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名稱與代碼對照表(台幣保單) 

投資標的名稱 計價幣別 
投資標的代碼 

境內/境外 風險等級 
目標保險費 超額保險費 

瀚亞歐洲基金 A(註1) 新台幣 TFD4 SFD4 境內基金 RR4 

瀚亞威寶貨幣市場基金(註1) 新台幣 TFD2 SFD2 境內基金 RR1 

瀚亞菁華基金 A(註1) 新台幣 TFD7 SFD7 境內基金 RR4 

瀚亞美國高科技基金 A(註1) 新台幣 TFD8 SFD8 境內基金 RR4 

瀚亞印度基金 A(註1) 新台幣 TFDA SFDA 境內基金 RR5 

瀚亞股債入息組合基金 A (註1) 新台幣 TFDE SFDE 境內基金 RR3 

瀚亞債券精選組合基金 A(註1) 新台幣 TFDN SFDN 境內基金 RR2 

瀚亞亞太基礎建設基金 A(註1) 新台幣 TFDX SFDX 境內基金 RR4 

瀚亞亞太高股息基金 A(註1) 新台幣 TFDY SFDY 境內基金 RR5 

瀚亞亞太不動產證券化基金 A(註1) 新台幣 TFDJ SFDJ 境內基金 RR5 

瀚亞巴西基金 A(註1) 新台幣 TFAM SFAM 境內基金 RR5 

瀚亞高科技基金 A(註1) 新台幣 TFFE SFFE 境內基金 RR5 

瀚亞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金 B 類型-新臺幣 

(註1) 
新台幣 TFGS SFGS 境內基金 RR3 

瀚亞債券精選組合基金 B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註1、註8 、註9、註10) 

新台幣 TFHP SFHP 境內基金 RR2 

瀚亞投資-全球科技股票基金 A(美元) (註1、註7) 美元 TFDL SFDL 境外基金 RR4 

瀚亞投資-泛歐股票基金 A(美元) (註1、註7) 美元 TFDM SFDM 境外基金 RR4 
瀚亞投資-亞洲債券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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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1、註7) 

美元 TFDW SFDW 境外基金 RR3 

M&G 北美股息基金 A(美元) (註2、註7) 美元 TFBU SFBU 境外基金 RR4 

M&G 全球未來趨勢基金 A(歐元) (註2、註7) 歐元 TFDQ SFDQ 境外基金 RR4 

瀚亞投資-全球價值股票基金 Aadmc1(澳幣
避險穩定月配)(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註1、註7、註8 、註9、註10) 
澳幣 TFIS SFIS 境外基金 RR3 

摩根新興 35 基金(註15) 新台幣 TFDI SFDI 境內基金 RR5 

摩根東協基金(美元)(累計) (註7、註15) 美元 TFDS SFDS 境外基金 RR5 

摩根印度基金(註7、註15) 美元 TFEZ SFEZ 境外基金 RR5 

摩根南韓基金(註7、註15) 美元 TFFA SFFA 境外基金 RR5 

摩根泰國基金(註7、註15) 美元 TFFB SFFB 境外基金 RR5 

摩根馬來西亞基金(註7、註15) 美元 TFFC SFFC 境外基金 RR5 

摩根 JPM 環球天然資源基金-A 股(累計) (註7、

註15) 
美元 TFAT SFAT 境外基金 RR4 

摩根 JPM 新興中東基金-A 股(分派) (本基金
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註1、註7) 

美元 TFFD SFFD 境外基金 RR5 

摩根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 股 ( 每月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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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7、註8、註9、註10、註15) 

美元 TFGP SFGP 境外基金 RR3 



 

 

基金名稱與代碼對照表(台幣保單) 

投資標的名稱 計價幣別 
投資標的代碼 

境內/境外 風險等級 
目標保險費 超額保險費 

摩根 JPM 多重收益基金-A 股(每月派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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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7、註8、註9、註10、註15) 

美元 TFHH SFHH 境外基金 RR3 

摩根 JPM 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美元）-A 股
（每月派息）(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註7、註8、註9、註10、註15) 

美元 TFHI SFHI 境外基金 R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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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7、註8、註9、註10、註15) 
美元 TFHK SFHK 境外基金 RR3 

摩根基金-新興市場債券基金-JPM 新興  
市場債券(歐元對沖)-A 股(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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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7、註15) 

歐元 TFDZ SFDZ 境外基金 RR3 

摩根 JPM 多重收益基金 A 股(利率入息)(澳幣
對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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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7、註8、

註9、註10、註15) 

澳幣 TFJK SFJK 境外基金 RR3 

摩根 JPM 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澳幣對
沖)A 股(利率入息)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註7、註8、註9、註10、註15) 

澳幣 TFJL SFJL 境外基金 RR3 

摩根 JPM 亞太入息基金(美元)-A 股(每月派
息)(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V(註7、註8、註

10、註 15) 
美元 TFKM SFKM 境外基金 RR3 

摩根 JPM 歐洲策略股息基金(美元對沖)-A 股
(每月派息)(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註

7、註8、註10、註 15) 
美元 TFKN SFKN 境外基金 RR4 

摩根 JPM策略總報酬基金-A股(美元對沖)(累
計)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
高風險債券) (註7、註15)  

美元 TFKW SFKW 境外基金 RR3 

摩根中國 A 股基金(美元) (註7、註15) 美元 TFPU SFPU 境內基金 RR5 

摩根中國雙息平衡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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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註5、註6、註15) 

新臺幣 TFQT SFQT 境內基金 RR4 

摩根中國雙息平衡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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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15) 
新臺幣 TFQU SFQU 境內基金 RR4 

摩根基金 - 美國科技基金 - JPM 美國科技

(美元) - A 股(分派)(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註7、註15) 

