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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人壽人民幣計價真有利變額年金保險 

 
保險商品說明書 

 
商品文號及日期：102.05.06 富壽商精字第 1020000471 號函備查 

109.11.20 富壽商精字第 1090005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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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年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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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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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本投資型保險商品經 102.05.06 富壽商精字第 1020000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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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或稅捐稽徵法第十二條之一所定實質課稅原則辦理。 

相關實務案例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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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期保費不得低於 2 萬人民幣。 

(2) 每次繳費金額不得低於 400 人民幣，選擇月繳者，首次繳費不得低於 800 人民幣。 

(3) 同一被保險人累計所繳保費最高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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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人壽人民幣計價真有利變額年金保險保險單條款(下稱保險單條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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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險年齡達一百零一歲之保單週年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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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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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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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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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投資標的之收益分配或全委提解的運作：(保險單條款第十二條) 

若要保人指定之投資標的有收益分配或全委提解金額者，本公司應於收益或全委提解金額實際分配日起

算十五日內以現金給付方式匯入要保人之個人帳戶。但每次應給付之收益分配或全委提解金額合計低於

肆佰人民幣者，改配置於該投資標的幣別之貨幣帳戶。 

前項現金給付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按時給付者，應加計利息給付，其利息按「本公司當時公告

之保險單借款利率」與「民法第二百零三條法定週年利率」兩者取其大者計算。 

第一項情形，如依法應先扣繳稅捐者，本公司於扣繳後給付之。不同投資標的給付之收益分配及全委提

解金額於同一日到達本公司者，本公司將合併計算應給付之金額。 

本條情形，本契約已於收益或提解實際分配日前終止、停效或逾年金累積期間屆滿日者，本公司依相關

稅法規定，將扣繳稅捐後之餘額，於三十日內返還要保人或給付予受益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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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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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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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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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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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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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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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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載於借款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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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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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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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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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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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活期存款年利率，

以日單利加計利息至首次投資配置日前一日止。 
14. 解約費用：(保險單條款第二條第十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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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部分提領費用：(保險單條款第二條第十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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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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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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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作業費及部

分提領費用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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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部分提領之作業費及部分提領費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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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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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約費

用及保險單借款本息後返還予要保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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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除外責任及不保事項：無。 

20. 範例說明： 

陳先生 35 歲，每年繳交保費 30,000 人民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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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0 30,151.05 29,849.54 29,286.41 28,993.54 28,710.00 28,422.90 27,269.05 26,996.36 

2 36 1,290 61,809.65 61,809.65 59,158.54 59,158.54 57,420.00 57,420.00 53,174.65 53,174.65 

3 37 1,290 95,051.18 95,051.18 89,628.12 89,628.12 86,130.00 86,130.00 77,784.97 77,784.97 

4 38 1,290 129,954.79 129,954.79 120,707.09 120,707.09 114,840.00 114,840.00  101,164.77 101,164.77 

5 39 1,290 166,603.58 166,603.58 152,407.64 152,407.64 143,550.00 143,550.00  123,375.58 123,375.58 

6 40 1,290 205,084.80 205,084.80 184,742.20 184,742.20 172,260.00 172,260.00 144,475.85 144,475.85 

7 41 1,290 245,490.09 245,490.09 217,723.46 217,723.46 200,970.00 200,970.00 164,521.11 164,521.11 

8 42 1,290 287,915.64 287,915.64 251,364.33 251,364.33 229,680.00 229,680.00 183,564.11 183,564.11 

9 43 1,290 332,462.48 332,462.48 285,678.03 285,678.03 258,390.00 258,390.00 201,654.95 201,654.95 

10 44 1,290 379,236.65  379,236.65 320,678.00 320,678.00 287,100.00 287,100.00 218,841.26 218,841.26 

 

說明： 

 上述保單帳戶價值之計算已包含扣除保費費用及每月保單管理費，但尚未扣除解約費用，要保人申

領解約金時須自保單帳戶價值中另扣除解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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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45 歲之保單週年日後開始領取年金，當時累計保單帳戶價值為約 379,236.65 人民

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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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236.65 人民幣。 

 若選擇分期年金：以保證期間 5 年為例，陳先生每年可領取年金金額為約 12090.35 人民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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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算說明 

 假設年金現值因子約 31.3669，預定利率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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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年度年金金額＝保單帳戶價值／年金現值因子 

＝379,236.65/31.3669=約 1209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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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萬(不含)人民幣以內：保險費的 3.5% 
100 萬(含)人民幣以上：保險費的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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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年:1%、第 2 年起:0% 
2.部分提領費用 第 1 年:1%、第 2 年起: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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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宏利中國高收益債券證券投資信託

