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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4季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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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股：聯準會將開始縮減購債，過去經驗，美股呈現短空長多，加上製造業
景氣持續擴張，過去保守型資金亦將成為潛在買盤，支撐美股表現 

台股：海外需求強勁，台灣出口表現持續亮眼，加上政府推出振興方案刺激
內需，支撐經濟成長，將帶動台股表現 

健康護理類股：新冠疫苗需求持續增加，相關產業鏈可望受惠，加上健康護
理類股估值仍低，具備投資價值 

債市：新興市場高收益債違約率仍低，加上資金回流新興債市，支撐新興債
市表現 

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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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持續施打 經濟活動逐漸回到正軌 

全球 

完整接種疫苗比例上升，疫情影響漸淡 

 近期受到Delta病毒擴散影響，確診人數再度攀升，全球景氣復甦投下變數，但隨著完整接種疫苗比例

上升，預期應不致於造成重大影響 。 

 全球新冠肺炎疫苗完整接種占人口比重僅30%，顯示疫苗施打腳步需加速，才能讓疫情影響程度降低。 

資料來源：our world in data，2021/9/13 

各國施打疫苗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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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企業獲利增速將回到正常水準 

全球 

資料來源：Amundi，2021/8/31 

企業獲利已超越疫情前水準 企業獲利高速成長後，將回到正常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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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獲利相對2019年底水準走勢 近三年企業獲利成長預估 

 隨著各國政府努力，加上疫苗接種的推動、疫情影響逐漸淡化，全球企業獲利已超越疫情前水準， 

 由於基期的關係2021年企業獲利高速成長，在經濟持續復甦下，預期2022年企業獲利仍會穩定成長，

但增速將回到正常水準。  



購債退場無須過度擔憂 

美國 

主要商品在2013年時taper tantrum的前後報酬 

資料來源：Barclays，2021/6/16 5 

 回顧2013年5月聯準會購債退場前，因不確定因素上升，風險性資產回檔，但在聯準會主席柏南克突襲

式的針對購債退場發表看法後，風險性資產開始出現回升，市場資金明顯流出債券型基金，股票型基金

則持續有資金流入 。 

 相較上次的出乎預料，預期現任聯準會主席鮑爾威將採取更為透明的做法，先暗示將購債退場等正式公

布後在明年度開始階梯式調降購債金額，影響市場較小，之後股市將回歸基本面。 

2013年taper tantrum前後基金資金流向變化 



製造業持續擴張 有利美股表現 

美國 

美國ISM指數維持在擴張區間 

資料來源：J.P. Morgan，2021/9/1(左)、Goldman Sachs，2021/8/5 (右) 

製造業維持在50上方，美股皆有不錯表現 

6 

 8月製造業指數出乎意料升至59.9，Markit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終值略為下滑至61.1，顯示製造業景

氣持續擴張，有利經濟及企業獲利表現。 

 統計1980年以來PMI數據在各階段美股表現，當PMI數據從低檔攀升階段表現最佳，就算是擴張速度下

降，只要維持在擴張區間，美股皆有不錯表現。 



內資及貨幣市場基金將成潛在買盤 

美國 

海外投資者為近年美股主要買盤 

 海外投資者為近年美股主要買盤，國內投資者直到2021年初才有比較明顯流入，但相較海外資金流

入量，仍有一定差距，加上去年疫情爆發至今避險資金湧入貨幣市場基金並沒有因為景氣復甦而撤出

，未來這些龐大的觀望資金可望成為推升股市的助力之一 。 

資料來源： Goldman Sachs ，2021/9/13 
 

美國貨幣市場基金規模仍在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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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苗需求強 相關產業鏈受惠 

美國 

全球主要廠商新冠肺炎疫苗出貨預估 

 美國越來越多企業和地方政府都要求員工打疫苗，隨著美國官方對於莫德納和嬌生疫苗取得FDA完整

藥證態度積極，預期在多支疫苗取得藥證後，未來施打覆蓋率可望再加速上升。 

 全球必須習慣與新冠肺炎病毒共存，也有可能需要年年施打疫苗，皆有利全球主要新冠肺炎疫苗廠商

出貨，相關產業鏈將受惠。 

資料來源：各公司財報，兆豐投信整理，2021/7/31 8 

  2021年(E) 2022年(E) 