美元 TFYN SFYN 境外基金 RR4 

摩根中國 A 股基金  (註15) 新臺幣 TFYO SFYO 境內基金 RR5 

貝萊德永續能源基金 A2 美元 (註1、註7) 美元 TFDO SFDO 境外基金 RR4 

貝萊德世界礦業基金 A2 美元 (註1、註7) 美元 TFDV SFDV 境外基金 RR4 

貝萊德世界黃金基金 A2 美元 (註1、註7) 美元 TFAG SFAG 境外基金 RR5 

貝萊德環球資產配置基金 A2 美元 (註1、註7) 美元 TFAF SFAF 境外基金 RR3 

貝萊德拉丁美洲基金 A2 美元 (註1、註7) 美元 TFAO SFAO 境外基金 RR5 

貝萊德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2 美元 美元 TFBS SFBS 境外基金 RR3 



 

 

基金名稱與代碼對照表(台幣保單) 

投資標的名稱 計價幣別 
投資標的代碼 

境內/境外 風險等級 
目標保險費 超額保險費 

(註1、註7) 

貝萊德亞洲老虎債券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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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1、註7) 

美元 TFCD SFCD 境外基金 RR3 

貝萊德世界健康科學基金 A2 美元(註1、註7) 美元 TFCT SFCT 境外基金 RR3 

貝萊德美國中型企業價值基金 A2 美元(註1、註7) 美元 TFCU SFCU 境外基金 RR4 

貝萊德美國靈活股票基金 A2 美元(註1、註7) 美元 TFCV SFCV 境外基金 RR4 

貝萊德新興市場基金 A2 美元(註1、註7) 美元 TFCW SFCW 境外基金 RR5 

貝萊德環球前瞻股票基金A2美元  (註1、註7) 美元 TFEB SFEB 境外基金 RR3 

貝萊德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3(月配息) 

(註1、註7) 
美元 TFGI SFGI 境外基金 RR3 

貝萊德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6(穩定月
配息)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註1、註7、註8、註9、註10) 

美元 TFGV SFGV 境外基金 RR3 

貝萊德亞洲老虎債券基金 A6(穩定月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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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1、註7、註8、註9、註10) 

美元 TFHL SFHL 境外基金 RR3 

貝萊德美元優質債券基金 A3(月配息) 
 (註1、註7) 

美元 TFHM SFHM 境外基金 RR2 

貝萊德全球股票收益基金 A6 美元(穩定配
息)(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註1、註7、註8 、註9、註10) 

美元 TFIU SFIU 境外基金 RR3 

貝萊德日本特別時機基金 A2 美元(註1、註7) 美元 TFIW SFIW 境外基金 RR4 

貝萊德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6 美元(穩
定配息)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註1、註7、註8 、註9、註10) 

美元 TFIX SFIX 境外基金 RR3 

貝萊德環球資產配置基金 A2 歐元(註1、註7) 歐元 TFDP SFDP 境外基金 RR3 

貝萊德歐洲特別時機基金 A2 歐元(註1、註7) 歐元 TFAU SFAU 境外基金 RR4 

貝萊德世界健康科學基金 A2 歐元(註1、註7) 歐元 TFBQ SFBQ 境外基金 RR3 

貝萊德歐元優質債券基金 A2 歐元(註1、註7) 歐元 TFBR SFBR 境外基金 RR2 

貝萊德新興歐洲基金 A2 歐元(註1、註7) 歐元 TFCX SFCX 境外基金 RR5 

貝萊德歐元市場基金 A2 歐元(註1、註7) 歐元 TFCY SFCY 境外基金 RR4 

貝萊德歐洲基金 A2 歐元(註1、註7) 歐元 TFCZ SFCZ 境外基金 RR4 

貝萊德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8 澳幣(穩
定配息)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註1、註7、註8 、註9、註10) 

澳幣 TFIY SFIY 境外基金 RR3 

貝萊德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8 澳幣(穩
定配息)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註1、註7、註8 、註9、註10) 
澳幣 TFIZ SFIZ 境外基金 RR3 

貝萊德全球智慧數據股票入息基金 A6 美元 
(穩定配息)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註1、

註5、註6、註7) 
美元 TFPS SFPS 境外基金 RR4 

貝萊德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8多幣別穩
定月配息股份-南非幣避險(本基金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註1、註7、註8、註9、註10) 

南非幣 TFME SFME 境外基金 RR3 



 

 

基金名稱與代碼對照表(台幣保單) 

投資標的名稱 計價幣別 
投資標的代碼 

境內/境外 風險等級 
目標保險費 超額保險費 

貝萊德 ESG社會責任多元資產基金 Hedged 
A2 美元 (註1、註7) 美元 TFXV SFXV 境外基金 RR3 

貝萊德 ESG 社會責任多元資產基金 A8 多幣
別穩定月配息股份-美元幣避險(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註1、註7、註8、註9、註10) 

美元 TFYS SFYS 境外基金 RR3 

貝萊德全球智慧數據股票入息基金 A8 多幣
別穩定月配息股份-南非幣避險(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註1、註7、註8、註9、註10) 

南非幣 TFYT SFYT 境外基金 RR4 

安本標準-亞太股票基金 A 累積 美元(註4、註7) 美元 TFAH SFAH 境外基金 RR5 

安本標準-新興市場股票基金 A 累積 美元 (註4、

註7) 
美元 TFAP SFAP 境外基金 RR5 

安本標準環球永續股票基金 A 累積 美元(註

4、註7) 
美元 TFCR SFCR 境外基金 RR4 

晉達環球策略基金 - 環球黃金基金 C 收益
股份(註7、註15) 

美元 TFAR SFAR 境外基金 RR5 

晉達環球策略基金 - 環球策略股票基金 C 
收益股份(註7、註15) 

美元 TFAS SFAS 境外基金 RR3 

晉達環球策略基金 - 環球環境基金 C 累 
積股份(註7、註18) 

美元 TFYK SFYK 境外基金 RR3 

晉達環球策略基金 - 環球環境基金 C 收 
益股份(註7、註18) 

