經理人：郭臻臻 (美國南加大碩士學位，主修經濟、副修財務；曾任富鼎投信全球固定收益組合基金經理

人，該基金曾在 2010 年與 2011 年連續兩年榮獲傑出基金金鑽獎三年期第一名的肯定。) 

投資風險：本基金主要投資風險，包括：利率風險.流動性風險.國外匯率/貨幣及外匯管制風險.投資地區

政治等風險。本基金動態調整債券部位之加權平均存續期間，預期目標約為 1至 8年。截至 2018 年 9 月

之加權平均存續期間為 3.3 年。(詳細的投資本基金風險說明請參考本基金之公開說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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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南方東英資產管理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香港中環康樂廣場 8號交易廣場二期 2801 - 2803 室) 

◎ CSOP FTSE CHINA A50 ETF (南方富時中國 A50 ETF) 

投資目標：此基金為一支實物 ETF，在提供於扣除費用及開支之前與富時中國 A50 指數表現非常接近之投

資回報。 

核准發行總面額：無上限，但取決於 RQFII 額度 

追蹤標的指數：FTSE CHINA A50 INDEX(富時中國 A50 指數) 

掛牌交易所：香港交易所 

股票交易代號：82822 

經理人：南方東英資産管理有限公司 

南方東英資產管理有限公司（＂南方東英＂）成立於 2008 年，是第一家由中國大陸基金公司在海外成立

的資產管理公司，持香港證監會第 1 類（證券交易），第 4 類（就證券提供意見）及第 9 類（提供資產管

理）受規管活動牌照。南方東英是目前全球最大的 RQFII 基金管理公司，截至 2017 年 6 月 30 日共獲批

461 億元人民幣 RQFII 額度，並管理全球最大的直接投資中國資本市場的 RQFII 股票 ETF 和 RQFII 債券

ETF。 

投資風險：投資涉及風險，包括可能會損失投資本金。投資者應詳細閱讀有關 ETF 的章程及產品概要 (包

括當中所載之產品特色及風險因素)。過往的業績數據並不預示未來的業績表現。基金單位價值可升亦可

跌。投資者不應僅憑本文件做出投資決定。投資者還應注意： 

南方富時中國 A50 ETF（「本基金」） 投資目標為提供緊貼富時中國 A50 指數（「相關指數」）表現的投資

回報（扣除費用及開支前）。相關指數由在上海證券交易所或深圳證券交易所上市、中國總市值最大的 50

家 A 股公司組成。投資者亦有可能損失部分或所有投資本金。 

本基金是其中一支首批直接投資於 A 股市場（本身為被限制進入的市場）並在中國境外發行的人民幣實

物 A股交易所買賣基金。由於本基金僅僅投資於中國市場，故承受新興市場風險 (例如是較高的經濟、

政治、稅務、外匯、規管、波動性及流動性風險)和集中性風險。 

由於本基金資產乃以人民幣計值，故已於港元櫃台買入單位的投資者或須承受貨幣兌換風險。 

投資於本基金會涉及中國稅務法律變動的相關風險。稅項撥備可能過多或不足以應付實際稅項責任。撥

備與實際稅項責任之間的任何不足數額，將從本基金資產中扣除，而這將會對本基金的資產淨值產生不

利影響。 

由於本基金的費用及開支、市場流動性、回報的關聯性不完美以及其他因素，例如於某些例外情況下，

採用具代表性抽樣投資策略及投資集體投資計劃，本基金的回報或會偏離相關指數的回報。 

本基金單位於香港聯交所買賣，價格以二級市場的買賣因素釐定，這有可能導致本基金單位的價格遠遠

偏離基金的資產淨值及基金單位的交易價格將可能較每基金單位資產淨值大幅溢價/折讓。 

基金經理可酌情從資本中作出派息。從資本中作出派息或實際上從資本中作出派息相當於從投資者原本

的投資中或從原本的投資應佔的任何資本收益中收回或提取部分金額。任何涉及從子基金資本中作出派

息或實際上從資本中作出派息的分派均可能令每單位資產淨值即時減少。 

 