輝瑞(BNT) 30億 40億 

莫德納 8-10億 20-30億 

AstraZeneca(AZ) 15.25億 15億 

Johnson & Johnson(嬌生) 7億 7億 

個股與相關數據資料僅供說明之用，不代表投資決策之建議 



健康護理類股估值仍低於大盤  

美國 

相較於其他類股，健康護理類股估值相對偏低 

 統計過去15年美國各產業類股與S&P500的相對本益比可發現，目前健康護理類股本益比處於過去15

年相對低的位置，且本益比仍低於大盤，在主業產業中相對偏低，具備投資價值。 

 

 

資料來源：Goldman Sachs ，2021/8/31 9 

過去15年各產業相對S&P5005指數本益比分布(跟大盤一樣為1) 



發放五倍券 刺激內需成長 

台股 

提振內需、刺激經濟成長，政府加碼推出五倍券 

 去年政府7月發放三倍券，在當月或隔月，不管是零售、餐飲或住宿營業額，都比前一年同期成長，

代表反應是很快的，產生點火和刺激效果。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衝擊，為了增加消費、刺激經濟、協助因疫情受創的產業，行政院推出振興5倍券

，預期在地方政府、銀行和店家加碼，反應會比去年更熱烈，因此效應會比去年倍數成長。 

資料來源： 兆豐投信整理，2021/9 10 

項目 三倍券 五倍券 

預算規模 512.5億 1100億 

領取方式 1000元換3000元 直接發放 

時空背景 2020年全球爆發新冠肺炎 2021年國內疫情爆發 

領取人數 
紙本2100萬人、數位綁定
181萬人 

尚未發放 

施行效益 
消費效益1,000億以上，貢獻
GDP約0.53% 

初估消費效益1,700億以上，
貢獻GDP約0.7%以上 



製造業、出口皆旺 帶動台灣經濟表現 

台股 

電子及非電子出口皆暢旺 不受疫情影響，台灣出口表現亮眼 

 2021年8月台灣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已連續十個月維持在60以上，且優於全球採購經理人指數，相

對強勁，預期台灣PMI接下來會漸漸回歸到正常，但仍會維持在擴張區間。 

 受惠海外需求上升，台灣的財政部9月7日發佈的數據顯示，8月出口額比上年同月增長26.9％，增至

約395億美元。作為單月出口額創出歷史新高。 

資料來源： 主計處，2021/5(左)，JP Morgan，2021/6/15(右)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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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獲利持續提升 台股本益比仍低 

台股 

資料來源：JP Morgan，2021/9/2 

 台灣企業在全球供應鏈的重要地位與價值，隨新冠疫情大流行而凸顯，2021年企業獲利創下亮眼成

績，隨著國外經濟持續回溫，預期企業獲利上修仍可持續。 

 隨著企業獲利公布及第三季股市出現修正，台股本益比已出現回檔，回到一倍標準差以下，逐漸往長

期平均靠攏，估值仍未偏高，具備投資價值。 

2022年，台灣企業獲利仍可持續成長 修正歷經，台股本益比接近長期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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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市場債持續吸引資金流入 

近期新興市場流入速度有加速跡象 

 全球經濟逐漸走出疫情陰霾，為維持穩健的經濟復甦力道，財政刺激措施可望延續，有利於新興市場

基本面，資金開始回流新興債市，今年至今呈現淨流入，且8月開始，資金流入量有加速跡象，符合

過去下半年通常為資金流入旺季的慣性，在經濟持續復甦下，資金流入新興債市仍可期待。 

資料來源：  Barclays.，2021/9/10 

債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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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市場高收益債違約率仍低 

新興市場高收益違約率仍維持低檔，體質仍穩健 

 新興國家企業的營收和獲利也可望跟著回溫，截至8/31，新興國家高收益債違約率仍維持在低檔，

新興歐洲及歐非中東更是零違約，顯示體質相對穩健，近期市場調高新興亞洲的違約率預估。主要受

到中國恆大單一事件影響，並非整體體質出現惡化。 

資料來源： J.P. Morgan，2021/9/13 

債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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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基金總覽 