美元 TFYL SFYL 境外基金 RR3 

瑞銀(盧森堡)大中華股票基金(美元)(註7、註15) 美元 TFBK SFBK 境外基金 RR5 

瑞銀 (盧森堡) 美元基金(本基金非屬環境、社
會及治理相關主題基金) (註7、註15) 

美元 TFFH SFFH 境外基金 RR1 

瑞銀(盧森堡)新興市場債券基金(美元) (不配
息)(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
高風險債券) (註7、註15) 

美元 TFFI SFFI 境外基金 RR3 

瑞銀(盧森堡)歐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歐元) 
(註7、註15) 

歐元 TFFJ SFFJ 境外基金 RR3 

瑞銀(盧森堡)加拿大股票基金(加幣) 
(註1、註7) 

加幣 TFFF SFFF 境外基金 RR4 

瑞銀 (盧森堡)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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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7、註8、

註10、註15) 

美元 TFKQ SFKQ 境外基金 RR3 

瑞銀(盧森堡)中國精選股票基金(美元) (註7、註15) 美元 TFRS SFRS 境外基金 RR5 

瑞銀(盧森堡)中國精選股票基金 (美元)(月配

息)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註7、註8、註

10、註15) 

美元 TFYM SFYM 境外基金 RR5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2 股 美元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註7、註15) 

美元 TFBV SFBV 境外基金 RR3 

聯博-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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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7、註15) 

美元 TFBX SFBX 境外基金 RR3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T 股 美元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註7、註8、註10、註15) 

美元 TFGJ SFGJ 境外基金 RR3 

聯博美國收益基金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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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註7、註8、註10、註15) 

美元 TFHQ SFHQ 境外基金 RR3 



 

 

基金名稱與代碼對照表(台幣保單) 

投資標的名稱 計價幣別 
投資標的代碼 

境內/境外 風險等級 
目標保險費 超額保險費 

聯博-亞洲股票基金AD股美元(基金之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 (註7、註8、註10、註15) 

美元 TFJA SFJA 境外基金 RR5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A 股(穩定月
配)美元(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註7、註8、註9、註10、註15) 
美元 TFJD SFJD 境外基金 RR3 

聯博-美國收益基金 AA 股(穩定月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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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7、註8、註9、註10、註15) 

美元 TFJF SFJF 境外基金 RR3 

聯博歐洲收益基金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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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註7、註15) 

歐元 TFBW SFBW 境外基金 RR3 

聯博-美國收益基金 AT 澳幣避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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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7、註8、註10、註15) 

澳幣 TFHR SFHR 境外基金 RR3 

聯博-亞洲股票基金AD股澳幣避險(基金之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註7、註8、註10、註15) 

澳幣 TFJB SFJB 境外基金 RR5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A 股(穩定月
配)澳幣避險(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註7、註8、註9、註10、註15) 

澳幣 TFJC SFJC 境外基金 RR3 

聯博-美國收益基金 AA 股(穩定月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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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7、註8、註9、註10、註15) 

澳幣 TFJE SFJE 境外基金 RR3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T股澳幣避險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註7、註8、註10)、註15) 

澳幣 TFHS SFHS 境外基金 RR3 

聯博-優化波動股票基金 A 美元(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註7、註8、註15) 

美元 TFLS SFLS 境外基金 RR3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A(穩定月
配)南非幣避險級別(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註7、註8、註9、註10、註15) 

南非幣 TFMT SFMT 境外基金 RR3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 A2 類型(新台

幣)(本基金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註 1) 

新臺幣 TFRT SFRT 境內基金 RR3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 AD 類型(新台

幣)(本基金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註 1) 

新臺幣 TFRU SFRU 境內基金 RR3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 AD 類型 (美

元)(本基金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註 1、註 7) 

美元 TFRV SFRV 境內基金 RR3 

聯博-美國收益基金 AA(穩定月配)南非幣避
險級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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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7、註

15) 

南非幣 TFMU SFMU 境外基金 RR3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 AI 類型(新台幣) 
(註1) 

新臺幣 TFXT SFXT 境內基金 RR3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 AI 類型(美元) (註

1、註 7) 
美元 TFXU SFXU 境內基金 RR3 



 

 

基金名稱與代碼對照表(台幣保單) 

投資標的名稱 計價幣別 
投資標的代碼 

境內/境外 風險等級 
目標保險費 超額保險費 

聯博-美國成長基金 A 級別美元(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註 7、註15) 

美元 TFYW SFYW 境外基金 RR4 

富達基金-全球聚焦基金(A 股美元)(註7、註17) 美元 TFBY SFBY 境外基金 RR3 

富達基金-太平洋基金(A 股美元)(註7、註17) 美元 TFEC SFEC 境外基金 RR5 

富達基金-拉丁美洲基金(A 股美元)(註7、註17) 美元 TFEH SFEH 境外基金 RR5 

富達基金-東協基金(A 股美元)(註7、註17) 美元 TFEI SFEI 境外基金 RR5 

富達基金-全球債券基金(A 股美元)(註7、註17) 美元 TFEO SFEO 境外基金 RR2 

富達基金-中國內需消費基金(A 股美元) (註7、註

17) 
美元 TFHG SFHG 境外基金 RR5 

富達基金-全球入息基金(A 股【F1 穩定月配
息】美元)(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註7、

註8、註9、註10、註5) 
美元 TFJI SFJI 境外基金 RR3 

富達基金-永續發展全球健康護理基金(A 股
歐元)(註7、註17) 

歐元 TFBZ SFBZ 境外基金 RR3 

富達基金-南歐基金(A 股歐元)(註7、註17) 歐元 TFEK SFEK 境外基金 RR4 

富達基金-德國基金(A 股歐元)(註7、註17) 歐元 TFER SFER 境外基金 RR4 

富達基金-永續發展歐洲股票基金 (A 股歐
元)(註7、註17) 

歐元 TFET SFET 境外基金 RR4 

富達基金-歐洲多重資產收益基金(A 股歐元) 
(註7、註17) 

歐元 TFEU SFEU 境外基金 RR3 

富達基金-歐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 股歐
元)(註7、註17) 

