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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專家全球信賴

深耕台灣卓然有成

2019年度最佳基金公司-專業投資獎1

2019亞洲年度最佳債券型基金公司2

2018亞洲年度最佳基金公司3

2018亞洲最大零售資產管理公司4

2018亞洲最大法人資產管理公司4

1瀚亞投資於2019年獲得Insights & Mandate 2019年度最佳基金公司專業投資獎
2瀚亞投資於2019年獲得亞洲資產管理（Asia Asset Management, AAM）基金經理人調查頒發亞洲年度最佳債券型基金公司
3瀚亞投資於2018年獲得亞洲投資人Asian Investor頒發亞洲年度最佳基金公司大獎（AWARDED ASIA FUND HOUSE OF THE YEAR）
4瀚亞投資於2018年獲得亞洲資產管理（Asia Asset Management, AAM）調查為亞洲最大零售資產管理公司。2018.06.30, 不含日本、紐西蘭與澳洲，數據皆以調查對象提供于AAM之數據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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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

中國*

印度*

日本
南韓

香港*

馬來西亞

印尼

台灣

新加坡

泰國*

瀚亞投資全球版圖
在亞洲市場的特殊優勢

資料來源: Eastspring Investments. As at 30 June 2019.. ^Including joint ventures and sales offices in US, UK and Luxembourg. AUM 

size by contracted sales. Note: bn = billion.

2160億美元
資產管理規模

銷售與研究辦公室 銷售辦公室 合資企業*

20年以上
營運經驗

300名以上
投資專家^

3,000名以上
員工數量^

11個亞洲市場
外加美國與歐洲辦公室

英國

盧森堡

美國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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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專家首屈一指
擁有最多亞洲據點

資料來源 : Singapore, Malaysia and Hong Kong (Morningstar), Thailand (Association of Investment Management Companies), Korea 
(Korea Financial Investment Association), India (Association of Mutual Funds in India), Japan (Investment Trusts Association, Japan), 
Taiwan (Securities Investment Trust & Consulting Association of R.O.C.), China (Wind), Indonesia (Otoritas Jasa Keuangan), Vietnam 
(State Securities Commission of Vietnam). All markets as of June 2019. Eastspring JVs include HK, India and China. Japan reflects 
Publicly Offered Investment Trusts market presence. China reflects public mutual funds market presence. Vietnam reflects open-
ended mutual funds market presence only. *Market presence based on whether the AMCs offer onshore domiciled mutual funds. 
Market ranking based on 100% shareholdings.

Indonesia Malaysia Singapore
(onshore*)

Vietnam Thailand China India Japan Korea Taiwan
(onshore*)

Hong Kong
(onshore*)

市場滲透 無滲透市場前十名

富達

施羅德

法巴

富蘭克林坦伯頓

匯豐全球

聯博

安聯

摩根資產管理

宏利資產

德意志資產

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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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與在地投資實力
分散且多樣的國際經營

資料來源 : Eastspring Investments as 30 June 2019. AUM includes Joint Ventures' AUM based on % of ownership  

*Joint ventures: India - ICICI Prudential Asset Management Co Ltd, Hong Kong - Bank of China International – Prudential Asset 

Management and China - CITIC-Prudential Fund Management Co Ltd. ^ Others – Includes funds sub-managed by our affiliate 

companies. Note: bn = billion. 

內部壽險 60% 40% 第三方

資產管理規模 2160億美元

固定收益

股票

貨幣市場基金

多重資產

計量團隊

替代投資

新加坡

印度(合資企業)

泰國(合資企業)

韓國

馬來西亞

中國(合資企業)

日本

台灣

印尼

香港(合資企業)

越南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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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太平洋投資團隊一覽
資產分類

5

資料來源: Eastspring Investments as at 30 June 2019. AUM for investment teams are internally calculated and includes advisory 
mandates and Joint Ventures' AUM based on % of ownership. *The Global Asset Allocation and Multi Asset Solutions teams invest
externally and also in internal unitised vehicles that are managed by the other investment teams within Eastspring Investments. There 
might be double counting of assets and investment professionals within the individual teams. **Includes total allowed commitments 
from Life clients. . Note: bn = billion.

