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類別 投資區域 基金公司 基金代號 中文名稱
計價
幣別

保德信投信 41 保德信人民幣貨幣市場基金(人民幣) CNY

保德信投信 40 保德信人民幣貨幣市場基金(台幣) TWD

兆豐國際投信 23 兆豐國際美元貨幣市場基金(台幣) TWD
兆豐國際投信 24 兆豐國際美元貨幣市場基金(美元) USD

貝萊德投信 09
貝萊德亞洲高收益債券(台幣)(累積)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TWD

貝萊德投信 10
貝萊德亞洲高收益債券(台幣)(月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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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D

貝萊德投信 11
貝萊德亞洲高收益債券(人民幣)(月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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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Y

貝萊德投信 12
貝萊德亞洲高收益債券(美元)(月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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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D

富達證券 05
富達亞洲總報酬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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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D

富達證券 03
富達亞洲總報酬基金(台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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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D

富達證券 04
富達亞洲總報酬基金(台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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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TWD

富達證券 06
富達亞洲總報酬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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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USD

富達證券 07
富達亞洲總報酬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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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Y

富達證券 08
富達亞洲總報酬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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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CNY

台灣 貝萊德投信 06 貝萊德寶利基金 TWD

兆豐國際投信 18 兆豐國際中國A股基金(台幣) TWD
兆豐國際投信 19 兆豐國際中國A股基金(美元) USD
保德信投信 38 保德信中國中小(台幣) TWD
野村投信 INGIGO NN(L)全球機會股票 USD
野村投信 INGIGOU NN(L)全球機會股票(歐元) EUR
聯博投信 ABAGPAUSD 聯博美國成長A(美元) USD*
聯博投信 ABAGPAEUR 聯博美國成長A(歐元) EUR
聯博投信 ABAGPAHEDGE 聯博美國成長A(歐元避險) EUR

聯博投信 ABAGPADUSD
聯博美國成長AD(美元)(月配)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USD

聯博投信 ABAGPADZARH
聯博美國成長AD(南非幣避險)(月配)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ZAR

聯博投信 ABAGPADAUDH
聯博美國成長AD(澳幣避險)(月配)                                                                                 (基
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AUD

景順投信 2111AA 景順消閒(美元) USD
0770 富蘭克林坦伯頓互利歐洲(歐元)(累積) EUR*
0794 富蘭克林坦伯頓互利歐洲(美元)(累積) USD
1659 富蘭克林坦伯頓互利歐洲(美元避險)(累積) USD

1019AY 景順歐洲大陸企業基金A-年配息股 美元 USD*

1019A7 景順歐洲大陸企業基金A(美元對沖)股 美元 USD
富蘭克林投顧 0358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東歐基金美元A (acc) USD
富蘭克林投顧 0833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東歐基金歐元A (acc) EUR
富蘭克林投顧 0558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東歐基金歐元A(Ydis) EUR
法銀巴黎投顧 BNP0054 法巴百利達俄羅斯股票基金 C (美元) USD

法銀巴黎投顧 BNP0053
法巴百利達俄羅斯股票基金/年配 (歐元)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EUR

法銀巴黎投顧 BNP0081
法巴百利達俄羅斯股票基金/月配(美元)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USD

拉丁美洲 安本投信 A104A 安本環球拉丁美洲股票 USD

富達投信 GFANS 富達基金-亞洲成長趨勢基金(美元) USD
富達投信 GFANA 富達基金-亞洲成長趨勢基金(美元)(累積) USD
富達投信 GFASE 富達基金-亞洲成長趨勢基金(歐元)(累積) EUR
富蘭克林投顧 1009 富蘭克林坦伯頓亞洲小型企業(美元)(累積) USD
富蘭克林投顧 1012 富蘭克林坦伯頓亞洲小型企業(美元)(年配) USD
富蘭克林投顧 1010 富蘭克林坦伯頓亞洲小型企業(歐元)(累積) EUR
摩根投信 JFASEA 摩根東協基金 USD*
摩根投信 ASEHAA 摩根東協基金(澳幣對沖)－A股(累計) AUD
富蘭克林投顧 0830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泰國(美元)(累積) USD
富達投信 GCCNU 富達中國內需消費(美元) USD
富達投信 GCCAU 富達中國內需消費(美元)(累積) USD
富達投信 GCCNE 富達中國內需消費(歐元) EUR
富達投信 GCCAE 富達中國內需消費(歐元)(累積) EUR
富達投信 GFHGD 富達大中華(美元) USD
富達投信 GFJAF 富達基金-日本潛力優勢基金 JPY*
富達投信 GJAUA 富達基金-日本潛力優勢基金A股累計(美元避險) USD
景順投信 2120AA 景順日本小型企業(日圓) JPY*
景順投信 2120AD 景順日本小型企業(美元)(年配) USD
景順投信 2120A7 景順日本小型企業(美元對沖) USD
聯博投信 ABIGFAUSD 聯博-印度成長基金A級別美元 USD
聯博投信 ABIGFAEUR 聯博-印度成長基金A級別歐元 EUR
富蘭克林投顧 0785 富蘭克林坦伯頓新興國家基金(美元)(累積) USD
富蘭克林投顧 0806 富蘭克林坦伯頓新興國家(美元)(年配) USD
瀚亞投信 IOGTUA 瀚亞全球科技股票 USD
摩根投信 USTADU JPM美國科技(美元)－A股(分派) USD