歐元 TFEV SFEV 境外基金 RR3 

富達基金-歐洲動能基金(A 股歐元)(註7、註17) 歐元 TFEW SFEW 境外基金 RR4 

富達基金-歐洲基金(A 股歐元)(註7、註17) 歐元 TFEX SFEX 境外基金 RR4 

富達基金-歐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 股月
配息歐元)(註7、註17) 

歐元 TFGQ SFGQ 境外基金 RR3 

富達基金-北歐基金(A 股瑞典幣)(註7、註17) 
瑞典 

克朗 
TFED SFED 境外基金 RR4 

富達基金-全球入息基金 (A 股 H 月配息澳幣
避險)(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註7、註8、註9、註10、註17) 

澳幣 TFJJ SFJJ 境外基金 RR3 

富達基金-印度聚焦基金(A 股美元)(註 7、註17) 美元 TFXW SFXW 境外基金 RR5 

富達基金-永續發展亞洲股票基金 (A 股美
元)(註7、註17) 

美元 TFYZ SFYZ 境外基金 RR5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亞洲成長
基金美元 A(Ydis)股 (註7、註16) 

美元 TFAN SFAN 境外基金 RR5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 -新興國家
固定收益基金美元 A(Qdi s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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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註7、

註16) 

美元 TFAQ SFAQ 境外基金 RR3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 -新興國家
固定收益基金美元 A(Mdi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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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註7、註

16) 

美元 TFGU SFGU 境外基金 RR3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美國機會基金
美元 A(acc)股(註7、註16) 

美元 TFJG SFJG 境外基金 RR4 



 

 

基金名稱與代碼對照表(台幣保單) 

投資標的名稱 計價幣別 
投資標的代碼 

境內/境外 風險等級 
目標保險費 超額保險費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公司債基金美
元 A(Mdis)股(月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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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7、註16)  

美元 TFHO SFHO 境外基金 RR3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科技基金美元
A(acc)股(註7、註16) 

美元 TFLR SFLR 境外基金 RR4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生技領航基金 
A(acc)股 (美元) (註7、註16) 

美元 TFPV SFPV 境外基金 RR4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新興國家固
定收益基金澳幣避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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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配息來源可能為本金) (註7、註16) 

澳幣 TFMK SFMK 境外基金 RR3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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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配息來源可能為本金) 註7、註16) 

南非幣 TFML SFML 境外基金 RR3 

富達基金-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 股月
配息美元)(註7、註17) 美元 TFPQ SFPQ 境外基金 RR4 

施羅德(環)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1 股-累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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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7、註16) 

美元 TFCB SFCB 境外基金 RR3 

施羅德(環)新興亞洲基金 A1 股-累積 
(註7、註16) 

美元 TFCC SFCC 境外基金 RR5 

施羅德(環)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1 股-月配固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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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註7、註8、註9、註10、註16) 

美元 TFGW SFGW 境外基金 RR3 

施羅德(環)環球能源(歐元)A1-累積 (註7、註16) 歐元 TFCA SFCA 境外基金 RR5 

施羅德(環)環球股息基金(美元)AX-月配固定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註7、註8、註10、註16) 

美元 TFKR SFKR 境外基金 RR3 

納斯達克 100 指數基金 Invesco QQQ (註 1 

、註 7) 
美元 TFAY SFAY 境外基金 RR4 

史坦普 500 指數基金 SPDR S&P 500  
ETF Trust (註 1、註 7) 

美元 TFAZ SFAZ 境外基金 RR4 

道瓊工業指數基金 SPDR 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ETF Trust (註 1、註 7) 

美元 TFBA SFBA 境外基金 RR4 

景順環球消費趨勢基金 A 股 美元(註 1、註7) 美元 TFRR SFRR 境外基金 RR4 

路博邁投資基金 - NB 新興市場本地貨幣債 
券基金 T 月配息類股(美元) (註 1、註7、註8、註9、註10) 美元 TFQL SFQL 境外基金 RR3 

路博邁投資基金 - NB 新興市場本地貨幣債 
券基金 T 月配息類股(澳幣) (註 1、註7、註8、註9、註10) 澳幣 TFQM SFQM 境外基金 RR3 

路博邁投資基金 - NB 新興市場本地貨幣債 
券基金 T 月配息類股(南非幣) (註 1、註7、註8、註9、

註10) 
南非幣 TFQN SFQN 境外基金 RR3 

路博邁收益成長多重資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T 月配(美元) (本基金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
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註 1、註7、註

8、註9、註10) 

美元 TFXZ SFXZ 境內基金 RR3 

路博邁 5G 股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T 累積( 
美元) (註 1、註7) 美元 TFYA SFYA 境內基金 RR4 

路博邁 5G 股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T 累積(新 新台幣 TFYP SFYP 境內基金 RR4 



 

 

基金名稱與代碼對照表(台幣保單) 

投資標的名稱 計價幣別 
投資標的代碼 

境內/境外 風險等級 
目標保險費 超額保險費 

臺幣) (註 1、註7) 

路博邁收益成長多重資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T 累積(新臺幣)(本基金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
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註 1、註7) 

新台幣 TFYQ SFYQ 境內基金 RR3 

路博邁收益成長多重資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T 月配(新臺幣)(本基金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
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註 1、註

7、註8、註9、註10) 

新台幣 TFYR SFYR 境內基金 RR3 

路博邁投資基金-NB 美國房地產基金 T 累積 
類股(美元)(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註 1、

註7) 
美元 TFZE SFZE 境外基金 RR4 

路博邁投資基金-NB 美國房地產基金 T 月配 
息類股(美元)(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註

1、註7、註8、註9、註10) 
美元 TFZF SFZF 境外基金 RR4 

鋒裕匯理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A2 累積型(美元)(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註7、註 15) 

美元 TFZG SFZG 境內基金 RR3 

鋒裕匯理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A2 累積型(新臺幣)(本基金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註7、註 15) 