◎ CSOP China 5-Year Treasury Bond ETF(南方東英中國五年期國債 ETF) 

投資目標：本基金旨在提供於扣除費用及開支之前與中債五年期國債指數表現非常接近之投資回報。 

核准發行總面額：無上限，但取決於 RQFII 額度 

追蹤標的指數：ChinaBond 5-year Treasury Bond Index (中債 5年期國債指數) 

掛牌交易所：香港交易所 

股票交易代號：83199 

經理人：南方東英資産管理有限公司 

南方東英資產管理有限公司（＂南方東英＂）成立於 2008 年，是第一家由中國大陸基金公司在海外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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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產管理公司，持香港證監會第 1 類（證券交易），第 4 類（就證券提供意見）及第 9 類（提供資產管

理）受規管活動牌照。南方東英是目前全球最大的 RQFII 基金管理公司，截至 2017 年 6 月 30 日共獲批

461 億元人民幣 RQFII 額度，並管理全球最大的直接投資中國資本市場的 RQFII 股票 ETF 和 RQFII 債券

ETF。 

投資風險：投資涉及風險，包括可能會損失投資本金。投資者應詳細閱讀有關 ETF 的章程及產品概要 (包

括當中所載之產品特色及風險因素)。過往的業績數據並不預示未來的業績表現。基金單位價值可升亦可

跌。投資者不應僅憑本文件做出投資決定。投資者還應注意： 

南方東英中國五年期國債(「子基金」) 是一項實物交易所買賣基金。子基金將透過基金經理之人民幣合

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的身份直接投資於中國財政部發行的中國國債（「中國國債」）。 

子基金投資於中國國債子基金, 這是主權債務證券。而有關投資涉及特殊風險。政府償還債務受經濟及

政治因素等多種因素影響。中國政府實體及時償還到期本金及利息的意願或能力可能受下述因素影響，

（其中包括）其現金流動狀況、其外匯儲備規模、於還款到期日可動用外匯是否充足、償債負擔佔整體

經濟的相對比例、中國政府實體針對國際貨幣基金組識的政策及中國政府實體可能須遵守的政治制約。 

子基金的投資集中於中國，相較於採取更多元化策略的基金而言可能較為波動。指數集中於中國國債，

故子基金或會因該等證券的表現受到不利影響，令價格更加波動，並可能較容易受一般影響中國的不利

經濟、市場、政治或監管事件所影響。 

子基金僅持有代表指數投資組合的代表性抽樣證券，可投資於其指數未涵蓋的債券。子基金所投資之指

數成分數目取決於子基金的資金規模。子基金亦可能增持或減持其所持有指數內的中國國債。因此，與

完全複製指數的其他傳統交易所買賣基金比較，子基金可能會產生較大的追蹤誤差，而費用及開支以及

無法重新調整子基金的所持的債券以應對指數的更改等其他因素亦可能產生追蹤誤差。 

基金經理可酌情從資本中或實際上從資本中作出派息。從資本中作出派息或實際上從資本中作出派息相

當於從投資者原本的投資中或從原本的投資應佔的任何資本收益中收回或提取部分金額。這可能令每單

位資產淨值即時減少。 

 

6.華夏基金(香港)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香港花園道 1號中銀大廈 37 樓) 

◎ ChinaAMC CSI 300 Index ETF (華夏滬深 300 指數 ETF) 

投資目標：本基金透過基金經理獲得的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額度，以尋求在扣除費用

及開支前取得與滬深 300 指數價格回報接近的投資回報。本基金是 RQFII 計劃下的實物 A股 ETF。 

核准發行總面額：無上限，但取決於 RQFII 額度 

追蹤標的指數：CSI 300 Index (滬深 300 指數) 