股票

資產管理規模

940億 美元

73
位投資專家

固定收益

資產管理規模

980億美元

43
位投資專家

全球資產配置

資產管理規模

860億美元

9
位投資專家

多重資產方案

資產管理規模

40億美元

12
位投資專家

量化策略
方案

資產管理規模

40億美元

20
位投資專家

另類私募股權
基礎建設債

資產管理規模

50億美元

18
位投資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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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018
9月 2018

5月 2018
瀚亞投資簽署成為外
匯全球準則的一員

參與責任投資評價公
司Sustainalytics與世
界自然基金會的培訓

7月 2018

完善化瀚亞投信的責任
投資原則

瀚亞主持首屆英國社會
責任信用評等倡議圓桌
會議

投資團隊開發潛在的綠色
產品策略

12月 2018

瀚亞投信加入氣候變遷
亞洲投資集團、國際公
司治理網絡

瀚亞(新加坡)銷售與行銷部
門接受國際責任投資培訓

責任投資原則

2月 2018
瀚亞投資簽署成為責
任投資的一員

4月 2018

環境、社會責任與公
司治理/人工智能的示
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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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亞投資的多樣性

50% 

女性
40 歲

平均年齡
39% 

千禧世代
6 年

平均服務年資

100% 

過去12個月高階人材
人員保留率

54% 

高階人才為女性
36% 

資深管理團隊為女性
29 

員工國籍分佈

資料來源: Eastspring Investments as at 30 June 2019. The numbers do not include TMBAM Easts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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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 Asian Investor’s Asset Management Awards (2015, 2017-2018), The Asset Benchmark Research (2017), Asia Asset 

Management Fund Manager Survey (September 2012 - 2014, 2016 - 2019), Insights & Mandate (2019) , Asia Asset Management’s 

Best of the Best Awards (2014 and 2018). This is only for information purposes. It is not intended as an offer or solicitation for the 

purchase or sales of any financial instrument, investment product or service. Past performance is not an indication of future results. 

雙冠王
亞洲最佳、亞洲最大零售、法人資產管理

2019年度最佳基金公司-專業投資獎
【 Insights & Mandate 】所頒發。

亞洲年度最佳債券型基金公司
【Asia Asset Management】 基金經理人調查，瀚亞投資在2019年獲得此榮耀。

亞洲年度最佳基金公司
此大獎為【Asian Investor】所頒發，瀚亞投資曾在2015年、2017年與2018年獲得此榮耀。

亞洲最大零售資產管理公司
【Asia Asset Management】 調查瀚亞投資曾在2012~2014, 2017~2018年獲得此一榮耀。

亞洲最大法人資產管理公司
【Asia Asset Management】 調查瀚亞投資在2018年獲得此一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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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第一 精緻耕耘

瀚亞投資(台灣)專注客戶第一，瀚亞投資旗下境內
基金共計32檔，境外基金共計56檔；
境內外基金總資產管理規模達1,362.02億元。

2007~2019年，瀚亞投資(台灣)旗下境內、境外
基金共獲得指標(Benchmark)、理柏(Lipper)、晨
星(Morning)、Smart台灣基金獎與金鑽獎等64
個獎項，產品績效備受肯定。

資料來源: 2019/6/30，投信投顧公會.

境內基金AUM 862.39億新台幣

2007~2019年得獎數量總計 64

境外基金AUM 499.63億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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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亞台灣 創新多元面面俱到

全權委託

量身訂作專屬投資型商品，客製化
產品規劃與多元化投資標的（含
ETF），兼具投資與成本效益。

第三方合作

自民國105年4月13日起正式為瑞
萬通博資產管理(Vontobel Asset 

Management)在台總代理。

好時債平台

多檔境內外債券基金商品，涵蓋全
球、區域與單一國家型、公債、投
資等級與非投資等級。

多重收益優化

擁有全球股債入息型、全球多重資
產型、亞洲股債平衡型、全球新興
組合等多重資產商品。

印度新收益

擁有全台規模最大之印度股票、印
度債券、印度平衡與印度基礎建設
債券基金，印度資產的投資首選！

多幣別平台

多檔境內外商品皆提供新台幣、美
元、歐元、人民幣、 澳幣、紐幣、
南非幣等多幣別級別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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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台灣 卓然有成
連莊境外基金深耕資格