新臺幣 TFZH SFZH 境內基金 RR3 

鋒裕匯理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AD 月配型(美元)(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註7、註8、註9、註10、註 15) 

美元 TFZI SFZI 境內基金 RR3 

鋒裕匯理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AD 月配型(新臺幣)(本基金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註7、註8、註9、註10、註 15) 

新臺幣 TFZJ SFZJ 境內基金 RR3 

鋒裕匯理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A2 累積型(美元)(本基金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註7、註10、註 15) 

美元 TFZK SFZK 境內基金 RR4 

鋒裕匯理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A2 累積型(新臺幣)(本基金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 (註7、註10、註 15) 

新臺幣 TFZL SFZL 境內基金 RR4 

鋒裕匯理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AD 月配型(美元)(本基金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註7、註8、註9、註10、註 15) 

美元 TFZM SFZM 境內基金 RR4 

鋒裕匯理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AD 月配型(新臺幣)(本基金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 (註7、註8、註9、註10)、註 15) 

新臺幣 TFZN SFZN 境內基金 RR4 

鋒裕匯理實質收息多重資產基金-A2 累積型
(新臺幣)(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註7、註

10、註 15) 
新臺幣 TFZO SFZO 境內基金 RR4 

鋒裕匯理實質收息多重資產基金-AD 月配型
(新臺幣)(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註7、註

8、註9、註10、註 15) 
新臺幣 TFZP SFZP 境內基金 RR4 

鋒裕匯理實質收息多重資產基金-A2 累積型
(美元)(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註7、註

10、註 15) 
美元 TFZQ SFZQ 境內基金 RR4 

鋒裕匯理實質收息多重資產基金-AD 月配型
(美元)(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註7、註8、

註9、註10、註 15) 
美元 TFZR SFZR 境內基金 RR4 

新台幣浮動收益帳戶 新台幣 TFD6 SFD6 － － 

新台幣貨幣帳戶 新台幣 TFDF SFDF － － 



 

 

基金名稱與代碼對照表(台幣保單) 

投資標的名稱 計價幣別 
投資標的代碼 

境內/境外 風險等級 
目標保險費 超額保險費 

美元貨幣帳戶(註7) 美元 TFAD SFAD － － 

歐元貨幣帳戶(註7) 歐元 TFAX SFAX － － 

澳幣貨幣帳戶(註7)  澳幣 TFAL SFAL － － 

南非幣貨幣帳戶(註7) 南非幣 TFMV SFMV   

◎ 同一投資標的之「基本保險費投資標的代碼」與「增額保險費投資標的代碼」不同，填寫時請注意。 

  ◎ 投資型/年金商品可連結之投資標的，需依該商品條款及本公司相關規範辦理。 

註1: 投保本商品需經雙證件確認身分，另依基金發行機構規定，美國人/居民(公司)不得投資本基金。 

註2: 投保本商品需經雙證件確認身分，另依基金發行機構規定，美國人/居民(公司)及英國人/居民(公司)不得投資本基金。 

註3: 投保本商品需經雙證件確認身分，另依基金發行機構規定，美國人/居民(公司)、英國人/居民(公司)、新加坡人/居民(公司)及模里西斯人/居民

(公司)不得投資本基金。 

註4: 投保本商品需經雙證件確認身分，另依基金發行機構規定，美國人/居民(公司)及加拿大人/居民(公司)不得投資本基金。 

註5: 投保本商品需經雙證件確認身分，另依基金發行機構規定，美國人/居民(公司)及加拿大居民(公司)不得投資本基金。 

註6: 投保本商品需經雙證件確認身分，另依基金發行機構規定，美國人/居民(公司)、加拿大人及澳洲人不得投資本基金。 

註7: 要保人須已成年，且須檢附「要保人委託壽險業者辦理結匯授權書」始得連結。 

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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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可能導致原始投資金額減損。 

註9: 本基金配息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 

註10: 凡基金配息或收益可能涉及本金者，其「配息組成項目」查詢管道，請參閱商品說明書或至各投資標的所屬公司網站查詢。 

註11: 全權委託投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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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可能導致原始投資金額減損。 

註12: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資產撥回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 

註13: 本全權委託投資帳戶資產撥回時可能涉及本金，其「撥回組成項目」請參閱商品說明書。 

註14: 本全權委託投資帳戶可供投資之標的名單請詳商品說明書。 

註15: 投保本商品需經雙證件確認身分，另依基金發行機構規定，美國人/居民(公司)、俄羅斯人/白俄羅斯人不得投資本基金。 

註16: 投保本商品需經雙證件確認身分，另依基金發行機構規定，美國人/居民(公司)及加拿大人/居民(公司)、俄羅斯人/白俄羅斯人不得投資本基金。 

註17: 投保本商品需經雙證件確認身分，另依基金發行機構規定，美國人/居民(公司)、加拿大居民(公司)、俄羅斯人/白俄羅斯人不得投資本基金。 

註18: 投保本商品需經雙證件確認身分，另依基金發行機構規定，美國、加拿大及澳洲國籍、俄羅斯人/白俄羅斯人不得投資本基金。 



 

 

基金名稱與代碼對照表(美元保單) 

投資標的名稱 計價幣別 
投資標的代碼 

境內/境外 風險等級 
目標保險費 超額保險費 

瀚亞投資-全球價值股票基金 A(註 1) 美元 TFDC SFDC 境外基金 RR3 

瀚亞投資-全球科技股票基金 A (註 1) 美元 TFDG SFDG 境外基金 RR4 

瀚亞投資-泛歐股票基金 A (註 1) 美元 TFDH SFDH 境外基金 RR4 

瀚亞投資-亞洲債券基金 A(本基金有相當 

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註 1) 
美元 TFAB SFAB 境外基金 RR3 

瀚亞投資-拉丁美洲股票基金 A(註 1) 美元 TFBB SFBB 境外基金 RR5 

瀚亞投資-中國股票基金 A (註 1) 美元 TFBJ SFBJ 境外基金 RR5 

瀚亞投資-M&G 北美股息基金 A (註 2) 美元 TFCE SFCE 境外基金 RR4 

摩根東協基金(美元)(累計) (註 11) 美元 TFDU SFDU 境外基金 RR5 

摩根印度基金(註 11) 美元 TFGB SFGB 境外基金 RR5 

摩根南韓基金(註 11) 美元 TFGC SFGC 境外基金 RR5 

摩根泰國基金(註 11) 美元 TFGD SFGD 境外基金 RR5 

摩根馬來西亞基金(註 11) 美元 TFGE SFGE 境外基金 RR5 

摩根 JPM 環球天然資源基金-A 股(累計) (註 11) 美元 TFBI SFBI 境外基金 RR4 

摩根 JPM 新興中東基金-A 股(分派) (本基金
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註 11) 