資料來源：兆豐投信整理 

精選基金 
風險 
等級 

投資優勢 

海外股票型 
全球基金 RR4 

 投資各國質優及具國際競爭力之個股 

 分散投資於不同市場與產業，降低單一市場或產業的風險。 

生命科學基金 RR4  聚焦生物科技做為長期投資策略並搭配醫療保健相關產業 

國內股票型 

台灣先進通訊基金 RR5 
 投資主軸為半導體、智能手機及通訊基建產業鏈 

 聚焦台股5G產業鏈比重超過60％ 

電子基金 RR5  均衡布局強勢族群，掌握電子股產業契機 

第一基金 RR4 
 靈活配置，產業均衡布局 

 追求報酬同時，也控制波動度 

萬全基金 RR3 
 因應多空行情，靈活調整股債比例 

 追求報酬同時，也控制波動度 

台灣金傳精選股息基金  RR4 
 聚焦金融傳產優質標的 

 透過經理人選股，參與世界級企業的成長 

豐台灣基金 RR4  聚焦台灣高殖利率與高股東權益報酬率優質標的 

海外債券型 

 新興市場短期高收益債券基金 
(本基金主要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
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4 
 整體資產組合之平均存續期間配置目標約為 1~3 年 

 投資顧問為「鋒裕匯理資產管理」 

人民幣貨幣市場基金 RR1 
 以期間1年以下之商品為主，強調高流動性，是保守穩健投

資人最佳資金停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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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基金-概況 

海外股票 

資料來源：分類為投信投顧公會/全球一般股票型-台幣，兆豐投信整理，2021/9/30                                                                                              

項目/期間 3個月 6個月 一年 二年 三年 *自成立 

全球基金 -0.15 3.44 19.23 34.02 26.25 311.29 

同類平均 -1.54 4.94 17.54 39.46 31.46 - 

  基金績效(%) 

 前十大持股  產業配置 
股票名稱 產業 比重% 

ALPHABET INC-CL C 資訊科技 4.52 

矽谷銀行金融集團 金融 3.75 

微軟 資訊科技 3.70 

AMAZON.COM INC 資訊科技 3.02 

台積電 半導體業 2.79 

聯合健康集團 醫療保健 2.72 

VISA INC-CLASS A 
SHARES 

金融 2.42 

安波福公開有限公司 消費非循環 2.11 

LONZA GROUP AG-
REG 

醫療保健 1.94 

QUANTA SERVICES 
INC 

工業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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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成立日為1989/2/4                                                                                              

現金 

7.57% 

其他 

9.81% 

消費循環 

3.36% 

消費非循環 

6.24% 

工業 

11.37% 
金融 

13.89% 醫療保健 

15.62% 

資訊科技 

32.14% 



生命科學基金-概況 

海外股票 

項目/期間 3個月 6個月 一年 二年 三年 *自成立 

生命科學基金 1.37 8.77 13.59 34.76 12.59 92.30 

同類平均 -1.54 4.94 17.54 39.46 31.46 - 

  基金績效(%) 

 前十大持股  產業配置 

股票名稱 產業 比重% 

iShares生技ETF 指數股票型 6.06 

SPDR標普生技ETF 指數股票型 5.20 

丹納赫工具 醫療保健 4.04 

聯合健康集團 醫療管理服務 3.39 

史賽克 醫療器材 3.10 

美敦力公司 醫療器材 3.07 

愛德華生命科學 醫療保健 3.03 

DexCom公司 醫療保健 3.02 

嬌生公司 製藥 2.78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INC 

生物工學 2.68 

17 資料來源：分類為投信投顧公會/全球一般股票型-台幣，兆豐投信整理，2021/9/30                                                                                              

*基金成立日為2002/6/25                                                                                            

現金 

6.84% 

其他 

3.38% 

生物工學 

3.15% 
資訊科技 

5.38% 
醫療管理服

務 

5.49% 

醫療器材 

8.56% 

指數股票型 

11.26% 

製藥 

19.36% 

醫療保健 

36.58% 



台灣先進通訊基金-概況 

國內股票 

 前十大持股  產業配置 
股票名稱 產業 比重% 

台積電 半導體業 6.88 

景碩科技 半導體業 6.65 

南電 電子零組件業 6.19 

聯茂 電子零組件業 5.96 

聯電 半導體業 5.65 

元太科技 光電業 5.49 

健策 電子零組件業 4.99 

金像電 電子零組件業 4.48 

富邦金 金融保險 4.0 

智邦科技 通信網路業 3.95 

  基金績效(%) 
 
 項目/期間 3個月 6個月 一年 二年 三年 *自成立 

台灣先進通訊基金 0.78 15.06 42.76 - - 42.90 

同類平均 -1.74 6.51 43.4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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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成立日為2020/9/22                                                                                       