掛牌交易所：香港交易所 

股票交易代號：83188 

經理人：華夏基金（香港）有限公司 

華夏基金（香港）有限公司(「華夏基金（香港）」）爲華夏基金管理有限公司的全資子公司，於 2008 年 9

月在香港註册成立，是首批獲准在港展開資管業務的中資基金公司。華夏基金（香港）也是首批 RQFII 基

金管理人，並於 2015 年取得中國保監會「保險資金境外受托人資格」，成爲首家爲保險機構提供境外投資

管理服務的中資基金公司。2018 年更成為首家通過全球投資業績標準合規鑒證（GIPS）的在港中資基金

管理公司。 

投資風險：投資涉及風險，包括損失本金。過往表現並不代表未來業績。投資華夏滬深 300 指數 ETF(「本

基金」)前，投資者應參閱基金章程，包括細閱風險因素。閣下不應僅依賴本資料作出投資決定。請注意： 

本基金投資目標為提供緊貼滬深 300 指數(「該指數」)表現的投資回報(未計費用及開支)。本基金透過

基金經理的 RQFII 配額和股票市場交易互聯互通機制，投資於中國境內證券市場。 

由於本基金追蹤單一地區(中國)的表現，故面臨集中性風險，其波幅很可能超過地區覆蓋廣泛的基金。 

本基金面臨與 RQFII 制度有關之風險，例如中國經紀或中國託管人執行或結算任何交易或轉讓任何資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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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證券時違約、RQFII 政策及規則可予以修訂，且實施存在不確定性、人民幣資金返程限制，以及基金的

RQFII 額度不足夠。 

本基金面臨與股票市場交易互聯互通機制相關的風險，例如規則及法規可能會有變動、額度限制、股票

市場交易互聯互通機制作交易被暫停。倘基金通過股票市場交易互聯互通機制及時投資於中國 A 股的能

力受不利影響，基金經理僅能依賴 RQFII 投資以達致投資目標。 

投資於中國等新興市場時，因政治、稅務、經濟、外匯、流通性及監管等風險較高，故虧損風險高於投

資於較發達市場。 

由於上交所及深交所開市時，基金的基金單位可能尚未定價，故基金投資組合內的證券價值可能會在投

資者無法買賣基金的基金單位之日發生變動。如上交所與深交所與香港聯交所的交易時段時差和 A 股的

交易限制都可能擴大基金單位價格相對其資產淨值的溢價／折讓水平。 

本基金以人民幣計值。人民幣目前不可自由兌換，並受到外匯管制及約束。基礎貨幣並非人民幣的基金

單位投資者面臨外匯風險。不保證人民幣兌換投資者的基礎貨幣（如港幣）不會貶值。 

本基金並非「主動式管理」，故本基金價值可能隨指數下跌而下跌。基金經理不會於跌市中部署防禦性倉

位，故投資者可能會於指數下跌時損失其大部分或全部投資。 

一般而言，散戶投資者僅可於香港聯交所買賣本基金的基金單位，而基金單位於香港聯交所的交易價格

受市場因素影響，如基金單位的供求情況。因此，基金單位的交易價格可能會較本基金的資產淨值大幅

溢價或折讓。 

 

7.嘉實國際資產管理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香港中環康樂廣場 8號交易廣場 1座 31 層) 

◎ Harvest MSCI China A Index ETF (嘉實 MSCI 中國 A股指數 ETF) 

投資目標：投資目標為提供緊貼 MSCI 中國 A股指數表現的投資回報（未扣除費用及開支）。 

核准發行總面額：無上限，但取決於 RQFII 額度 

追蹤標的指數：MSCI China A Index / MSCI 中國 A股指數 

掛牌交易所：香港交易所 

股票交易代號：83118 

經理人：嘉實國際資產管理有限公司 

嘉實於 2008 年在香港成立，是嘉實基金管理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自 1999 年成立以來，我們的規模發

