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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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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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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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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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華投信 08 復華中小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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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豐投信 37 永豐標普東南亞指數基金(台幣) TWD

永豐投信 38 永豐標普東南亞指數基金(美元) USD

柏瑞投信 63
柏瑞多重資產特別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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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瑞投信 64
柏瑞多重資產特別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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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TWD

柏瑞投信 65
柏瑞多重資產特別收益(澳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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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D

柏瑞投信 66
柏瑞多重資產特別收益(澳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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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D

柏瑞投信 67
柏瑞多重資產特別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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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瑞投信 68
柏瑞多重資產特別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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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Y

柏瑞投信 69
柏瑞多重資產特別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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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瑞投信 70
柏瑞多重資產特別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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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D

野村投信 96
野村亞太收益多重資產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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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村投信 97
野村亞太收益多重資產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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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TWD

野村投信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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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D

野村投信 99
野村亞太收益多重資產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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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D

野村投信 100
野村亞太收益多重資產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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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村投信 101
野村亞太收益多重資產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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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Y

摩根投信 59
摩根中國雙息平衡基金-累積型(台幣)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TWD

摩根投信 60
摩根中國雙息平衡基金-月配型(台幣)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TWD

摩根投信 61
摩根中國雙息平衡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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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Y

摩根投信 62
摩根中國雙息平衡基金-月配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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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CNY

環球股票/大型 國泰投顧 MSIMGBA82 摩根士丹利環球品牌 USD

貝萊德投信 BLKCAPMA 貝萊德環球小型企業A2(美元) USD

貝萊德投信 BLKCAPEA 貝萊德環球小型企業A2(歐元) EUR
摩根投信 USSG JPM美國企業成長(美元)－A股(分派) U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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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內基金
貨幣型

貨幣市場

亞洲複合債

                群益金鼎證券財富管理信託平台－精選優惠基金

東協市場

境內基金
債券型

亞太多元資產

境內基金
股票型

中國股債平衡

中國/大中華

境內基金
平衡型

環球多元資產

環球股票/中小型

美國

境外基金
股票型



類別 投資區域 基金公司 基金代號 中文名稱
計價
幣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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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ESVAEUR 聯博歐元區股票A(歐元) EUR

ABESVAUSD 聯博歐元區股票A(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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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羅斯 摩根投信 RUSSAU
JPM俄羅斯(美元)－A股(分派)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USD

富達投信 GLAD 富達拉丁美洲 USD

摩根投信 BAPAAU JPM巴西(美元)－A股(累計) USD

富達投信 GFANS 富達基金-亞洲成長趨勢基金(美元)(年配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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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順投信 1052AY 景順中國(美元)(年配) USD*

景順投信 1052A6 景順中國(歐元對沖) EUR

景順投信 1052DG 景順中國(澳幣對沖) AUD

大中華 富達投信 GFHGD 富達大中華(美元) USD

摩根投信 JFJT 摩根日本(日圓) JPY*
摩根投信 JYHAU 摩根日本(日圓)(美元對沖)(累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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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達投信 GIAFD 富達印度聚焦 USD
富達投信 GIAFE 富達印度聚焦(歐元) EUR

全球新興市場/大型 富蘭克林投顧 0575 富蘭克林坦伯頓金磚四國(美元)(累積) USD

全球新興市場/中小型 摩根投信 EMSCAU JPM新興市場小型企業(美元)－A股perf(累計) USD

貝萊德投信 BLKTEPMA 貝萊德世界科技A2(美元) USD

貝萊德投信 BLKTEAMA 貝萊德世界科技A2(歐元) EUR

摩根投信 USTADU JPM美國科技(美元)－A股(分派) U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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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貝萊德投信 BLKMWHAA 貝萊德世界健康科學A2(美元) USD

貝萊德投信 BLKMHWAA 貝萊德世界健康科學A2(歐元) E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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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 EUR

野村投信 INGIEN NN(L)能源(美元) USD

野村投信 INGIENU NN(L)能源(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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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貝萊德投信 BLKMWMAA 貝萊德世界礦業A2(美元) USD