基金-A 類型(人民幣)(本基金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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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宏利中國高收益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A 類型(人民幣)(本基金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

之高風險債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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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利中國高收益債券證券投資

信託基金-A 類型(人民幣)(本

基金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

之高風險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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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宏利中國高收益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A 類型(人民幣)(本基金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

之高風險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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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利中國高收益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A 類型(人民幣)(本基金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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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有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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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根投信 不多於 1% 

6 聯博投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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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有利變額年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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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
現
金
配
息) 

債
券
型 

宏利中國高收益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B 類
型(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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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海外 
國外 

1,935.6 百萬新臺幣 3.9  18.5  15.1  14.2  10.1  8.5  人民幣 

施羅德中國高收益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人
民幣)-分配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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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海外 
國內外 

1,125.6 百萬新臺幣 -0.6  7.5  3.7  8.2  5.9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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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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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0 百萬新臺幣 0.8  8.3  10.2  5.1  3.9  3.2  人民幣 

富邦中國債券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金之富邦
中國高收益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B 類型(人
民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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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海外 
中華民國境
內境外 

1,017.6 百萬新臺幣 -1.0  8.5  4.8  11.4  8.2  6.9  人民幣 

野村環球高收益債證券投資信託基金-月配類
型人民幣計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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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海外 
全球市場 

1,654.0 百萬新臺幣 0.5  7.0  9.7  15.1  10.9  9.0  人民幣 

聯博全球高收益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TA
類型(人民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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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海外 
中華民國、

外國 

31,915.8 百萬新臺

幣 
-3.4  4.1  2.3  20.0  14.5  11.9  人民幣 

組
合
型 

摩根多元入息成長證券投資信託基金-月配息
型(人民幣)(本基金之配息來源可能為本金) 

投資海外 
全球 

10,742.9 百萬新臺

幣 
-2.3  6.4  7.3  13.7  10.3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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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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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海外 
投資國內、

外 
453.5 百萬新臺幣 14.6  34.7  24.1  18.0  14.4  12.9  人民幣 

富邦歐亞絲路多重資產型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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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海外 
投資國內、

外 
330.3 百萬新臺幣 -6.8  4.8  -1.7  15.8  12.0  10.6  人民幣 

開
放
型 (

無
現
金
配
息) 

債
券
型 

宏利中國高收益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A 類
型(人民幣) (本基金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
之高風險債券) 

投資海外 
國外 

1,935.6 百萬新臺幣 4.1  18.2  14.7  14.1  10.1  8.5  人民幣 

施羅德中國高收益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人
民幣)-累積型(本基金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
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金之配息來源可能為本
金) 

投資海外 
國內外 

1,125.6 百萬新臺幣 -0.5  7.4  3.7  8.2  5.9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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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0 百萬新臺幣 0.8  8.3  10.2  5.1  3.9  3.2  人民幣 

富邦中國債券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金之富邦
中國高收益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A 類型(人
民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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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海外 
中華民國境
內境外 

1,017.6 百萬新臺幣 -1.0  8.5  4.8  11.4  8.2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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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9 百萬新臺幣 2.2  5.1  8.7  0.1  0.1  0.2  人民幣 

多
重
資

產
型 

富邦歐亞絲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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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3 百萬新臺幣 -6.8  4.8  -1.7  15.8  12.0  10.6  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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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聯博投資績效資料來源為 Lipper；風險系數資料來源為 MORNING STAR 

數據資料日期：2020/10/31 
投資績效及風險係數皆以投資標的幣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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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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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宏利中國高收益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B類型(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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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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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宏利中國點心高收益債券美元計價基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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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金主要投資於點心債券，所謂「點心債券」係指在香港發行之人民幣計價之債券，為中國離岸債券市場交易
之標的，目前中國離岸債券市場因仍處在起步階段，次級市場交易量較歐美等債券市場相對小，債券發行規模也相對較小，因此
仍存在流動性風險。離岸人民幣換匯換利（CCS）及離岸人民幣利率交換市場（IRS）交易量與流動性亦相對較低，故仍有匯率
風險。另本基金投資高收益債券，此類有價證券較易發生債券發行公司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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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香港地區之有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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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匯率變動風險：本
基金以外幣計價(含美元計價級別與人民計價級別)，如投資人以新臺幣或其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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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新臺幣相對於其它貨幣升值時，將產生匯兌損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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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投資人尚須承擔匯款費用，且外幣匯款費用可能高於
新臺幣匯款費用。投資人須留意外幣匯款到達時點可能依受款行作業而遞延。(三)人民幣貨幣風險：人民幣不可自由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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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本基金之人民幣匯率係以離岸人民幣(CNH)
的匯率換算。 