展迅速，嘉實基金目前僱用超過 1300 名員工的規模，包括全球 280 名專業投資人才。按資產管理規模而

言，我們是中國最大的機構資產管理公司之一，為 5000 萬客戶提供服務。我們於 2012 年開設了紐約子

公司，並於 2015 年在倫敦開設子公司。 

投資風險： 

本產品：嘉實 MSCI 中國 A股指數 ETF（「子基金」）為實物交易所買賣基金，透過基金經理作為人民幣合

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直接投資於中國國內證券巿場。其投資目標為提供緊貼 MSCI 中國 A股指

數（「指數」）表現的投資回報（未扣除費用及開支）。 

RQFII 制度相關：RQFII 政策及規則屬新修訂，執行方面可能存在不確定因素，而有關政策及規則可能產

生變動。中國法律及法規（包括 RQFII 政策及規則）之不確定因素及變動可能對子基金造成不利影響，

有關變動亦可能有潛在追溯效力。 

與滬港通（「滬港通」）相關的風險：自 2015 年 1 月 30 日起，子基金可透過滬港通進行投資。滬港通為

於中國內地與香港股票市場建立的證券交易及結算互聯互通機制。滬港通屬開創性質的機制，而相關規

例亦未經考驗亦可能更改。概不確定有關規例將如何被應用。 

雙櫃台風險：香港聯交所的雙櫃台模式在香港屬於新模式，而子基金是首批以人民幣及港元進行買賣的

ETF 基金單位之一。RQFII ETF 雙櫃台的新穎及相對地未經考驗的性質可為子基金的投資帶來額外風險。

倘因任何原因以致港元櫃台與人民幣櫃台之間的基金單位暫停跨櫃台轉換，基金單位持有人僅可以在香

港聯交所的相關櫃台進行基金單位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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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的貨幣風險：子基金以人民幣計值。人民幣現時不可以自由兌換及須受制於外匯管制及限制。子

基金之基礎貨幣為人民幣。非人民幣投資者的基金單位因此須面對人民幣兌換其基本貨幣之外匯波動導

致的外匯風險。 

中國稅項風險：基金經理就子基金自其成立以來至 2014 年 11 月 14 日（包括該日）通過 RQFII 買賣 A股

所得之已變現資本收益總額作出 10%預扣所得稅撥備。自 2014 年 11 月 17 日起，概無就通過滬港通（自

2015 年 1 月 30 日起）或 RQFII 買賣 A 股所得之已變現或未變現資本收益總額作出預扣所得稅撥備。關

於透過 RQFII 額度或滬港通於中國進行投資所變現的資本收益的中國現行稅務法例、規例及做法亦存在

風險及不確定因素（可能具有追溯效力）。潛在稅務協定應用亦不確定，相關規定亦可能更改。子基金於

中國的稅務責任可能超過其撥備。撥備與實際稅務責任之間的差額（將從子基金的資產扣除）將對子基

金的資產淨值造成不利影響。 

投資風險：子基金是一項投資基金。並不保證可取回本金。因此，閣下於子基金之投資有可能蒙受損失。

在極端的情況下，閣下或會損失所投資的全數金額。 

集中風險：子基金因追蹤單一地區（中國）之表現而面臨集中風險。 

被動投資風險：子基金並非「主動型管理」，因此，當指數下調，子基金之價值亦隨之下降。 

交易風險：一般而言，零售投資者僅可於香港聯交所購買或出售子基金單位。於香港聯交所基金單位之

買賣價受到基金單位供求等巿場因素推動。因此，基金單位可能按子基金資產淨值的重大溢價或折讓進

行買賣。 

僅供參考：閣下不應單憑本資料作出投資決定。閣下於決定投資之前，應閱讀有關銷售文件之詳情，

包括風險成份，並應諮詢閣下的投資顧問。 

 

8.易方達資產管理（香港）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香港中環金融街八號國際金融中心二期三十五樓零一及零二

室) 

◎ E Fund CSI 100 A-Share Index ETF (易方達中證 100 A 股指數 ETF) 