美元 TFGF SFGF 境外基金 RR5 

摩根新興市場債券基金-A 股(每月派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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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8、註9、註10、註11) 

美元 TFGR SFGR 境外基金 RR3 

摩根 JPM 多重收益基金-A 股(每月派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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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8、註9、註10、註

11) 

美元 TFHV SFHV 境外基金 RR3 

摩根 JPM 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美元）- A
股（每月派息）(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註8、註9、註10、註11) 
美元 TFHW SFHW 境外基金 RR3 

摩根 JPM 新興市場本地貨幣債券基金-A 股
(每月派息)(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註8、註9、註10、註11) 

美元 TFHY SFHY 境外基金 RR3 

摩根亞太入息基金(美元)-A 股(每月派息)(本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註 1、註8、註10) 

美元 TFKM SFKM 境外基金 RR3 

摩根歐洲策略股息基金(美元對沖)-A 股(每月
派息)(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註 8、註

10、註 11) 
美元 TFKN SFKN 境外基金 RR4 

摩根 JPM 策略總報酬基金-A 股(美元對
沖)(累計)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
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註7、註1 1) 

美元 TFKW SFKW 境外基金 RR3 

貝萊德新能源基金 A2 (註 1) 美元 TFDT SFDT 境外基金 RR4 

貝萊德世界礦業基金 A2 (註 1) 美元 TFAA SFAA 境外基金 RR4 

貝萊德世界黃金基金 A2 (註 1) 美元 TFAJ SFAJ 境外基金 RR5 

貝萊德環球資產配置基金 A2(註 1) 美元 TFAI SFAI 境外基金 RR3 



 

 

基金名稱與代碼對照表(美元保單) 

投資標的名稱 計價幣別 
投資標的代碼 

境內/境外 風險等級 
目標保險費 超額保險費 

貝萊德拉丁美洲基金 A2 (註 1) 美元 TFBD SFBD 境外基金 RR5 

貝萊德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2 (註 1) 美元 TFCG SFCG 境外基金 RR3 

貝萊德亞洲老虎債券基金 A2(本基金有相當
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註 1) 

美元 TFCH SFCH 境外基金 RR3 

貝萊德世界健康科學基金 A2(註 1) 美元 TFFL SFFL 境外基金 RR3 

貝萊德美國中型企業價值基金 A2(註 1) 美元 TFFM SFFM 境外基金 RR4 

貝萊德美國靈活股票基金 A2(註 1) 美元 TFFN SFFN 境外基金 RR4 

貝萊德新興市場基金 A2 (註 1) 美元 TFFO SFFO 境外基金 RR5 

貝萊德環球特別時機基金 A2(註 1) 美元 TFFQ SFFQ 境外基金 RR3 

貝萊德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3(月配
息 )  (註 1) 

美元 TFGN SFGN 境外基金 RR3 

貝萊德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6(穩定月
配息 )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註 1、

註8、註9、註10) 
美元 TFGY SFGY 境外基金 RR3 

貝萊德亞洲老虎債券基金 A6(穩定月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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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1、註8、註9、註10) 

美元 TFHZ SFHZ 境外基金 RR3 

貝萊德美元優質債券基金 A3(月配息) (註 1) 美元 TFIA SFIA 境外基金 RR2 

貝萊德全球股票收益基金 A6 美元(穩定配
息)(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註1、註8、註9、

註10) 
美元 TFJR SFJR 境外基金 RR3 

貝萊德日本特別時機基金 A2 美元(註 1) 美元 TFJS SFJS 境外基金 RR4 

貝萊德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6 美元(穩
定配息)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註1、註8、

註9、註10) 
美元 TFJT SFJT 境外基金 RR3 

安本環球亞太股票基金 A2 (註 4) 美元 TFAK SFAK 境外基金 RR4 

安本環球新興市場股票基金 A2 (註 4) 美元 TFBE SFBE 境外基金 RR5 

安本標準環球永續股票基金 A 累積 美元(註

4) 
美元 TFFK SFFK 境外基金 RR4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亞洲成長基金
美元A(Ydis)股(註 13) 

美元 TFBC SFBC 境外基金 RR5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 -新興國家
固定收益基金美元 A(Qdis)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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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註 13) 

美元 TFBF SFBF 境外基金 RR3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 -新興國家
固定收益基金美元 A(Mdi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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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註 13) 

美元 TFGX SFGX 境外基金 RR3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美國機會基金
美元 A(acc)股(註 13) 

美元 TFJX SFJX 境外基金 RR4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科技基金美元
A(acc)股(註7、註13) 

美元 TFLR SFLR 境外基金 RR4 

晉達環球策略基金 - 環球黃金基金 C 收益 美元 TFBG SFBG 境外基金 RR5 



 

 

基金名稱與代碼對照表(美元保單) 

投資標的名稱 計價幣別 
投資標的代碼 

境內/境外 風險等級 
目標保險費 超額保險費 

股份(註 11) 

晉達環球策略基金 - 環球策略股票基金 C 
收益股份(註 11) 