貝萊德投信 BLKMMWAA 貝萊德世界礦業A2(歐元) EUR

黃金 野村投信 GGOC 天達環球黃金基金(美元) USD

富達投信 GEMAU 富達新興歐非中東(美元)(年配權) USD
富達投信 GEMAA 富達新興歐非中東(美元)(累積) USD

新興亞太/        中小型股

印度

全球健護

境外基金
股票型

歐洲/歐元區/大型

歐洲/歐元區不含英國/中小型

科技

美國

能源

金融

天然資源-礦業探勘

景順投信

拉丁美洲

聯博投信

東歐

日本/              中小型股

中國

新興亞太/         大型股

東協市場

日本/              大型股

特殊市場



類別 投資區域 基金公司 基金代號 中文名稱
計價
幣別

富達投信 GEMAE 富達新興歐非中東(歐元)(年配權) EUR

富達投信 GEMAF 富達新興歐非中東(歐元)(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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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根投信 GCBAAU JPM環球企業債券(美元)－A股(累計) USD

摩根投信 GCBAMU
JPM環球企業債券(美元)－A股(每月派息)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USD

野村投信 INGRC NN(L)投資級公司債(美元) USD*

野村投信 INGRCD
NN(L)投資級公司債(美元)(月配)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USD

野村投信 INGRCDA
NN(L)投資級公司債(澳幣對沖)(月配)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AUD

聯博投信 ABEIOPA2EUR
聯博歐洲收益A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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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博投信 ABEIOPA2USD
聯博歐洲收益A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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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博投信 ABEIOPAAAUDH
聯博歐洲收益AA(澳幣避險)(穩定月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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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EIOPAAEUR
聯博歐洲收益AA(歐元)(穩定月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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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EIOPAAUSDH
聯博歐洲收益AA(美元避險)(穩定月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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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EIOPATEUR
聯博歐洲收益AT(歐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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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R*

聯博投信 ABEIOPATUSD
聯博歐洲收益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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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EIOPATAUDH
聯博歐洲收益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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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EIOPATUSDH
聯博歐洲收益AT(美元避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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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D

貝萊德投信 BLKBIAUT 貝萊德全球通膨連結債券A2(美元) USD*

貝萊德投信 BLKGIUAT 貝萊德全球通膨連結債券A3(美元)(月配) USD

貝萊德投信 BLKGIAHT 貝萊德全球通膨連結債券Hedged A2(歐元) E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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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通膨掛勾債券

境外基金
平衡型

全球

全球新興市場

 歐洲複合債

特殊市場

美國投資級企業債

環球高收益債

境外基金
股票型



類別 投資區域 基金公司 基金代號 中文名稱
計價
幣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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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根投信 GHYAAU
JPM環球高收益債券(美元)－A股(累計)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USD*

摩根投信 GHYAMU
JPM環球高收益債券(美元)－A股(每月派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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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根投信 GHYAAE
JPM環球高收益債券(歐元對沖)－A股(累計)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EUR

摩根投信 GHYAIA
JPM環球高收益債券(澳幣對沖)－A股(利率入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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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根投信 GHYAAA
JPM環球高收益債券(澳幣對沖)－A股(累計)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AUD

貝萊德投信 BLKTIGMA
貝萊德亞洲老虎債券A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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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貝萊德投信 BLKTIBAU
貝萊德亞洲老虎債券A6(美元)(穩定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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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貝萊德投信 BLKTIBMA
貝萊德亞洲老虎債券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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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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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村投信 EMC651
天達新興市場公司債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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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村投信 EMCDC
天達新興市場公司債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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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USD

野村投信 EMC779
天達新興市場公司債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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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ZAR

野村投信 EMC749
天達環球新興市場公司債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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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AUD

亞洲高收益債

新興市場美元企業債

新興市場美元公債

亞洲複合債

環球高收益債



類別 投資區域 基金公司 基金代號 中文名稱
計價
幣別

摩根投信 EMLCAU JPM新興市場本地貨幣債券(美元)－A股(累計) USD*

摩根投信 EMLCMU
JPM新興市場本地貨幣債券(美元)－A股(每月派息)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USD

摩根投信 EMLCIA
JPM新興市場本地貨幣債券(澳幣對沖)－A股(利率入息)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A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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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7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新興國家固定收益基金南非幣避險A(Mdis)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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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AR

新興市場本地貨幣公債

新興市場本地貨幣公債
(投資部位有部分為匯率操作)

註一：著色處之柏瑞多重資產特別收益基金為IPO基金，預計為1月下旬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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