投資目標：易方達中證 100A 股指數 ETF 以提供緊貼中證 100 指數表現的投資回報（未扣除費用和開支）

為其目標。 

核准發行總面額：無上限，但取決於 RQFII 額度 

追蹤標的指數：CSI 100 Index(中證 100 指數) 

掛牌交易所：香港交易所 

股票交易代號：83100 

經理人：易方達資產管理（香港）有限公司 

易方達資產管理（香港）有限公司（「易方達香港」）成立於 2008 年，獲得香港證監會核准，從事第一類

(證券交易)、第四類(就證券提供意見)及第九類(提供資產管理)受規管活動。易方達香港作為易方達基

金管理有限公司（「易方達基金」）唯一的國際業務平台，在香港佈局多年，為全球投資者提供包括權益、

固收及另類投資等類別的雙向及跨境資產管理服務，並在香港本地、歐洲及美國佈局了多隻公募、私募及

ETF 產品。公司旗下產品多次被包括 Morningstar、Lipper、AsianInvestor、Benchmark 在內的權威機構

授予殊榮，所獲成績在同行業中遙遙領先。 

投資風險： 

易方達中證 100A 股指數 ETF(「本基金」)為被動式管理交易所買賣基金，如股票一般在香港聯合交易所

有限公司(「香港聯交所」)買賣。投資目標為提供緊貼中證 100 指數(「該指數」)表現的投資回報(未

計費用及開支)。本基金透過基金經理的「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資格及代表基金取

得的 RQFII 配額，投資於中國境內證券市場。 

本基金面臨 a)投資風險、b)集中風險、c)與 RQFII 制度有關之風險、d)與滬港通相關的風險、e)基金單

位之人民幣買賣及結算風險、f)雙櫃檯風險、g)與中國有關之風險、h)中國稅項風險、i)人民幣貨幣風

險、j)政府干預及限制風險、k)交易差異風險、l)被動投資風險、m)基金經理缺乏經驗及依賴投資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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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風險、n)交易風險、o)追蹤誤差風險、p)依賴做市商之風險及 q)終止風險。 

根據專業及獨立稅務意見，基金經理現時沒有就通過滬港通或 RQFII 買賣 A 股所得之已變現或未變現

資本收益總額作出預扣所得稅撥備。 

關於透過 RQFII 額度或滬港通於中國進行投資所變現的資本收益的中國現行稅務法例、規例及做法亦存

在風險及不確定因素（可能具有追溯效力）。任何對子基金的增加的稅務責任可對子基金的價值造成不

利影響。倘子基金未來被徵收稅務而子基金沒有為此作出任何撥備，子基金的資產淨值將受不利影響。

在這種情況下，由於現有及其後的投資者所承擔的稅務責任與其投資於子基金時的稅務責任比較將會不

合比例地偏高，故將不利於現有及其後的投資者。 

閣下不應僅依賴本資料作出投資決定。於作出投資決定前，請先細閱有關銷售檔，包括風險因素，以得

悉本基金詳情。投資附帶風險。過往業績不代表將來表現。此資料並未被香港證監會審閱。 

 

9.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地址：台北市敦化南路一段 108 號 14 樓） 

◎ 人民幣貨幣帳戶 

(1)貨幣帳戶簡介 

係指本公司提供的投資標的之一，亦作為資金停泊之專設帳戶。貨幣帳戶係以宣告利率方式依日單利月

複利計算該貨幣帳戶應有之收益給付。貨幣帳戶之設立及所有投資行為符合保險法、「投資型保險投資

管理辦法」及相關法令辦理，並接受保險法主管機關之管理監督。 

(2)貨幣帳戶宣告利率 

係指本公司每月第一個營業日宣告，用以計算該貨幣帳戶之收益給付，宣告利率保證期間為一個月，且

宣告利率不得為負。 

(3)投資工具及標的 

銀行存款 

(4)貨幣帳戶應負擔之相關費用 

已反映於宣告利率，不另外收取 

(5)貨幣帳戶之運用及管理機構 

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本保險商品說明書內之基金資訊僅供參考，詳細資料請見各基金公司之公開說明書。 

