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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人壽澳利富投資標的批註條款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申訴電話：市話免費撥打0800-036-599、付費撥打02-2162-6201；傳真：0800-211-568；電子信箱(E-

mail)：service@cathaylife.com.tw） 
 

103.06.25國壽字第 103060003 號函備查 

104.04.01國壽字第 104040041 號函備查 

104.12.15國壽字第 104120009 號函備查 

105.07.08國壽字第 105070012 號函備查 

106.01.06國壽字第 106010006 號函備查 

106.07.06國壽字第 106070006 號函備查 

107.01.17國壽字第 107010015號函備查 

107.06.27國壽字第 107060005 號函備查 

107.12.27國壽字第 107120036 號函備查 

108.06.27國壽字第 108060019號函備查 

109.01.01國壽字第 109010043號函備查 

109.07.01國壽字第 109070059號函備查 

110.01.01 國壽字第 110010007 號函備查 

110.07.01 國壽字第 110070137 號函備查 

111.07.01 國壽字第 1110070022號函備查 

111.10.01 國壽字第 1110100051 號函備查 

112.01.01 國壽字第 1120010046 號函備查 

 

第一條 適用範圍 

本「國泰人壽澳利富投資標的批註條款」（以下簡稱『本批註條款』）適用於「國泰人壽澳利富外幣變

額年金保險」、「國泰人壽新澳利富外幣變額年金保險」及「國泰人壽超澳利富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以

下簡稱『本契約』）。 

本批註條款構成本契約之一部分，本批註條款與本契約牴觸時，應優先適用本批註條款，本批註條款未

約定者，適用本契約之相關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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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投資標的表 

一般投資標的 

投資標的名稱 簡稱(註一) 
投資標的 

種類 

計價幣

別 
投資機構 

收益分配或

撥回資產 

 (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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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博亞洲股票基金 

AD(澳幣避險)(基金之

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股票型 澳幣 聯博(盧森堡)公司 有*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A(穩定月配)澳幣避險級別(基

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

債券基金 AA(澳幣避

險)(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債券型 澳幣 聯博(盧森堡)公司 有* 

聯博-美國收益基金 AA(穩定月

配)澳幣避險級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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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博美國收益基金

A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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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澳幣 聯博(盧森堡)公司 有* 

聯博-歐洲收益基金 AA(穩定月

配)澳幣避險級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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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博歐洲收益基金

A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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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澳幣 聯博(盧森堡)公司 有* 

聯博-短期債券基金 AA(穩定月

配)澳幣避險級別(基金之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 

聯博短期債券基金

AA(澳幣避險)(基金之

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債券型 澳幣 聯博(盧森堡)公司 有* 

聯博-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A(穩

定月配)澳幣避險級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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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博新興市場債券基

金 A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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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澳幣 聯博(盧森堡)公司 有* 

聯博-中國優化波動股票基金

AD 月配澳幣避險級別(基金之

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聯博中國優化波動股

票基金 AD(澳幣避

險)(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股票型 澳幣 聯博(盧森堡)公司 有* 

聯博-新興市場多元收益基金

AD 月配澳幣避險級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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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博新興市場多元收

益基金 A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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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衡型 澳幣 聯博(盧森堡)公司 有* 

聯博-美國成長基金 AD 月配澳

幣避險級別(基金之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聯博美國成長基金

AD(澳幣避險)(基金之

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股票型 澳幣 聯博(盧森堡)公司 有* 

聯博-優化波動股票基金 AD 月

配澳幣避險級別(基金之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 

聯博優化波動股票基

金 AD(澳幣避險)(基金

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股票型 澳幣 聯博(盧森堡)公司 有* 

聯博-房貸收益基金 AA(穩定月 聯博房貸收益基金 債券型 澳幣 聯博(盧森堡)公司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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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標的名稱 簡稱(註一) 
投資標的 

種類 

計價幣

別 
投資機構 

收益分配或

撥回資產 

 (註二) 

配)澳幣避險級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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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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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博-全球靈活收益基金 AT 澳

幣避險級別(基金之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聯博全球靈活收益基

金(每月配息)(澳幣避

險)(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債券型 澳幣 聯博(盧森堡)公司 有 

首源亞洲優質債券基金第一類

股（澳幣避險 N）月配息(本基

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首源亞洲優質債券基

金(每月配息)(澳幣避

險)(本基金之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 

債券型 澳幣 
首源投資環球傘型基

金有限公司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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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達全球入息基金(A

