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資標的連結以非投資等級債券為訴求之
基金風險預告書  

2023.01 版 
※電話服務專線 
02-66226258 
0800-000662 

要保人身分證字號：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本風險預告書內容係依投資型保險資訊揭露應遵循事項第十一點、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募集發行銷售及其申購或買回作業程序」第十七條第五項及「會員及其銷售

機構通路報酬支付暨銷售行為準則」第八條規定訂定之。 

本保單連結之投資標的如係以投資非投資等級債券為訴求之基金類型，台端於決定選擇購買前，應充分

瞭解下列連結以非投資等級債券為訴求之基金之特有風險： 

一、 信用風險：由於非投資等級債券之信用評等未達投資等級或未經信用評等，可能面臨債券發行機構

違約不支付本金、利息或破產之風險。 

二、 利率風險：由於債券易受利率之變動而影響其價格，故可能因利率上升導致債券價格下跌，而蒙受

虧損之風險，非投資等級債券亦然。 

三、 流動性風險：非投資等級債券可能因市場交易不活絡而造成流動性下降，而有無法在短期內依合理

價格出售的風險。 

四、 匯率風險：台端以新臺幣兌換外幣申購外幣計價基金時，需自行承擔新臺幣兌換外幣之匯率風險，

取得收益分配或買回價金轉換回新臺幣時亦自行承擔匯率風險，當新臺幣兌換外幣匯率相較於原始

投資日之匯率升值時，台端將承受匯兌損失。 

五、 要保人選擇購買以非投資等級債券為訴求之基金不宜占其投資組合過高之比重，且不適合無法承擔

相關風險之要保人。  

六、 若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為配息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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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進行配息前未先扣除行政管理相關費用。 

七、 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可能投資美國144A債券（境內基金投資比例最高可達基金總資產30%；境外

基金不限），該債券屬私募性質，易發生流動性不足，財務訊息揭露不完整或價格不透明導致高波

動性之風險。 

八、 請台端注意申購基金前應詳閱公開說明書，充分評估基金投資特性與風險，更多基金評估之相關資

料（如年化標準差、Alpha、Beta及Sharp值等）可至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

網站之「基金績效及評估指標查詢專區」（https://www.sitca.org.tw/index_pc.aspx）查詢。 

============================================================ 

本人（要保人）對上述相關風險已充分瞭解，特此聲明。本聲明同時適用嗣後本人選擇購買本保單之所

有以非投資等級債券為訴求之基金。 

此致  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要保人簽章：                                                            法定代理人簽名：                       
上方簽名欄應由當事人本人依最新簽訂契約之最後所載的簽名樣式親自簽名，如有虛偽不符，簽名人應負法律上責任；未滿18足歲另需其法定代理人簽名。 

【全球人壽批註欄】本次異動的保單：                                                                          

                                                                                                           

 

承 辦 單 位 經理／主管 單位助理 區域主任 保險業務員／經紀人／代理人 送件單位代號／中文名稱 

簽章合□ 
內  控□ 

  

無影印設備□ 

本人已親視要保人／法定代理人親自簽
章，如有不實，本人願負法律責任。 
 
 
 

手機： 

 

業務員登錄證號／執業證號 

 

※為保障您的權益，對於您申請之事項，承辦單位得視狀況與您電訪確認或派員親訪之。 
方便電訪時段：□08:45～11:30 □11:30～15:30 □15:30～19:30 *UNBB04411* 



投資標的更名前後一覽表 

代碼 投資標的名稱_更名前 投資標的名稱_更名後 

FEDHI 
富達基金-美元高收益基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
債券) 

富達基金-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FEDEY 
富達基金-歐洲高收益基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
債券) 

富達基金-歐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FRSHY 
富蘭克林華美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A 累積型(台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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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蘭克林華美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 累積型(台幣)(本基金之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ACM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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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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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CIAI 

駿利亨德森資產管理基金-駿利亨德森高收益基金 A2 美元(本基金主
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本基金某些股份類別之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 

駿利亨德森資產管理基金 - 駿利亨德森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2 美
元(本基金某些股份類別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BARHY 
霸菱成熟及新興市場高收益債券基金-A 類美元配息型季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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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霸菱成熟及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 類美元配息型季配(本基
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TCBAA 
合庫美國短年期高收益債券基金-A 不配息(台幣)(本基金主要係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合庫美國短年期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 不配息(台幣) 

TCBAB 
合庫美國短年期高收益債券基金-A 不配息(美元)(本基金主要係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合庫美國短年期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 不配息(美元) 

BARHC 

霸菱成熟及新興市場高收益債券基金-A 類美元配息型季配(配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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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霸菱成熟及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 類美元配息型季配(配現
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FRSHC 
富蘭克林華美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B 分配型(台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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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富蘭克林華美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B 分配型(台幣)(本基金之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FRSBA 
富蘭克林華美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C 分配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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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富蘭克林華美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C 分配型(美元)(本基金之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FHTHC 
復華新興市場高收益債券基金B配息(台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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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復華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B 配息(台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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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IGHC 
柏瑞全球策略高收益債券基金B月配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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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柏瑞全球策略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B 月配息(美元)(本基金之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

*
 

JPMGC 
摩根投資基金-環球高收益債券基金(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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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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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元)-A 股(每月派息)(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ACMY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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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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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CBBA 
合庫美國短年期高收益債券基金-B 配息(台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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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合庫美國短年期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B 配息(台幣)(本基金之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
*
 

TCBBB 
合庫美國短年期高收益債券基金-B 配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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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合庫美國短年期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B 配息(美元)(本基金之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

*
 

FEDHY 
富達基金-美元高收益基金(A 股 C 月配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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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富達基金-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股C月配息美元)(本基金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
 

IBTHB 
台新新興短期高收益債券基金-B 配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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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台新新興短期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B 配息(美元)(本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
 

IBTHC 
台新策略優選總回報高收益債券基金-B 配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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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台新策略優選總回報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B 配息(美元)(本基金之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ISHCB 
iShares iBoxx 高收益公司債券 ETF iShares iBoxx $ High Yield 

Corporate Bond ETF 

iShares iBoxx非投資等級公司債券 ETF iShares iBoxx $ High Yield 

Corporate Bond ETF 

SCHCB 
施羅德中國高收益債券基金-A 累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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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羅德中國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 累積(人民幣)(本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SCHCD 
施羅德中國高收益債券基金-B 分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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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施羅德中國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B 分配(人民幣)(本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
 

MLADB 
宏利中國高收益債券基金-A 不配息(人民幣)(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
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宏利中國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 不配息(人民幣) 

MLADD 
宏利中國高收益債券基金-B 月配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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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宏利中國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B 月配息(人民幣)(本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
 

ACM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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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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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C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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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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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