群益金鼎證券財富管理信託平台－精選基金明細

日本/              中大型股

日本/              中小型股

境內基金
債券型

亞洲高收益債

全球

全球新興市場

科技

境內基金
股票型

新興亞太/         大型股

中國/大中華

東協市場

新興亞太/        中小型股

印度

富蘭克林投顧

境內基金
貨幣型

貨幣市場

美國

歐洲/歐元區

亞洲複合債

境外基金
股票型

景順投信

東歐

中國/大中華



類別 投資區域 基金公司 基金代號 中文名稱
計價
幣別

生技醫療 富蘭克林投顧 0796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生技領航基金美元A (acc) USD
大華銀投信 USD-UGHF 新加坡大華全球保健(美元) USD

大華銀投信 UHUD
新加坡大華全球保健(美元)(月配)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USD

富達投信 GFNSA 富達全球金融服務(美元) USD

富達投信 GFNS 富達全球金融服務 EUR
施羅德投信 IGENG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環球能源A1類股份- 累積單位 USD*
施羅德投信 AGENG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環球能源(歐元)A1類股份 - 累積單位 EUR

天然資源 國泰投顧 FSIFGR4 首域全球資源(第四類) USD
黃金 野村投信 GGOC 天達環球黃金基金(美元) USD

富蘭克林投顧 1019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邊境市場基金美元A (acc) USD
富蘭克林投顧 1028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邊境市場基金美元A (Ydis) USD

富蘭克林投顧 1022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邊境市場基金歐元A (acc) EUR
法銀巴黎投顧 LU1596574779 法巴百利達水資源(美元避險) USD

法銀巴黎投顧 LU1543694498
法巴百利達水資源(美元避險)(月配)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USD

野村投信 GBGC 天達環球策略基金 -環球策略管理基金C收益股份 USD

野村投信 GBG479
天達環球策略管理基金C2(南非幣避險IRD月配)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ZAR

野村投信 GBG485
天達環球策略管理基金C2(澳幣避險IRD月配)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AUD

聯博投信 ABEMMAAUSD
聯博新興市場多元收益A(美元)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USD

聯博投信 ABEMMAAHEDGE
聯博新興市場多元收益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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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R

聯博投信 ABEMMAAUDH
聯博新興市場多元收益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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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D

聯博投信 ABEMMAADUSD
聯博新興市場多元收益AD(美元)(月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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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D

聯博投信 ABEMMAADHEDGE
聯博新興市場多元收益AD(歐元避險)(月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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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R

聯博投信 ABEMMAADAUDH
聯博新興市場多元收益AD(澳幣避險)(月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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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D

聯博投信 ABEMMAADZARH
聯博新興市場多元收益AD(南非幣避險)(月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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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AR

富盛投顧 SKANA04 先機完全回報美元債券(美元) USD*

富盛投顧 SKANA50
先機完全回報美元債券基金A類收益股(美元)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USD

富盛投顧 SKANA142 先機完全回報美元債券基金A類避險(澳幣) AUD

施羅德投信 IEHIG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歐元企業債券A1類股份- 累積單位 EUR*

施羅德投信 IEHIJ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歐元企業債券A1類股份- 配息單位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EUR

施羅德投信 LEHID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歐元企業債券A類股份-累積單位(美元對沖) USD

聯博投信 ABGHYA2USD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A2級別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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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D*

聯博投信 ABGHYA2EUR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A2級別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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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R

聯博投信 ABGHYA2HEDGE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A2歐元避險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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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R