資料來源：分類為投信投顧公會/國內科技類，兆豐投信整理，2021/9/30                                                                                              

現金 

6.50% 

其他 

6.72% 

塑膠工業 

3.16% 
紡織纖維 

3.55% 
金融保險 

4.00% 光電業 

5.49% 
其他電子業 

5.73% 

通信網路業 

6.03% 

電子零組件業 

26.19% 

半導體業 

32.63% 



電子基金-概況 

國內股票 

 前十大持股  產業配置 
股票名稱 產業 比重% 

力旺電子 其他電子業 8.41 

聯電 半導體業 7.75 

健策 電子零組件業 7.69 

台積電 半導體業 7.60 

元太科技 光電業 7.37 

南電 電子零組件業 6.77 

景碩科技 半導體業 6.62 

環球晶圓 半導體業 3.90 

智原 半導體業 3.48 

聯茂 電子零組件業 3.35 

  基金績效(%) 
 
 項目/期間 3個月 6個月 一年 二年 三年 *自成立 

電子基金 3.70 13.59 57.22 82.53 102.46 440.95 

同類平均 -1.74 6.51 43.43 75.05 97.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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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成立日為1998/9/2 

資料來源：分類為投信投顧公會/國內科技類，兆豐投信整理，2021/9/30                                                                                              

現金 

10.78% 

其他 

5.88% 

鋼鐵工業 

5.95% 

光電業 

7.37% 

其他電子業 

8.41% 

電子零組件業 

23.71% 

半導體業 

37.90% 



第一基金-概況 

國內股票型 

 前十大持股  產業配置 

股票名稱 產業 比重% 

南電 電子零組件業 7.82 

景碩科技 半導體業 6.93 

台積電 半導體業 6.87 

聯電 半導體業 6.01 

元太科技 光電業 5.91 

金像電 電子零組件業 5.68 

欣興電子 電子零組件業 5.39 

合晶 半導體業 4.73 

儒鴻 紡織纖維 3.72 

聚陽實業 紡織纖維 3.52 

  基金績效(%) 
 
 項目/期間 3個月 6個月 一年 二年 三年 *自成立 

第一基金 0.70 15.12 53.25 84.84 104.37 195.81 

同類平均 -3.27 6.92 43.75 73.94 9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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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成立日為1986/1/4                                                                                     

資料來源：分類為投信投顧公會/國內一般股票型，兆豐投信整理，2021/9/30                                                                                              

現金 

12.06% 

其他 

4.76% 

金融保險 

3.91% 

光電業 

5.91% 

紡織纖維 

7.24% 

半導體業 

31.91% 

電子零組件業 

34.21% 



豐台灣基金-概況 

國內股票型 

 前十大持股  產業配置 

股票名稱 產業 比重% 

力旺電子 其他電子業 8.41 

聯電 半導體業 7.75 

健策 電子零組件業 7.69 

台積電 半導體業 7.60 

元太科技 光電業 7.37 

南電 電子零組件業 6.77 

景碩科技 半導體業 6.62 

環球晶圓 半導體業 3.90 

智原 半導體業 3.48 

聯茂 電子零組件業 3.35 

  基金績效(%) 
 
 項目/期間 3個月 6個月 一年 二年 三年 *自成立 

第一基金 -0.14 10.21 44.13 56.90 74.60 477.40 

同類平均 -3.27 6.92 43.75 73.94 9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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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成立日為2008/8/22                                                                                     

資料來源：分類為投信投顧公會/國內一般股票型，兆豐投信整理，2021/9/30                                                                                              

現金 

9.12% 

其他 

6.65% 

塑膠工業 

3.29% 
紡織纖維 

3.57% 
金融保險 

4.03% 其他電子業 

4.89% 

通信網路業 

5.33% 

光電業 

5.82% 

電子零組件業 

24.70% 

半導體業 

32.60% 



萬全基金-概況 

國內平衡 

 前十大持股  產業配置 
股票名稱 產業 比重% 

台積電 半導體業 7.30 

聯電 半導體業 7.10 

南電 電子零組件業 6.48 

元太科技 光電業 6.47 

力旺電子 其他電子業 5.88 

健策 電子零組件業 3.94 

景碩科技 半導體業 3.34 

榮剛 鋼鐵工業 3.11 

合晶 半導體業 2.85 

聯茂 電子零組件業 2.64 

  基金績效(%) 
 
