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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基金後收級別費用結構聲明書下載 

法令依據： 

依「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會員及其銷售機構通路報酬支付暨銷

售行為準則」第 8 條第 4 款規定，投資人申購後收級別之境外基金時，應簽署瞭解境

外基金手續費後收級別費用結構聲明書。（申購後收級別之國內基金毋須簽署） 

境外基金手續費後收級別一覽表 

91Y 野村(NNL)Y 股 92F 富蘭克林Ｆ股 93V 駿利亨德森 V 股 

94B 野村(愛爾蘭)B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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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村(NNL)Y 股】 回首頁 

基金代號 基金名稱 
費用結構 

聲明書 

91Y0001 NN(L)能源基金 Y 股美元 下載 

91Y0002 NN(L)大中華股票基金 Y 股美元 下載 

91Y0003 NN(L)拉丁美洲股票基金 Y 股美元 下載 

91Y0004 NN(L)原物料基金 Y 股美元 下載 

91Y0005 
NN(L)亞洲債券基金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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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載 

91Y0006 
NN(L)亞洲債券基金 Y 股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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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載 

91Y0007 
NN(L)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Y 股對沖級別歐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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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載 

91Y0008 
NN(L)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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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載 

91Y0009 
NN(L)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Y 股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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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載 

91Y0010 
NN(L)環球高收益基金 Y 股對沖級別歐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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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載 

91Y0011 
NN(L)環球高收益基金 Y 股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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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載 

91Y0012 
NN(L)環球高收益基金 Y 股對沖級別歐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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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載 

91Y0013 
NN(L)環球高收益基金 Y 股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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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載 

91Y0014 NN(L)投資級公司債基金 Y 股美元(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下載 

91Y0015 NN(L)投資級公司債基金 Y 股美元(月配息)(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下載 

91Y0016 
NN(L)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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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載 

91Y0017 
NN(L)環球高收益基金 Y 股對沖級別澳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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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載 

91Y0018 NN(L)食品飲料基金 Y 股美元(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下載 

91Y0019 NN(L)美國高股息基金 Y 股美元(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下載 

91Y0020 
NN(L)歐元高股息基金 Y 股對沖級別澳幣(月配息)(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下載 

91Y0021 
NN(L)歐元高股息基金 Y 股對沖級別美元(月配息)(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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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Y0022 NN(L)歐元高股息基金 Y 股歐元(月配息)(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下載 

91Y0023 
NN(L)環球高股息基金 Y 股對沖級別澳幣(月配息)(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下載 

91Y0024 NN(L)環球高股息基金 Y 股美元(月配息)(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下載 

91Y0025 
NN(L)美國高股息基金 Y 股對沖級別澳幣(月配息)(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下載 

91Y0026 NN(L)美國高股息基金 Y 股美元(月配息)(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下載 

91Y0027 
NN(L)美國高股息基金 Y 股對沖級別南非幣(月配息)(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下載 

91Y0028 
NN(L)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Y 股對沖級別南非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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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載 

91Y0029 
NN(L)環球高收益基金 Y 股對沖級別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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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載 

91Y0030 
NN(L)亞洲債券基金 Y 股對沖級別南非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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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載 

91Y0031 
NN(L)亞洲債券基金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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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載 

91Y0032 
NN(L)投資級公司債基金 Y 股對沖級別澳幣(月配息)(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下載 

91Y0033 NN(L)日本股票基金 Y 股對沖級別美元 下載 

91Y0034 
NN(L)旗艦多元資產基金 Y 股對沖級別美元(月配息)(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下載 

91Y0035 
NN(L)旗艦多元資產基金 Y 股對沖級別澳幣(月配息)(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下載 

91Y0036 NN(L)亞洲收益基金 Y 股美元(月配息)(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下載 

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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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蘭克林Ｆ股】 回首頁 

基金代號 基金名稱 
費用結構 

聲明書 

92F0001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天然資源基金美元 F(ACC) 下載 

92F0002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美國機會基金美元 F(ACC) 下載 

92F0003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亞洲小型企業基金美元 F(ACC) 下載 

92F0004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穩定月收益基金美元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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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載 

92F0005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生技領航基金美元 F(ACC) 下載 

92F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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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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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載 

92F0007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公司債基金美元 F(MDI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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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載 

92F0008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美元短期票券基金美元 F(MDIS) 下載 

92F0009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全球債券基金美元 F(MDIS)(本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美元)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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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駿利亨德森 V 股】 回首頁 

基金代號 基金名稱 費用結構 

聲明書 

93V0001 
駿利亨德森資產管理基金-駿利亨德森平衡基金 V 美元入息(本基金某些股

份類別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下載 

93V0002 
駿利亨德森資產管理基金-駿利亨德森靈活入息基金 V 美元入息(本基金某

些股份類別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下載 

93V0003 
駿利亨德森資產管理基金-駿利亨德森靈活入息基金 V 澳幣入息(對沖)(本基

金某些股份類別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下載 

93V0004 

駿利亨德森資產管理基金-駿利亨德森高收益基金 V 美元入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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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載 

93V0005 

駿利亨德森資產管理基金-駿利亨德森高收益基金 V 澳幣入息(對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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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載 

93V0006 駿利亨德森資產管理基金-駿利亨德森環球生命科技基金 V 美元累計 下載 

93V0007 駿利亨德森資產管理基金-駿利亨德森環球科技基金 V 美元累計 下載 

93V0008 駿利亨德森資產管理基金-駿利亨德森美國 40 基金 V 美元累計 下載 

93V0009 駿利亨德森資產管理基金-駿利亨德森美國 40 基金 V 歐元累計(對沖) 下載 

93V0010 
駿利亨德森資產管理基金-駿利亨德森平衡基金 V 澳幣入息(對沖)(本基金某

些股份類別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下載 

93V0011 駿利亨德森資產管理基金-駿利亨德森環球生命科技基金 V 歐元累計(對沖) 下載 

93V0012 駿利亨德森資產管理基金-駿利亨德森環球科技基金 V 歐元累計(對沖)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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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村(愛爾蘭)B 股】 回首頁 

基金代號 基金名稱 費用結構 

聲明書 

94B0001 野村基金(愛爾蘭系列)-美國高收益債券基金(BD 美元類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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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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