股月配息)(澳幣避

險)(本基金之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 

股票型 澳幣 

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有* 

富達基金－美元非投資等級債

券基金 (A 股月配息澳幣避險) 

富達美元非投資等級

債券基金 (A 股月配

息澳幣避險) 

債券型 澳幣 

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有 

富達基金－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 股月配息澳幣避險)(本基金

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

風險債券) 

富達新興市場債券基

金 (A 股月配息澳幣

避險)(本基金主要係

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

高風險債券) 

債券型 澳幣 

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有 

富達基金－亞洲非投資等級債

券基金 (A 股 H 月配息澳幣避

險)(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富達亞洲非投資等級

債券基金(A 股月配

息)(澳幣避險)(本基金

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債券型 澳幣 

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有* 

富達基金－歐洲入息基金 (A 股

H 月配息澳幣避險)(本基金之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達歐洲入息基金(A

股月配息)(澳幣避

險)(本基金之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 

股票型 澳幣 

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有* 

NN (L) 投資級公司債基金 X 股

對沖級別澳幣(月配息)(本基金

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NN (L) 投資級公司債

基金(月配)(澳幣對

沖)(本基金之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  

債券型 澳幣 
NN Investment 

Partners B.V. 
有* 

NN (L) 亞洲債券基金 X 股對沖

級別澳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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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N (L) 亞洲債券基金

(月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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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澳幣 
NN Investment 

Partners B.V. 
有* 

NN (L)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X 股

對沖級別澳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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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N (L) 新興市場債券

基金(月配)(澳幣對

沖)(本基金有相當比

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

債券型 澳幣 
NN Investment 

Partners B.V.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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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標的名稱 簡稱(註一) 
投資標的 

種類 

計價幣

別 
投資機構 

收益分配或

撥回資產 

 (註二) 

為本金) 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NN (L) 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

金 X 股對沖級別澳幣(月配

息)(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NN (L) 環球非投資等

級債基金(月配)(澳幣

對沖)(本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債券型 澳幣 
NN Investment 

Partners B.V. 
有* 

NN (L) 歐元高股息基金 X 股對

沖級別澳幣(月配息)(本基金之

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NN (L) 歐元高股息基

金(每月配息)(澳幣對

沖)(本基金之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 

股票型 澳幣 
NN Investment 

Partners B.V. 
有* 

NN (L) 環球高股息基金 X 股對

沖級別澳幣(月配息)(本基金之

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NN (L) 環球高股息基

金(每月配息)(澳幣對

沖)(本基金之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 

股票型 澳幣 
NN Investment 

Partners B.V. 
有* 

NN (L) 美國高股息基金 X 股對

沖級別澳幣(月配息)(本基金之

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NN (L) 美國高股息基

金(每月配息)(澳幣對

沖)(本基金之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 

股票型 澳幣 
NN Investment 

Partners B.V. 
有* 

NN (L) 食品飲料基金 X 股對沖

級別澳幣(月配息)(本基金之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NN (L) 食品飲料基金

(每月配息)(澳幣對

沖)(本基金之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 

股票型 澳幣 
NN Investment 

Partners B.V. 
有* 

NN (L) 旗艦多元資產基金 X 股

對沖級別澳幣(月配息)(本基金

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NN (L) 旗艦多元資產

基金(每月配息)(澳幣

對沖)(本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平衡型 澳幣 
NN Investment 

Partners B.V. 
有* 

瀚亞投資─優質公司債基金

Aadmc1(澳幣避險穩定月配)(本

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瀚亞投資優質公司債

基金 Aadmc1(澳幣避

險)(本基金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債券型 澳幣 
瀚亞投資(盧森堡)股

份有限公司 
有* 

瀚亞投資─全球新興市場債券基

金 Aadmc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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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瀚亞投資全球新興市

場債券基金

Aadmc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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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澳幣 
瀚亞投資(盧森堡)股

份有限公司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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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瀚亞投資全球價值股

票基金 Aadmc1(澳幣

避險)(本基金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 

股票型 澳幣 
瀚亞投資(盧森堡)股

份有限公司 
有* 

瀚亞投資─亞洲債券基金

Aad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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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瀚亞投資亞洲債券基

金 Aad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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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澳幣 
瀚亞投資(盧森堡)股

份有限公司 
有* 

摩根投資基金 - 多重收益基金  摩根多重收益基金(利 平衡型 澳幣 摩根資產管理(歐洲)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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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標的名稱 簡稱(註一) 
投資標的 