※本公司將考量投資標的特性與績效表現、發行公司知名度及穩健性，不定時作投資標的之

新增與終止。 

※本保險商品所投資之有價證券已委由「台北富邦商業銀行」保管無誤。 

※投資型保險所得課稅資訊請參考本公司官網投資型保險專區＂課稅資訊＂中＂投資型保

險所得課稅 Q&A＂。(課稅之說明僅供參考，最終仍應依最新公告之法令及按稅捐機關之

解釋及計算為準。) 

※境外基金投資人須知：為維護投資人的權益請詳閱以下資訊： 

1. 前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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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基金公開說明書。 

2. 本投資人須知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匿之情事者，應由總代理人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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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應自行了解判斷。 

本商品所連結之指數股票型基金，請參考發行/總代理/管理機構之公司網頁；其餘基金之「境

外基金公開說明書」及「境外基金投資人須知」請投資人逕自上網參閱「境外基金資訊觀測

站」，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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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nnounce.fundclear.com.tw/MOPSFundWeb/或本公司「富邦人壽網站/投資型商品專

區」，網址： 

http://invest.fubonlife.com.tw/w/index.asp，可連結至各公司相關網站。 

※保戶可透過以下網站查詢基金之「配息組成項目」：   

安本標準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https://www.aberdeenstandard.com/zh-

tw/taiwan/fund-centre/literature-page 

聯博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https://www.abfunds.com.tw/ 

德銀遠東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https://funds.deutscheawm.com/tw 

柏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pinebridge.com.tw 

法銀巴黎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bnpparibas-ip.com.tw 

霸菱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barings.com/tw 

安聯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http://tw.allianzgi.com 

富邦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https://www.fubon.com/asset-management 

富達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https://www.fidelity.com.tw 

富蘭克林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franklin.com.tw 

景順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invesco.com.tw 

摩根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https://www.jpmrich.com.tw 

康和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https://funds.concords.com.tw 

貝萊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https://www.blackrock.com.tw 

宏利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www.manulifeam.com.tw 

路博邁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nb.com/pages/public/zh-

tw/retail.aspx 

野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nomurafunds.com.tw 

施羅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schroders.com.tw/flib/tw 

瑞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ubs.com/tw/tc 

富蘭克林華美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ftft.com.tw 

瀚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https://www.eastspring.com.tw 

中國信託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tbcinvestments.com.tw/content/FundIntQry/allfundintqry.aspx 

品浩太平洋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https://www.pimco.com.tw/zh-tw/ 

元大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yuantafunds.com/myfund/information/1066 

台中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https://www.tcbsitc.com.tw/ 

 
 



VBDC1110701     25/26 

商品代號：VBDC 

 

五、風險揭露 
(一)、中途贖回風險： 

被保險人於年金累積期間內身故或贖回退還當時保單帳戶價值，縱使選
擇確定最低年金給付，亦不保本保息。 

(二)、匯兌風險： 
投資標的之計價幣別與本契約約定保單幣別不同時，要保人於投資之初
係以本契約約定保單幣別資金投入，需留意不同幣別間之孳息及本金返
還時，轉換回本契約約定保單幣別資產將可能低於投資本金之匯兌風險。 

(三)、流動性風險： 
因市場成交量不足，無法順利處分持股或以極差價格成交所致損失發生
之可能性。 

(四)、信用風險： 
保單帳戶價值獨立於本公司之一般帳戶外，因此要保人或受益人需自行
承擔發行或保證機構履行交付投資金額與收益義務之信用風險。 

(五)、市場價格風險： 
投資標的之市場價格，受金融市場發展趨勢、全球景氣、各國經濟與政
治狀況等影響，發行或管理機構以往之投資績效不保證未來之投資收益，
本公司亦不保證投資標的之投資報酬率，且不負投資盈虧之責。 