 
◎ 宏利中國高收益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A 類型(人民幣) (本基金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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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宏利中國點心高收益債券美元計價基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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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金主要投資於點心債券，所謂「點心債券」係指在香港發行之人民幣計價之債券，為中國離岸債券市場交易
之標的，目前中國離岸債券市場因仍處在起步階段，次級市場交易量較歐美等債券市場相對小，債券發行規模也相對較小，因此
仍存在流動性風險。離岸人民幣換匯換利（CCS）及離岸人民幣利率交換市場（IRS）交易量與流動性亦相對較低，故仍有匯率
風險。另本基金投資高收益債券，此類有價證券較易發生債券發行公司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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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香港地區之有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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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匯率變動風險：本
基金以外幣計價(含美元計價級別與人民計價級別)，如投資人以新臺幣或其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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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新臺幣相對於其它貨幣升值時，將產生匯兌損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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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投資人尚須承擔匯款費用，且外幣匯款費用可能高於
新臺幣匯款費用。投資人須留意外幣匯款到達時點可能依受款行作業而遞延。(三)人民幣貨幣風險：人民幣不可自由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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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本基金之人民幣匯率係以離岸人民幣(CNH)
的匯率換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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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施羅德中國高收益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人民幣)-分配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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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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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收益債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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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收益債券；(2)依據 Bloomberg 資訊系統顯示，該高收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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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發行或交易之高收益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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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金投資於高收益債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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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施羅德中國高收益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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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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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收益債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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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收益債券；(2)依據 Bloomberg 資訊系統顯示，該高收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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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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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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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發行或交易之高收益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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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金投資於高收益債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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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收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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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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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高收益債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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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基金得投資高收益債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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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B 類型(人民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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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金為傘型架構基金，兩檔子基金同時掌握高收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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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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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類型受益權單位-月配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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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資本中作出派息或實際上從資本中作出派息相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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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基金得投資高收益債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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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收益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A 類型(人民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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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目標：本基金為傘型架構基金，兩檔子基金同時掌握高收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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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目標主要著眼於收益較高的高收益債券，投資於高收益債券有助本基金追求較高
收益水平及資本增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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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金投資高收益債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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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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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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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富邦中國債券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金之富邦中國高收益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B 類型(人民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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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金配息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 
 投資目標：本基金為傘型架構基金，兩檔子基金同時掌握高收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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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目標主要著眼於收益較高的高收益債券，投資於高收益債券有助本基金追求較高
收益水平及資本增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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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類型受益權單位-月配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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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金投資高收益債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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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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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金配息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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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理人：高晧欣(學歷：University of Glasgow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finance，經歷：富邦投信股權投資部資深專員、富邦投信研究

部資深專員、富邦投信研究部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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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基金投資高
收益債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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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富邦歐亞絲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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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資區域橫跨歐洲、亞洲及絲路等三大最具投資潛力經濟區塊，瞄準參與中國「一帶一路」戰略發展的直接商機

最具潛力投資區域；(二)結合國外投資團隊在特定區域股票、債券的研究資源與投資經驗，將進一步提升基金操作績效。結合當
地專業團隊，掌握投資零時差；(三)多重資產配置，投資標的除了提供投資人債券、股票以外，也會把資金配置在及不動產投資
信託受益證券，讓投資組合更多元，提供兼顧資本利得與固定收益的投資管道。 

 核准發行總面額：等值新臺幣 50 億元 
 經理人：高晧欣(學歷：University of Glasgow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finance，經歷：富邦投信股權投資部資深專員、富邦投信研究

部資深專員、富邦投信研究部研究員) 
 投資風險：本基金主要投資於歐洲、亞洲及絲路三大經濟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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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管制及匯率變動之風險、投資地區政治、經濟變動之風險、商品交易對手及保證機構之信用風險、其他投資標
的或特定投資策略之風險、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易之風險等。由於債券市場較易發生市場流動性欠缺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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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本基金得投資於高收益債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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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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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邦歐亞絲路多重資產型證券投資信託基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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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金配息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 
 投資目標：(一)投資區域橫跨歐洲、亞洲及絲路等三大最具投資潛力經濟區塊，瞄準參與中國「一帶一路」戰略發展的直接商機