種類 

計價幣

別 
投資機構 

收益分配或

撥回資產 

 (註二) 

-  JPM 多重收益(澳幣對沖)  -  

A 股(利率入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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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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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限公司 

摩根基金 - 亞太入息基金  -  

JPM 亞太入息（澳幣對沖） -  

A 股（利率入息）(本基金之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摩根亞太入息基金(利

率入息)(澳幣對沖)(本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平衡型 澳幣 
摩根資產管理(歐洲)

有限公司 
有* 

摩根投資基金 - 環球非投資等

級債券基金  -  JPM 環球非投

資等級債券（澳幣對沖） -  A

股（利率入息）(本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摩根環球非投資等級

債券基金(利率入

息)(澳幣對沖)(本基金

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債券型 澳幣 
摩根資產管理(歐洲)

有限公司 
有* 

摩根基金 - 新興市場企業債券

基金  -  JPM 新興市場企業債

券(澳幣對沖) - A 股(利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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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根新興市場企業債

券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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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澳幣 
摩根資產管理(歐洲)

有限公司 
有* 

摩根基金 - 新興市場本地貨幣

債券基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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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根新興市場本地貨

幣債券基金(利率入

息)(澳幣對沖)(本基金

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債券型 澳幣 
摩根資產管理(歐洲)

有限公司 
有* 

晉達環球策略基金 - 新興市場

公司債券基金 C 收益-2 股份

(澳幣避險 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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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晉達新興市場公司債

券基金(每月配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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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債券型 澳幣 
Ninety One 

Luxembourg S.A. 
有* 

霸菱成熟及新興市場非投資等

級債券基金-A 類澳幣避險月配

息型(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霸菱成熟及新興市場

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每月配息)(澳幣避

險)(本基金之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 

債券型 澳幣 
霸菱國際基金經理

(愛爾蘭)公司 
有* 

摩根士丹利環球平衡收益基金 

AHRM 股(澳幣避險)(本基金之

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摩根士丹利環球平衡

收益基金(每月配

息)(澳幣對沖)(本基金

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平衡型 澳幣 
MSIM 基金管理(愛爾

蘭)公司 
有* 

安聯收益成長基金-AM 穩定月

收類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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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聯收益成長基金(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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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衡型 澳幣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GmbH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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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標的名稱 簡稱(註一) 
投資標的 

種類 

計價幣

別 
投資機構 

收益分配或

撥回資產 

 (註二) 

安聯亞洲靈活債券基金-AM 穩

定月收類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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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聯亞洲靈活債券基

金(每月配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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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澳幣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GmbH 
有 

安聯全球新興市場高股息基金- 

AM 穩定月收類股(澳幣避險)(基

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安聯全球新興市場高

股息基金(每月配

息)(澳幣避險)(基金之

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股票型 澳幣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GmbH 
有 

貝萊德亞洲老虎債券基金 A8 多

幣別穩定月配息股份-澳幣避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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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貝萊德亞洲老虎債券

基金 A8(澳幣避

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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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澳幣 

貝萊德(盧森堡)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有* 

貝萊德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

金 A8 多幣別穩定月配息股份-

澳幣避險(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貝萊德美元非投資等

級債券基金 A8(澳幣

避險)(基金之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 

債券型 澳幣 

貝萊德(盧森堡)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有* 

貝萊德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8 多

幣別穩定月配息股份-澳幣避險

(基金主要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

高風險債券金且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貝萊德新興市場債券

基金 A8(澳幣避

險)(基金主要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

債券金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債券型 澳幣 

貝萊德(盧森堡)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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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幣避險(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貝萊德環球非投資等

級債券基金 A8(澳幣

避險)(基金之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 

債券型 澳幣 

貝萊德(盧森堡)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有* 

貝萊德全球股票收益基金 A8 多

幣別穩定月配息股份-澳幣避險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貝萊德全球股票收益

基金 A8(澳幣避險)(基

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股票型 澳幣 

貝萊德(盧森堡)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有* 

貝萊德亞太股票收益基金 A8 多

幣別穩定月配息股份-澳幣避險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貝萊德亞太股票收益

基金 A8(澳幣避險)(基

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股票型 澳幣 

貝萊德(盧森堡)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有* 

貝萊德環球企業債券基金 A8 多

幣別穩定月配息股份-澳幣避險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貝萊德環球企業債券

基金 A8(澳幣避險)(基

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債券型 澳幣 

貝萊德(盧森堡)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有*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新興市