資料來源 : 瀚亞投資

瀚亞投資在2016年9月獲得主管機關肯定，

取得符合「鼓勵境外基金深耕計畫」資格，

成就斐然。2017、2018 9月，瀚亞投資

再度取得符合「鼓勵境外基金深耕計畫」

資格！

人才培育
擴充投資研究部團隊人員配置，發
展台灣專屬的全球資產配置模型。

社會責任
與保誠亞洲基金會 合作推廣收入、
儲蓄、消費、捐獻概念。

建教合作
與各大校園建立徵才與人員培
訓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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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亞投資(台灣)－境內基金系列

類型 股票型 組合型/平衡型/貨幣市場型 債券型

全球

瀚亞全球策略收益股票基金(本基金
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瀚亞股債入息組合基金(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瀚亞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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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瀚亞多重收益優化組合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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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瀚亞精選傘型之債券精選組合基金( 本基金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瀚亞全球多重資產收益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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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瀚亞全球策略收益平衡基金)

區域

瀚亞歐洲基金
瀚亞亞太豐收平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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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瀚亞三至六年目標到期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
債券)

瀚亞亞太不動產證券化基金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瀚亞新興豐收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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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瀚亞三至六年目標到期新興市場債券基金A類型(本
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瀚亞亞太高股息基金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瀚亞三至六年目標到期累積收益全球新興市場債券
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
債券)

瀚亞亞太基礎建設基金
瀚亞三至六年目標到期分配收益全球新興市場債券
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
債券)

瀚亞非洲基金

瀚亞美國高科技基金

單一國家

瀚亞高科技基金 瀚亞理財通基金
瀚亞印度策略收益債券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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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瀚亞中小型股基金 瀚亞威寶貨幣市場基金
瀚亞新興南非蘭特債券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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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瀚亞中國基金
瀚亞印度策略收益平衡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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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瀚亞印度政府基礎建設債券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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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瀚亞巴西基金 瀚亞印度政府基礎建設債券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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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瀚亞外銷基金

瀚亞印度基金 瀚亞印度趨勢多重資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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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瀚亞菁華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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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亞投資(台灣)－境外基金系列

類型 股票型 債券型

全球

瀚亞投資 - 全球價值股票基金(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瀚亞投資 - 全球新興市場債券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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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科技股票基金

瀚亞投資 - 全球新興市場動力股票基金

瀚亞投資 - 全球低波動股票基金

區域

瀚亞投資 - 大中華股票基金 瀚亞投資 - 亞洲債券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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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美價值股票基金(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瀚亞投資 - 泛歐基金
瀚亞投資 - 亞洲當地貨幣債券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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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亞洲股票基金 瀚亞投資 - 歐洲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瀚亞投資 - 亞洲動力股票基金

瀚亞投資 - 亞洲股票收益基金(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瀚亞投資 - 亞太基礎建設股票基金

瀚亞投資 - 亞太股票基金

瀚亞投資 - 中印股票基金

瀚亞投資 - 亞洲動力股票基金

單一國家

瀚亞投資 - 泰國股票基金 瀚亞投資 - 美國特優級債券基金(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瀚亞投資 - 香港股票基金 瀚亞投資 - 美國優質債券基金(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瀚亞投資 - 印度股票基金 瀚亞投資 - 優質公司債基金(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瀚亞投資 - 印尼股票基金 瀚亞投資 - 美國複合收益債券基金(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瀚亞投資 - 中國股票基金(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瀚亞投資 - 美國高收益債券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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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亞投資 - 日本股票基金

瀚亞投資 - 日本動力股票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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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亞投資(台灣)－M&G系列基金與瑞萬通博系列基金

類型 股票型 債券型

全球

瀚亞投資 - M&G 全球民生基礎基金
瑞萬通博基金－環球高收益債券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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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瀚亞投資 - M&G 全球未來趨勢基金
瑞萬通博基金－新興市場債券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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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G 新契機基金*
瑞萬通博基金－新興東歐債券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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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G 環球股息基金（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瀚亞投資 – M&G 短期優質債券基金（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瀚亞投資 – M&G 全球精選股票基金（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瑞萬通博-未來資源基金 多元資產型