最具潛力投資區域；(二)結合國外投資團隊在特定區域股票、債券的研究資源與投資經驗，將進一步提升基金操作績效。結合當
地專業團隊，掌握投資零時差；(三)多重資產配置，投資標的除了提供投資人債券、股票以外，也會把資金配置在及不動產投資
信託受益證券，讓投資組合更多元，提供兼顧資本利得與固定收益的投資管道。 

 核准發行總面額：等值新臺幣 50 億元 
 經理人：高晧欣(學歷：University of Glasgow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finance，經歷：富邦投信股權投資部資深專員、富邦投信研究

部資深專員、富邦投信研究部研究員) 
 投資風險：本基金主要投資於歐洲、亞洲及絲路三大經濟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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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管制及匯率變動之風險、投資地區政治、經濟變動之風險、商品交易對手及保證機構之信用風險、其他投資標
的或特定投資策略之風險、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易之風險等。由於債券市場較易發生市場流動性欠缺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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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本基金得投資於高收益債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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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摩根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地址：台北市信義區松智路 1 號 20 樓及 21 樓） 

◎ 摩根多元入息成長證券投資信託基金-月配息型(人民幣)(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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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金主要投資於金管會核准國內外發行之基金(含 ETF)。 
 核准發行總面額：新臺幣壹佰億元(僅人民幣計價受益權單位)，基金總發行面額新臺幣肆佰億元 
 經理人：楊謹嘉 

學歷：國立政治大學企業管理研究所碩士、國立政治大學國貿系學士 
經歷：2015.07~迄今 摩根多元入息成長基金經理人、2015.06~迄今 摩根投信投資管理部副總經理、2012.03~2015.05 摩根投信產
品策略部副總經理、2011.03~2011.11 富達證券法人業務、2009.11~2011.02 寶來投信投資顧問處副理、2008.12~2009.11 元大投信
企劃部產品策略組高等專員、2007.04~2008.08 中國信託理財規劃部理財二科襄理、2005.07~2007.03 中國信託理財規劃科理財規
劃師專員。 
協管經理人：楊若萱 
學歷：Master of Science in Finance and Management - University of Exeter, United Kingdom、國立臺灣大學經濟系學士 
經歷：2017.08~迄今  摩根投信投資管理事業部副理、2014.02~2017.07 摩根投信投資管理事業部投資組合分析副理、
2013.12~2014.01 元富證券新金融商品部專員、2011.04~2012.02 玉山銀行外匯部專員 

 投資風險： 
 本基金係以分散風險並積極追求長期之投資利得及維持收益之安定為目標；惟風險無法因分散投資而完全消除，本基金可能產

生之風險包流動性不足風險、市場風險(含政治、利率、匯率等)、信用風險等風險，或可能因受益人大量買回，致延遲給付買
回價款，遇前述風險時，本基金之淨資產價值可能因此產生波動，另本基金得投資於高收益債券基金及新興市場債券基金，該
類基金可能因投資標的之價格變動，進而使本基金之淨值發生變動，另本基金亦得投資 ETF 子基金，ETF 發行初期，可能因
投資人對該商品熟悉度不高導致流動性不佳，或受到整體系統性風險影響，使 ETF 市價與淨資產價值有所差異，而造成該 ETF
折溢價，進而使本基金之淨值發生變動。 

 本基金包含新臺幣、美元及人民幣計價級別，如投資人以非本基金計價幣別之貨幣換匯後申購本基金者，須自行承擔匯率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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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金擬就本基金辦理新臺幣匯入匯出時，依中華民國中央銀行及金管會之相關規定進行本基金之避險，避險之影響將反應於
新臺幣計價受益權單位之基金淨資產價值中，也將影響新臺幣計價受益權單位之績效表現。另視匯率市場之變動狀況，本基金
亦將針對各計價幣別之資產進行避險交易，該類避險交易所產生之損益將由各該計價幣別受益權單位資產承擔。 

 本基金風險報酬等級屬 RR3，有關本基金風險報酬等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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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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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斟酌個人之風險承擔能力及資金可運用期間之長短後辦理投資。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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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野村環球高收益債證券投資信託基金-月配類型人民幣計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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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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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收益債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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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投資人參與高收益債券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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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聯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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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樓及 81 樓之一) 
◎ 聯博全球高收益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TA 類型(人民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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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金配息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 
 投資目標：本基金採取動態調整、多元投資策略，投資範圍涵蓋全球，類別包括高收益企業債券、新興市場企業債券、新興市場

主權債、抵押貸款相關證券等，進行分散投資組合資產配置，藉以追求高收益與總報酬表現。 
 核准發行總面額：新臺幣計價受益權單位首次淨發行總面額最高為新臺幣貳佰億元。 
 經理人： 