場債券(澳幣避險)A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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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羅德新興市場債券

基金(每月配息)(澳幣

對沖)(本基金有相當

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

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

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

債券型 澳幣 
施羅德投資管理(歐

洲)有限公司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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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標的名稱 簡稱(註一) 
投資標的 

種類 

計價幣

別 
投資機構 

收益分配或

撥回資產 

 (註二) 

本金)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企

業債券(澳幣避險)A1-月配浮動

(C)(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施羅德環球企業債券

基金(每月配息)(澳幣

對沖)(基金之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 

債券型 澳幣 
施羅德投資管理(歐

洲)有限公司 
有*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非

投資等級債券(澳幣避險)A1-月

配固定(C)(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施羅德環球非投資等

級債券基金(每月配

息)(澳幣對沖)(基金之

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債券型 澳幣 
施羅德投資管理(歐

洲)有限公司 
有*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股

債收息基金(澳幣避險)A-月配固

定(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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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羅德環球股債收息

基金(每月配息)(澳幣

對沖)(本基金有相當

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

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

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平衡型 澳幣 
施羅德投資管理(歐

洲)有限公司 
有* 

施羅德傘型基金 II－亞洲高息股

債基金(澳幣避險)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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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羅德亞洲高息股債

基金(每月配息)(澳幣

對沖)(本基金有相當

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

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

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平衡型 澳幣 
施羅德投資管理(香

港)有限公司 
有*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亞洲股

息基金(澳幣避險)A-月配固定

(C)(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施羅德亞洲股息基金

(每月配息)(澳幣對

沖)(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股票型 澳幣 
施羅德投資管理(歐

洲)有限公司 
有*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收

息債券(澳幣避險)A-月配固定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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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羅德環球收息債券

基金(每月配息)(澳幣

避險)(本基金有相當

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

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

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債券型 澳幣 
施羅德投資管理(歐

洲)有限公司 
有*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目

標回報(澳幣避險)A-月配固定

(C)(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施羅德環球目標回報

基金(每月配息)(澳幣

避險)(基金之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 

平衡型 澳幣 
施羅德投資管理(歐

洲)有限公司 
有* 

安盛環球基金-美國非投資等級

債券基金 A DIS 「st」澳幣(避

險) (月配息)(本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安盛美國非投資等級

債券基金(每月配

息)(澳幣避險)(本基金

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債券型 澳幣 
安盛環球基金管理公

司 
有 

瑞銀 (盧森堡) 澳幣基金(本基

金非屬環境、社會及治理相關

主題基金) 

瑞銀 (盧森堡) 澳幣

基金(本基金非屬環

境、社會及治理相關

主題基金) 

貨幣市場型 澳幣 
瑞銀基金管理(盧森

堡)股份有限公司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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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配息停泊標的(註三) 

投資標的名稱 簡稱(註一) 
投資標的 

種類 

計價幣

別 
投資機構 

收益分配或

撥回資產 

 (註二) 

瑞銀 (盧森堡) 澳幣基金(本基

金非屬環境、社會及治理相關

主題基金) 

瑞銀 (盧森堡) 澳幣

基金 (本基金非屬環

境、社會及治理相關

主題基金) (配息停泊

標的) 

貨幣市場型 澳幣 
瑞銀基金管理(盧森

堡)股份有限公司 
無 

註一：本契約之要保書、銷售文件或其他約定書，關於投資標的名稱之使用，得以「簡稱」代之。 

註二：投資標的有無收益分配及其分配頻率係以投資標的公開說明書/投資人須知所載為準；若該投資標的具

有收益分配，其約定之給付方式詳見保單條款。 
註三：要保人申請配息停泊標的之轉換時，本公司僅接受自配息停泊標的轉出之申請，不受理轉入配息停泊標

的之申請。 

註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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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配息可能涉及本金之基金的配息組成項目資訊，可至各投資標的之投資機構網站中查詢。 

註五：*係指「本基金進行配息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 

 

 
附件二、投資機構收取之相關費用表 

相關費用請參考本公司網站之商品說明書內容： 

https://www.cathayholdings.com/life/web/pages/Productinvest.html 
相關費用得至基金資訊觀測站（http://www.fundclear.com.tw）或投資機構之網站

查詢，各投資機構就相關費用保有變更之權利，其實際費用之規定及其收取情形以

最新投資標的公開說明書/投資人須知所載或投資機構通知者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