 項目/期間 3個月 6個月 一年 二年 三年 *自成立 

萬全基金 0.84 7.21 37.17 69.31 81.74 693.89 

同類平均 -3.02 -4.31 28.17 44.72 57.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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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成立日為1990/5/30                                                                                

資料來源：分類為投信投顧公會/國內平衡型，兆豐投信整理，2021/9/30                                                                                              

現金 

18.76% 

債券比例 

16.51% 

其他 

4.31% 鋼鐵工業 

5.21% 

其他電子業 

5.88% 

光電業 

6.47% 

電子零組件業 

15.44% 

半導體業 

27.42% 



台灣金傳精選股息基金-概況 

國內股票 

資料來源：兆豐投信整理，2021/8/31                                                                                                                                    *基金成立日為1986/01/04 23 

 投資特色 

 聚焦金傳好股息：非電子類股波動較低，降低波動風
險精選獲利穩定，能產生正現金流可配現金股利之非
電子股。 

 新趨勢帶動新商機：挑選搭上新發展趨勢的成長利基
標的，隨著新趨勢成長。 

 挑選金牌企業：挑選在全球供應鏈中扮演關鍵角色企
業，跟著大型企業一起成長。 

  基金績效(%) 
 
 本基金成立未滿六個月，暫不提供績效資料 

  選股策略 
  

找尋高殖利率投資組合 

找尋低PE、PB，高ROE及流動性佳標的  

        股價落後大盤或同產業的標的 

             台灣非電子上市櫃公司為主體 



海外債券 

 前十大持債  國家配置 

股票名稱 產業 比重% 

Kenbourne Invest SA 通訊 2.59 

NBM美國控股公司 非循環性消費 2.35 

梯瓦製藥金融III(荷蘭) 非循環性消費 2.15 

波哥大銀行公司 金融 2.15 

ReNew電力創投私人有限公
司 能源 2.10 

Kernel Holding SA 非循環性消費 2.08 

歐妥有限責任公司透過波尼
創指 循環性消費 1.91 

墨西哥石油公司 能源 1.78 

IHS荷蘭控股私人有限公司 工業 1.76 

密涅瓦盧森堡有限責任公司 非循環性消費 1.75 

新興市場短期高收益債券基金-概況 
(本基金主要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
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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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績效(%) 
 
 項目/期間 3個月 6個月 一年 二年 三年 *自成立 

新興市場短期高收益債券基金 -0.7706 0.0201 - - - -0.4610 

同類平均 -1.0541 1.2699 - - - - 

*基金成立日為2021/1/20                                                                            

資料來源：分類為投信投顧公會/海外新興市場高收益債，兆豐投信整理，2021/9/30                                                                                              

現金 

9.41% 

工業 

2.42% 
公用事業 

3.96% 
政府公債 

4.08% 

基礎原物料 

4.19% 

循環性消費 

4.78% 

房地產 

5.97% 

通訊 

6.51% 

能源 

10.79% 

非循環性消費 

16.26% 

金融 

31.64% 



海外貨幣 

 定存信用評等配置    投資類別分布  

股票名稱 比重% 

tw AA-以上 100% 

tw AA-以下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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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貨幣市場基金-概況 

  基金績效(%) 
 
 項目/期間 3個月 6個月 一年 二年 三年 *自成立 

人民幣貨幣市場基金 0.5363 1.0718 2.1308 4.4679 7.5730 24.8463 

同類平均 0.3935 0.3463 1.5359 2.5509 4.5007 - 

現金 

1.04% 其他 

0.62% 

公司債 

9.53% 

附買回交易 

23.16% 

定期存款 

65.65% 

*基金成立日為2014/3/20                                                                         

資料來源：分類為投信投顧公會/海外貨幣市場型，兆豐投信整理，2021/9/30                                                                                              



警語 
《備註》依據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公布「基金風險報酬等級分類標準」，本風險等級係依基金之類型、投資區域與主要投資標的或產
業，由低至高，區分「RR1、RR2、RR3、RR4、RR5」五個風險等級報酬。此等級分類係基於一般市場狀況反映市場價格波動風險，無法涵蓋所有風險，
不宜作為投資唯一依據，投資人仍應注意投資基金個別的風險。前述基金之投資區域與主要投資標的或產業分類，係按照公會台大教授製作之基金績效評比
分類，及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之境外基金分類細項。 
  