姓名：陳俊憲 
學歷：交通大學管理科學研究所碩士 
經歷：聯博全球高收益債券基金經理人(2015.04~迄今)；聯博新興市場企業債券基金經理人(2013.05~迄今)；聯博貨幣市場基金經
理人(2012.11~2013.12)；德銀遠東 DWS 亞洲高收益債券基金經理人(2011.04~2012.03)；德銀遠東 DWS 台灣貨幣市場基金經理人
(2004.01~2004.03/2005.03~2008.05/2010.04~2012.03)；德銀遠東投信全權委託投資部主管(2008.05~2010.04)；遠東大聯全球債券基
金經理人(2003.11~2005.02)；景順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全球收益基金經理人(2003.04~2003.10)；景順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
限公司資深分析師(2000.03~2003.04)。 



VBCC1100315     17/19 
商品代號：VBCC 

 

 投資風險：本基金之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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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政治、經濟風險。另本基金最高可投資基金總資產 10%於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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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金適合能承受較高風險之非保守型投資人，投資人宜斟酌個人風險
承擔能力及資金可運用期間之長短後投資。本基金可能投資於未達一定之信用評等或無信用評等之轉換公司債。本基金包含新臺
幣、美元、人民幣、澳幣及南非幣計價級別，如投資人以非本基金計價幣別之貨幣換匯後申購本基金者，須自行承擔匯率變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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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目前無法自由兌換，且受到外匯管制及限制。另人民幣為管制性貨幣，其流動性有限，相關的換匯作業亦可能產生較高的
結匯成本。完整之投資風險內容及說明請詳參基金公開說明書。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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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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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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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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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盛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leggmas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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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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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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人投資以高收益債券為訴求之基金不宜占其投資組合過高之比重。高收益債券基
金經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核准，惟不表示絕無風險。由於高收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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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高收益債券基金可能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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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收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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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續是風險管理、穩健經營和創造價值的共通核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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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 萬名保戶與投資人的支持，2020 年合併總資產亦正式突破 5兆元大關，累計 2020 全年稅後淨利 610.42 億元，

較 2019 年成長 130%，持續深耕 ESG 攜手全民與社會環境創造共贏，傳遞保險的保障價值與功能，致力營造共榮共

好，實踐「正向力量 豐富生命」願景，朝亞洲一流的金融機構邁進。 

 

國民品牌展現影響力 疫情時刻守護全民健康 

富邦人壽全台超過 500 個業務據點、2萬名業務員，積極展現國民品牌影響力關懷台灣社會，於新冠肺炎疫情期間，

率先推出首張法定傳染病健康險「金放心法定傳染病一年定期健康保險」，也擴大力挺第一線醫護和防疫人員，提

供確診關懷慰問金。然社區為傳染病高風險場域，亦號召全台同仁協助逾百個社福團體及社區，加強防疫消毒清

潔頻率，總關懷人數超過 40 萬人，以行動守護鄰里社區和全民健康。 

 

深化 ESG 彰顯本業職能 致力推動企業社會關懷 

與社會共好是重要的企業使命，富邦人壽實踐本業職能，鼓勵全民養成定期檢視保單的習慣，讓民眾握有的保險

保障與時俱進，以因應人生不同階段之需要，並運用保險科技自建保單健檢系統「健檢百保箱」，在業務員專業解

說下，民眾能輕易且完整理解自身的保障內容，強化國人保障意識、完善保險防護網。 

 

落實公益關懷不遺餘力，2020 年持續結合全台逾百家醫院推動「醫生確診送手鍊」服務，提高失智病友走失時被

尋獲的機會，獲得五縣市響應加入支持，並製作寓教於樂的動畫片深入小學，傳遞失智症正確認知，也積極倡導

健康促進、帶動運動風氣，冠名贊助大專籃球聯賽 UBA，與大專素人球員系際盃籃球賽，成為全台最受矚目的學生

籃球賽事，更鼎力支持全台四大馬拉松，積極營造健康活力共好圈。 

 

經營績效亮眼 榮獲國內外專業獎項肯定 

富邦人壽穩健經營並推廣保險保障服務，深獲國內外專業機構肯定，包括榮獲「保險龍鳳獎」全國財金保險系所

畢業生最嚮往加入壽險公司冠軍十一連霸、九度獲得世界金融雜誌評比為「台灣最佳保險公司」，亦連續四年勇奪

「保險品質獎」四冠王和教育部「體育推手獎」金質獎肯定，以及榮獲亞洲企業商會「健康衛生推廣獎」與「綠

色領導獎」，更是全台唯一壽險業榮獲衛福部「全國績優健康職場活力躍動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