(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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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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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投資風險： 
本商品連結之投資標的皆無保本、提供定期或到期投資收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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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人投資以非投資等級債券為訴求之基金不宜占其投資組合過高之比
重。非投資等級債券基金經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核准，惟不表示絕無風
險。由於非投資等級債券之信用評等未達投資等級或未經信用評等，且
對利率變動的敏感度甚高，故非投資等級債券基金可能會因利率上升、
市場流動性下降，或債券發行機構違約不支付本金、利息或破產而蒙受
虧損。非投資等級債券基金不適合無法承擔相關風險之投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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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保險公司基本資料 
公司名稱：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105 台北市敦化南路一段 108 號 14 樓 

網址：http://www.fubon.com 

免費服務及申訴電話：0809-000550 

※若您投保本商品有金融消費爭議，請先向本公司提出申訴，本公司將於收受申訴之日起三十

日內為適當之處理並作回覆。若您不接受本公司之處理結果或本公司逾期未為處理，您可以在

收受處理結果或期限屆滿之日起六十日內，向爭議處理機構申請評議。 

 

企業簡介： 

「正向力量 豐富生命」是品牌精神、企業願景，更是展現實踐永續承諾的決心！富邦人壽經營

績效表現亮眼且保險服務完善，贏得全台超過 500 萬名保戶與投資人的支持，累計 2021 全年

稅後淨利突破千億達 1,019.34 億元，較 2020 年成長 68%，將持續傳遞保險的保障價值與功能，

深耕 ESG 攜手全民營造永續共好，朝亞洲一流金融機構邁進。 

 

推廣人生風險四帳戶 疫情時刻推出零接觸服務 

秉持公平待客原則，富邦人壽持續推動保障型保險商品，透過線上保單健檢服務，協助客戶全

面檢視保障內容，建立醫療、退休、長照、責任等人生風險四大帳戶之保險觀念，並於新冠肺

炎疫情期間推出零接觸保險服務，包括已獲主管機關核准常態辦理之視訊投保，以及減少保戶

出入醫療院所之視訊體檢替代方案，亦提供關懷慰問金，擴大力挺第一線醫護和防疫人員。 

 

為協助業務員有效拓展業務，富邦人壽推出結合社群互動與人脈管理的數位工具「FBFLi 智能

業務管理系統」，精進新人養成流程，業務主管亦能藉此深化教練機制，增強實務動能，並於疫

情期間，協助業務同仁與客戶維持良好互動，深化客戶關係，進而創造業務利基。 

 

企業當責實踐永續承諾 引領台灣奔向綠色 

全球永續趨勢當道，富邦人壽於 2021 年揭露第一本人壽永續報告書，榮獲台灣永續獎金獎肯

定，亦提出 2025 年永續經營目標為企業承諾，藉由營運減碳、保單無紙化等綠色行動逐步達成

淨零碳排之生活願景。 

 

在環境永續面向，率全台企業之先、並攜手荒野保護協會推動「川廢快篩調查計畫」，2021 年完

成台中烏溪流域調查，成為政府等各界河川治理重要依據，亦培訓全台同仁為環境友善大使，

公私協力擴大綠色影響力。在社會關懷面向，持續與醫院合作「醫生確診送手鍊」服務，2021

年更導入智能定位科技，與新北市政府合作「公益智能定位手錶專案」，強化失智病友協尋機制；

另也冠名贊助大專籃球聯賽 UBA、支持大專系際盃籃球賽和高雄富邦馬拉松等，帶動運動風氣，

全力營造健康活力生活。 

 

經營績效亮眼 榮獲國內外專業殊榮 

富邦人壽穩健深耕保險產業，深獲國內外專業獎項肯定，包括十度獲世界金融雜誌評比為「台

灣最佳保險公司」、連續十一年榮獲「保險龍鳳獎」畢業生最嚮往加入壽險公司冠軍、連續五年

奪「保險品質獎」四項特優肯定，及「台灣永續行動金獎」、「台灣永續投資典範獎」等榮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