兆豐國際投信 獨立經營管理 |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或同意生效，惟不表示絕無風險。本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本公司除盡善良管
理人之注意義務外，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亦不保證最低之收益，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高收益債券之信用評等未達投資等級或未經信用評
等，且對利率變動的敏感度甚高，故本基金可能會因利率上升、市場流動性下降，或債券發行機構違約不支付本金、利息或破產而蒙受虧損。本基金不適合
無法承擔相關風險之投資人。投資人投資以高收益債券為訴求之基金不宜占其投資組合過高之比重。本基金投資地區包含新興市場，因其波動性與風險程度
可能較高，且其政經情勢穩定度及匯率走勢亦可能使資產價值受不同程度之影響。 
 
「兆豐國際人民幣貨幣市場基金」以人民幣計價，如投資人以新臺幣或其他非本基金計價幣別之貨幣換匯後投資本基金者，須自行承擔匯率變動 之風險，當
人民幣相對其他貨幣貶值時，將產生匯兌損失。因投資人與銀行進行外匯交易有賣價與買價之差異，投資人進行換匯時須承擔買賣價差，此價差依各銀行報
價而定。此外，投資人 尚須承擔匯款費用，且外幣匯款費用可能高於新臺幣匯款費用。投資人亦須留意外幣匯款到達時點可能因受款行作業時間而遞延。人
民幣目前無法自由兌換，且受到外匯管制及限制。投資人 申購前應詳閱本基金公開說明書。有關基金應負擔之費用及投資風險已揭露於公開說明書中，投資
人可向本公司及基金之銷售機構索取，或至本公司網站（如下網址）或公開資訊觀測站（如下網址）自行下載。 
 
「兆豐國際丹麥資產擔保債券指數基金」為指數型基金，追蹤「丹麥資產擔保債券指數」(Nordea callable mortgage bond Indx)，NORDEA 指數是 
NORDEA 的獨家財產，Nordea 並未向客戶或任何第三方保證追蹤債券市場的指數的能力；及 Nordea 提供的指數為"按 現況出售"，且不在考慮(I)客戶；
(II)許可產品或；(III)任何第三方的目標、需求或要求的狀況下，來測定、組成、施行並計算。本基金採被動式管理方式，以追蹤標的指數之績效表現為目標，
因此基金之投 資績效將視其追蹤之標的指數走勢而定，若標的指數價格波動劇烈，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亦將隨之波動或下跌。基金配息率不代表基金報酬率，
且過去配息率不代表未來配息率，投資人於獲配息時，宜一併注 意基金淨值的變動；基金淨值可能因市場因素而上下波動。本基金非保本型商品，其配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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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配息前未先扣除 應負擔之相關費用。配息可能因利息收入、
權利金收入或其他可分配收入尚未進帳或短期間不足支付配息，而有部分配息來自於本金的風險。 
 
兆豐國際新興市場短期高收益債基金(本基金主要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之存續期間管理將以介於一年(含)以上，三年(含)以
下之間為目標。基金主要投資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之有價證券，可能存在外匯管制及投資地區政治、社會或經濟變動之風險，另投資債券時，可能亦會發生
債券發行人違約之信用風險及商品交易對手之信用風險等。投資遞延手續費NA 類型及NB類型各計價幣別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其手續費之收取將於買回時
支付，且該費用將依持有期間而有所不同，其餘費用之計收與前收手續費類型完全相同，亦不加計分銷費用，詳請參閱基金公開說明書，投資人可至公開資
訊觀測站( http://mops.twse.com.tw )查詢。 
 
本文提及之經濟走勢預測不必然代表本基金之績效，本基金投資風險請詳基金公開說明書。基金配息率不代表基金報酬率，且過去配息率不代表未來配息率；
基金淨值可能因市場因素而上下波動。匯率變動可能影響基金之淨資產價值、申購價格或收益。投資人因不同時間進場，將有不同之投資績效，過去之績效
亦不代表未來績效之保證。基金得投資中國大陸地區有價證券，投資人須留意中國大陸政經情勢發展對基金投資績效具有顯著影響，部份基金主要投資於全
球新興市場國家之公司債券或基金，新興市場之政經情勢轉變可能影響基金績效表現。本基金將以大陸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所取得額度參與投資，基
金QFII投資額度及資金匯出入管制之特定因素，經理公司保留婉拒或暫停受理本基金申購或買回申請之權利。投資人可向本公司及基金銷售機構索取基金公
開說明書，或至本公司網站（http：//www.megafunds.com.tw）或公開資訊觀測站( http://mops.twse.com.tw )自行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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