瑞萬通博-全球新能源基金 瀚亞投資-M&G入息基金(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瑞萬通博基金 - 全球價值(美國除外)股票基金 瀚亞投資-M&G收益優化基金(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區域

瑞萬通博-新興市場股票基金

瑞萬通博-美國價值基金

瑞萬通博-遠東股票基金

瀚亞投資- M&G 泛歐基金

單一國家

瀚亞投資- M&G 北美股息基金

瀚亞投資 - M&G 日本基金

瀚亞投資 - M&G 日本小型股基金

瑞萬通博基金-中國領導企業基金C(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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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AIMER

警語

瀚亞投資基金為瀚亞投資(Eastspring Investments)旗下之子基金，瀚亞投
資為依據盧森堡大公國法律組成之變動資本開放型投資公司，並指定瀚亞投
資(盧森堡)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其基金管理機構。M&G基金為M&G投資基金(1)

（M&G Investment Funds(1)）與M&G投資基金(3)（M&G Investment

Funds(3)）旗下之子基金，M&G投資基金(1)與M&G投資基金(3)為依據英格
蘭暨威爾斯完成法人登記之變動資本開放型投資公司，並授權法人董事M&G

Securities Limited指定瀚亞投資(新加坡)有限公司擔任該公司基金之全球銷
售機構。瀚亞投資基金、M&G基金(1)/(3)與本公司經理之基金（以下統稱
「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惟不表示絕無風險。瑞萬通博基金為依據盧森
堡大公國法律組成之變動資本開放型投資公司，並指定Vontobel Asset

Management S.A.擔任其基金管理機構。瀚亞投資基金、M&G投資基金、瑞
萬通博系列基金與本公司經理之基金（以下統稱「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
惟不表示絕無風險。由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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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收益債券基金適合尋求投資固定收益之
潛在收益且能承受較高風險之非保守型投資人。投資人投資高收益債券基金
不宜占其投資組合過高之比重。高收益債券基金最高可投資基金總資產30%

於美國144A債券，新興市場債券基金最高為15%，該債券屬私募性質，較可
能發生流動性不足，財務訊息揭露不完整或因價格不透明導致波動性較大之
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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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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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進行配
息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基金配息組成項目揭露於本公司網站。基
金經理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基金經理公司除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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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及之經濟走勢預測不必然代表本
基金之績效。投資ㄧ定有風險，投資人在選擇投資標的時，請務必先考量個
人自身狀況及風險承受度。此外，匯率走勢亦可能影響所投資之海外資產而
使資產價值變動。另內容如涉新興市場之部分，因其波動性與風險程度可能
較高，且其政治與經濟情勢穩定度亦可能低於已開發國家，而使資產價值受
不同程度影響，本基金之收益分配由經理公司依基金孳息收入情況，決定應
分配之收益金額；本基金主要投資風險包括債券發行人違約之信用風險、利
率變動之風險、流動性風險、外匯管制及匯率變動之風險及政治、經濟風險，
本基金配息政策及投資風險揭露於基金公開說明書，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基
金公開說明書。瀚亞中國基金、瀚亞投資-中國股票基金與瑞萬通博基金－中
國領導企業基金(舊稱:瑞萬通博-中國星股票基金)主要投資於中國及在中國營
運但於其他市場(如：香港)上市之有價證券，依規定境外基金投資大陸地區證
券市場之有價證券以掛牌上市有價證券為限，境外基金不得超過基金淨資產
價值之10%，故本基金非完全投資在大陸地區有價證券，投資人亦須留意中
國市場特定政治、經濟與市場等風險。瀚亞非洲基金投資地區涵蓋非洲各國
家，投資地區之政治、經濟或社會變動，可能影響基金淨值表現。基金經理
人將儘可能分散投資風險，但無法保證完全彌平風險。有關基金應負擔之費
用（境外基金含分銷費用）、近12個月內由本金支付之股利及基金行政管理
費用已揭露於基金之公開說明書或投資人須知中，投資人可至下列網址查閱：
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http://www.fundclear.com.tw、公開資訊觀測站：
http://newmops.tse.com.tw 、 瀚 亞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http://www.eastspring.com.tw或於本公司營業處所：台北市松智路1號4樓，
電話:(02)8758-6699索取／查閱。 瀚亞投信獨立經營管理瀚亞投信獨立經營
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