聯博投信 ABGHYAAAUDH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AA(穩定月配)澳幣避險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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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D

聯博投信 ABGHYAAUSD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AA(穩定月配)級別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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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D

聯博投信 ABGHYAAZARH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AA(穩定月配)南非幣避險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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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AR

聯博投信 ABGHYATEUR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AT級別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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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R

聯博投信 ABGHYATUSD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AT級別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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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D

聯博投信 ABGHYATAUDH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AT澳幣避險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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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D

聯博投信 ABGHYATHEDGE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AT歐元避險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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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R

景順投信 1064AF
景順環球高收益債券基金A-固定月配息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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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D*

景順投信 1064A6
景順環球高收益債券基金A(歐元對沖)股 歐元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EUR

景順投信 1064AH
景順環球高收益債券基金A-月配息(歐元對沖)股 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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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R

景順投信 1064AS
景順環球高收益債券基金A-半年配息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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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D

景順投信 1064DK
景順環球高收益債券基金A-月配息(澳幣對沖-利率入息)股 澳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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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D

富蘭克林投顧 0751
富蘭克林坦伯頓歐洲高收益(歐元)(累積)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EUR*

富蘭克林投顧 0486
富蘭克林坦伯頓歐洲高收益(歐元)(月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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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R

富蘭克林投顧 0795
富蘭克林坦伯頓歐洲高收益(歐元)(年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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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R

金融

全球

全球新興市場

環球高收益債

境外基金
平衡型

美國投資級債

 歐洲投資級債

能源

特殊市場

全球健護

歐洲高收益債



類別 投資區域 基金公司 基金代號 中文名稱
計價
幣別

富蘭克林投顧 1116
富蘭克林坦伯頓歐洲高收益(美元)(月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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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D

富蘭克林投顧 1714
富蘭克林坦伯頓歐洲高收益(美元避險)(月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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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D

富蘭克林投顧 0384 富蘭克林坦伯頓亞洲債券(美元)(累積) USD*

富蘭克林投顧 0385
富蘭克林坦伯頓亞洲債券(美元)(月配)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USD

富蘭克林投顧 1436
富蘭克林坦伯頓亞洲債券基金澳幣避險(Mdis)-H1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AUD

國泰投顧 FSIFAQB1 首域亞洲優質債券基金(累積)(第一類) USD

國泰投顧 FSIFAQBM1
首域亞洲優質債券(第一類)(月配)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USD

富達證券 GFAHU
富達基金-亞洲高收益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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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D

富達證券 GFAHE
富達基金-亞洲高收益基金(歐元累積)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EUR

富達證券 GFAHY
富達基金-亞洲高收益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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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D

富達證券 GFAHA
富達基金-亞洲高收益基金 A股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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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D

富達證券 GFAHM
富達基金-亞洲高收益基金(A股穩定月配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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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USD

富達證券 GFAHG
富達基金-亞洲高收益基金(F1穩定月配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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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USD

景順投信 1013AF
景順新興市場債券基金A-固定月配息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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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D*

景順投信 1013AS
景順新興市場債券基金A-半年配息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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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D

景順投信 1013AH
景順新興市場債券基金A(歐元對沖)股 歐元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EUR

景順投信 1013A6
景順新興市場債券基金A-月配息(歐元對沖)股 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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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R

安本投顧 A140A
安本環球 - 新興市場公司債券基金A2累積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USD

安本投顧 D140A
安本環球-新興市場公司債券基金A1月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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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涉及本金)

USD

富蘭克林投顧 1105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新興國家固定收益基金美元A (acc)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USD*

富蘭克林投顧 1049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新興國家固定收益基金美元A (M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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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D

富蘭克林投顧 0813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新興國家固定收益基金美元A (Q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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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D

富蘭克林投顧 1434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新興國家固定收益基金澳幣避險A (Mdis)-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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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D

富蘭克林投顧 0549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美元)(累積) USD*

富蘭克林投顧 0810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美元)(月配)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USD

富蘭克林投顧 0676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歐元)(月配)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EUR

富蘭克林投顧 0661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歐元)(年配)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EUR

富蘭克林投顧 1171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澳幣避險)(月配)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AUD

新興市場美元企業債

新興市場本地貨幣公債
(投資部位有部分為匯率操

作)

新興市場本地貨幣公債
(投資部位有部分為匯率操

作)

新興市場美元公債

亞洲複合債

亞洲主權債

亞洲高收益債

歐洲高收益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