美元 TFBH SFBH 境外基金 RR3 

瑞銀(盧森堡)大中華股票基金(美元)(註 11) 美元 TFCJ SFCJ 境外基金 RR5 

瑞銀 (盧森堡) 美元基金(本基金非屬環境、社
會及治理相關主題基金) (註 11) 

美元 TFGG SFGG 境外基金 RR1 

瑞銀(盧森堡)新興市場債券基金(美元)(不配
息)(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
高風險債券)(註 11) 

美元 TFGH SFGH 境外基金 RR3 

瑞銀 (盧森堡)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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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8、註

10、註11) 

美元 TFKQ SFKQ 境外基金 RR3 

瑞銀(盧森堡)中國精選股票基金 (美元) (註 11) 美元 TFRS SFRS 境外基金 RR5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2 股 美元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註 11) 美元 TFCK SFCK 境外基金 RR3 

聯博-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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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1) 

美元 TFCL SFCL 境外基金 RR3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T 股美元 (基
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註8、註10、註 11) 

美元 TFGO SFGO 境外基金 RR3 

聯博美國收益基金 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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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8、註10、註 11) 

美元 TFID SFID 境外基金 RR3 

聯博-亞洲股票基金 AD 股美元(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註8、註10、註 11) 美元 TFJU SFJU 境外基金 RR5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A股(穩定月
配)美元(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註8、註9、註10、註 11) 

美元 TFJV SFJV 境外基金 RR3 

聯博-美國收益基金 AA 股(穩定月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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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8、註9、註10、註 11) 

美元 TFJW SFJW 境外基金 RR3 

聯博-優化波動股票基金 A 美元(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註7、註8、註11) 

美元 TFLS SFLS 境外基金 RR3 

富達基金-全球聚焦基金(A 股美元)(註 12) 美元 TFCM SFCM 境外基金 RR3 

富達基金-太平洋基金(A 股美元)(註 12) 美元 TFFR SFFR 境外基金 RR5 

富達基金-拉丁美洲基金(A 股美元)(註 12) 美元 TFFU SFFU 境外基金 RR5 

富達基金-東協基金(A 股美元)(註 12) 美元 TFFV SFFV 境外基金 RR5 

富達基金-全球債券基金(A 股美元)(註 12) 美元 TFFY SFFY 境外基金 RR2 

富達基金-中國內需消費基金(A 股美元)(註 12) 美元 TFHU SFHU 境外基金 RR5 

富達基金-全球入息基金(A 股【F1 穩定月配
息】美元)(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註8、註9、註10、註12) 

美元 TFJZ SFJZ 境外基金 RR3 

富達基金-印度聚焦基金(A 股美元)(註12) 美元 TFXW SFXW 境外基金 RR5 



 

 

基金名稱與代碼對照表(美元保單) 

投資標的名稱 計價幣別 
投資標的代碼 

境內/境外 風險等級 
目標保險費 超額保險費 

施羅德(環)新興市場債券基 A1 股-累積(註 13) 美元 TFCN SFCN 境外基金 RR3 

施羅德(環)新興亞洲基金 A1 股-累積(註 13) 美元 TFCO SFCO 境外基金 RR5 

施羅德(環)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1 股(月配
息)(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註8、註9、註10、

註13) 
美元 TFGZ SFGZ 境外基金 RR3 

施羅德(環)環球股息基金(美元)AX-月配固定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註8、註10、註13) 

美元 TFKR SFKR 境外基金 RR3 

景順日本動力基金 A(美元對沖)股美元(註 1) 美元 TFKB SFKB 境外基金 RR4 

景順日本動力基金 A-年配息股美元(註 1) 美元 TFKC SFKC 境外基金 RR4 

景順歐洲大陸企業基金 A-年配息股美元(註 1) 美元 TFKD SFKD 境外基金 RR4 

景順環球消費趨勢基金 A 股 美元(註 1) 美元 TFRR SFRR 境外基金 RR4 

美元貨幣帳戶 美元 TFDD SFDD － － 

路博邁投資基金 - NB新興市場本地貨幣債券
基金 T 月配息類股(美元) (註 1) 美元 TFQL SFQL 境外基金 RR3 

納斯達克 100 指數基金 POWERSHARE  
QQQ (註 1、註 7) 美元 TFBL SFBL 境外基金 RR4 

史坦普 500 指數基金 SPDR S&P 500 ETF 
Trust  (註 1、註 7) 美元 TFBM SFBM 境外基金 RR4 

道瓊工業指數基金 SPDR 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ETF Trust  (註 1、註 7) 美元 TFBN SFBN 境外基金 RR4 

路博邁收益成長多重資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T 月配(美元) (本基金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
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註 1、註8、註

9、註10) 

美元 TFXZ SFXZ 境內基金 RR3 

路博邁 5G 股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T 累積(美
元) (註 1、註 7) 美元 TFYA SFYA 境內基金 RR4 

◎ 同一投資標的之「基本保險費投資標的代碼」與「增額保險費投資標的代碼」不同，填寫時請注意。 

  ◎ 投資型/年金商品可連結之投資標的，需依該商品條款及本公司相關規範辦理。 

註1: 投保本商品需經雙證件確認身分，另依基金發行機構規定，美國人/居民(公司)不得投資本基金。 

註2: 投保本商品需經雙證件確認身分，另依基金發行機構規定，美國人/居民(公司)及英國人/居民(公司)不得投資本基金。 

註3: 投保本商品需經雙證件確認身分，另依基金發行機構規定，美國人/居民(公司)、英國人/居民(公司)、新加坡人/居民(公司)及模里西斯人/居

民(公司)不得投資本基金。 

註4: 投保本商品需經雙證件確認身分，另依基金發行機構規定，美國人/居民(公司)及加拿大人/居民(公司)不得投資本基金。 

註5: 投保本商品需經雙證件確認身分，另依基金發行機構規定，美國人/居民(公司)及加拿大居民(公司)不得投資本基金。 

註6: 投保本商品需經雙證件確認身分，另依基金發行機構規定，美國人/居民(公司)、加拿大人及澳洲人不得投資本基金。 

註7: 要保人須已成年，且須檢附「要保人委託壽險業者辦理結匯授權書」始得連結。 

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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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可能導致原始投資金額減損。 

註9: 本基金配息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 

註10: 凡基金配息或收益可能涉及本金者，其「配息組成項目」查詢管道，請參閱商品說明書或至各投資標的所屬公司網站查詢。 

註11: 投保本商品需經雙證件確認身分，另依基金發行機構規定，美國人/居民(公司)、俄羅斯人/白俄羅斯人不得投資本基金。 

註12: 投保本商品需經雙證件確認身分，另依基金發行機構規定，美國人/居民(公司)、加拿大居民(公司)、俄羅斯人/白俄羅斯人不得投資本基金。 

註13: 投保本商品需經雙證件確認身分，另依基金發行機構規定，美國人/居民(公司)及加拿大人/居民(公司)、俄羅斯人/白俄羅斯人不得投資本基金。 



 

 

基金名稱與代碼對照表(人民幣保單) 

投資標的名稱 計價幣別 
投資標的代碼 

境內/境外 風險等級 
目標保險費 超額保險費 

華夏滬深 300 指數 ETF (註 1) 人民幣 TFHA SFHA 境外基金 RR5 

南方富時中國 A50 ETF (註 1) 人民幣 TFHB SFHB 境外基金 RR5 

嘉實 MSCI 中國 A 股指數 ETF (註 1) 人民幣 TFHD SFHD 境外基金 RR5 

人民幣貨幣帳戶 人民幣 TFHE SFHE － － 

◎ 同一投資標的之「基本保險費投資標的代碼」與「增額保險費投資標的代碼」不同，填寫時請注意。 

  ◎ 投資型/年金商品可連結之投資標的，需依該商品條款及本公司相關規範辦理。 

註1: 投保本商品需經雙證件確認身分，另依基金發行機構規定，美國人/居民(公司)不得投資本基金。 

註2: 投保本商品需經雙證件確認身分，另依基金發行機構規定，美國人/居民(公司)及英國人/居民(公司)不得投資本基金。 

註3: 投保本商品需經雙證件確認身分，另依基金發行機構規定，美國人/居民(公司)、英國人/居民(公司)、新加坡人/居民(公司)及模里西斯人/居

民(公司)不得投資本基金。 

註4: 投保本商品需經雙證件確認身分，另依基金發行機構規定，美國人/居民(公司)及加拿大人/居民(公司)不得投資本基金。 

註5: 投保本商品需經雙證件確認身分，另依基金發行機構規定，美國人/居民(公司)及加拿大居民(公司)不得投資本基金。 

註6: 投保本商品需經雙證件確認身分，另依基金發行機構規定，美國人/居民(公司)、加拿大人及澳洲人不得投資本基金。 

註7: 要保人須已成年，且須檢附「要保人委託壽險業者辦理結匯授權書」始得連結。 

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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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可能導致原始投資金額減損。 

註9: 本基金配息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 

註10: 凡基金配息或收益可能涉及本金者，其「配息組成項目」查詢管道，請參閱商品說明書或至各投資標的所屬公司網站查詢。 



 

 

基金名稱與代碼對照表(結構型債券/投資連結型商品) 

投資標的名稱 計價幣別 投資標的代碼 境內/境外 風險等級 

優越連動債券 1 美元 CGF1 － － 

優越連動債券 2 美元 CGF2 － － 

優越連動債券 3 美元 CGF3 － － 

優越連動債券 4 美元 CG04 － － 

優越連動債券 5 美元 CG05 － － 

優越連動債券 6 美元 CG06 － － 

優越連動債券 7 美元 CG07 － － 

優越連動債券 8 美元 CG08 － － 

優越連動債券 9 美元 CG09 － － 

優越連動債券 10 美元 CG10 － － 

優越連動債券 11 美元 CG11 － － 

優越連動債券 12 美元 CG12 － － 

優越連動債券 13 美元 CG13 － － 

優越連動債券 14 美元 CG14 － － 

金采年年連動債券 15 美元 CG15 － － 

金采年年連動債券 16 澳幣 CG16 － － 

金采年年連動債券 17 澳幣 CG17 － － 

金采年年連動債券 18 澳幣 CG18 － － 

新台幣貨幣帳戶 新台幣 TFGK － － 

美元貨幣帳戶 美元 TFGL － － 

澳幣貨幣帳戶 澳幣 TFGM － － 



 

 

◎ 同一投資標的之「基本保險費投資標的代碼」與「增額保險費投資標的代碼」不同，填寫時請注意。 

  ◎ 投資型/年金商品可連結之投資標的，需依該商品條款及本公司相關規範辦理。 

註1: 投保本商品需經雙證件確認身分，另依基金發行機構規定，美國人/居民(公司)不得投資本基金。 

註2: 投保本商品需經雙證件確認身分，另依基金發行機構規定，美國人/居民(公司)及英國人/居民(公司)不得投資本基金。 

註3: 投保本商品需經雙證件確認身分，另依基金發行機構規定，美國人/居民(公司)、英國人/居民(公司)、新加坡人/居民(公司)及模里西斯人/居

民(公司)不得投資本基金。 

註4: 投保本商品需經雙證件確認身分，另依基金發行機構規定，美國人/居民(公司)及加拿大人/居民(公司)不得投資本基金。 

註5: 投保本商品需經雙證件確認身分，另依基金發行機構規定，美國人/居民(公司)及加拿大居民(公司)不得投資本基金。 

註6: 投保本商品需經雙證件確認身分，另依基金發行機構規定，美國人/居民(公司)、加拿大人及澳洲人不得投資本基金。 

註7: 要保人須已成年，且須檢附「要保人委託壽險業者辦理結匯授權書」始得連結。 

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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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可能導致原始投資金額減損。 

註9: 本基金配息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 

註10: 凡基金配息或收益可能涉及本金者，其「配息組成項目」查詢管道，請參閱商品說明書或至各投資標的所屬公司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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