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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取個人投資現值

索取語音操作流程及

基金代碼表

密碼變更

進入自助系統

操作請按：

1 9

語音服務

傳真服務

（本功能需透過傳真機接收）

轉接客服專員

請按：

1

2

■    安聯投信系列基金
代碼 基金名稱

0001    安聯台灣大壩基金

0004    安聯台灣科技基金

0019    安聯台灣智慧基金

0002     安聯台灣貨幣市場基金

0005    安聯全球生技趨勢基金-新臺幣

0043    安聯全球生技趨勢基金-美元

0007    安聯全球債券基金-A類型（累積）

0028    安聯全球債券基金-B類型（月
配息）（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0008    安聯亞洲動態策略基金

0010    安聯全球新興市場基金

0015    安聯全球綠能趨勢基金

0017    安聯全球人口趨勢基金

0018    安聯全球農金趨勢基金

0020    安聯四季回報債券組合基金-A類
型（累積）-新臺幣

0062  安聯四季回報債券組合基金-B類
型（月配息）-新臺幣（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0056 安聯四季回報債券組合基金-A類
型（累積）-美元

0021    安聯中國策略基金-新臺幣

0067 安聯中國策略基金-美元

0022    安聯全球油礦金趨勢基金

0023    安聯中國東協基金

0026    安聯四季豐收債券組合基金-A類
型（累積）-新臺幣（本基金有一定
比例之投資包含高風險非投資等
級債券基金）

0027    安聯四季豐收債券組合基金-B類
型（月配息）-新臺幣（本基金有
一定比例之投資包含高風險非投
資等級債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0068  安聯四季豐收債券組合基金-N類
型(月配息)-新臺幣(本基金有一
定比例之投資包含高風險非投資
等級債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代碼 基金名稱

0035    安聯四季豐收債券組合基金-A類
型（累積）-人民幣（本基金有一定
比例之投資包含高風險非投資等
級債券基金）

0036    安聯四季豐收債券組合基金-B類
型（月配息）-人民幣（本基金有
一定比例之投資包含高風險非投
資等級債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0069  安聯四季豐收債券組合基金-N類
型(月配息)-人民幣(本基金有一
定比例之投資包含高風險非投資
等級債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0057  安聯四季豐收債券組合基金-A類
型（累積）-美元（本基金有一定比
例之投資包含高風險非投資等級
債券基金）

0055    安聯四季豐收債券組合基金-B類
型（月配息）-美元（本基金有一
定比例之投資包含高風險非投資
等級債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0029    安聯四季雙收入息組合基金-A類
型（累積）-新臺幣

0030    安聯四季雙收入息組合基金-B類
型（月配息）-新臺幣（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0033    安聯四季雙收入息組合基金-A類
型（累積）-美元

0034    安聯四季雙收入息組合基金-B類
型（月配息）-美元（基金之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

0047    安聯四季雙收入息組合基金-B類
型（月配息）-人民幣（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0031    安聯四季成長組合基金-新臺幣

0032    安聯四季成長組合基金-美元

0037    安聯目標收益基金-A類型（累
積）-新臺幣（本基金主要係投資
於高風險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0038    安聯目標收益基金-B類型（月配
息）-新臺幣（本基金主要係投資
於高風險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且
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代碼 基金名稱

0075  安聯目標收益基金-N類型(月配
息)-新臺幣(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
高風險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且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0039    安聯目標收益基金-A類型（累
積）-美元（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
高風險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0042    安聯目標收益基金-B類型（月配
息）-美元（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
高風險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且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0040    安聯目標收益基金-A類型（累積）-
人民幣（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高
風險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0041    安聯目標收益基金-B類型（月配
息）-人民幣（本基金主要係投資
於高風險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且
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0077  安聯目標收益基金-N類型(月配
息)-人民幣(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
高風險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且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0044    安聯人民幣貨幣市場基金-新臺幣

0045    安聯人民幣貨幣市場基金-人民幣

0046    安聯人民幣貨幣市場基金-美元

0048    安聯中華新思路基金-新臺幣

0049    安聯中華新思路基金-人民幣

0050    安聯中華新思路基金-美元

0051    安聯目標多元入息基金-A類型（累
積）-新臺幣

0052    安聯目標多元入息基金-B類型（月
配息）-新臺幣（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0071  安聯目標多元入息基金-N類型(月
配息)-新臺幣(基金之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0053    安聯目標多元入息基金-A類型（
累積）-美元

0054    安聯目標多元入息基金-B類型（月
配息）-美元（基金之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0058  安聯DMAS全球傘型基金之安聯
DMAS核心組合基金（新臺幣）

代碼 基金名稱

0059  安聯DMAS全球傘型基金之安聯
DMAS核心組合基金（美元）

0060  安聯DMAS全球傘型基金之安聯
DMAS 50組合基金（新臺幣）

0061  安聯DMAS全球傘型基金之安聯
DMAS 50組合基金（美元）

0063  安聯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A類
型（累積）-新臺幣（本基金有相
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
險債券）

0064  安聯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B類
型（月配息）-新臺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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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3  安聯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N類
型(月配息)-新臺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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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65  安聯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A類
型（累積）-人民幣（本基金有相
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
險債券）

0066  安聯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B類
型（月配息）-人民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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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4  安聯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N類
型(月配息)-人民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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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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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碼 基金名稱

1021    安聯全球新興市場高股息基金-AT
累積類股(美元)

1022   安聯全球新興市場高股息基金-AT
累積類股(歐元)

1044  安聯全球新興市場高股息基
金-AMg穩定月收總收益類股(美
元)(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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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2  安聯全球新興市場高股息基金-AM
穩定月收類股(南非幣避險)(基金
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101   安聯全球新興市場高股息基金-AM
穩定月收類股(美元避險)(基金之
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019   安聯全球永續發展基金-A配息類
股(美元)(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1020   安聯全球永續發展基金-A配息類
股(歐元)(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1012   安聯全球高成長科技基金-A配息
類股(美元)

1003   安聯日本股票基金-A配息類股(美
元)(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056 安聯日本股票基金-IT累積類股(
美元)

1059 安聯日本股票基金-AT累積類股(
美元避險)

1018   安聯東方入息基金-I 配息類股(美
元)(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008   安聯東方入息基金-P配息類股(美
元)(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017   安聯東方入息基金-A配息類股(美
元)(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029   安聯東方入息基金-A配息類股(
美元避險)(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1002   安聯新興亞洲股票基金-A配息類
股(美元)(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1058 安聯新興亞洲股票基金-IT累積類
股(美元)

1024   安聯亞洲總回報股票基金-A配息
類股(美元)(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1028   安聯亞洲總回報股票基金-AM穩
定月收類股(美元)(基金之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

1045  安聯亞洲總回報股票基金-AMg穩
定月收總收益類股(美元)(基金之
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027   安聯亞洲總回報股票基金-AM穩
定月收類股(澳幣避險)(基金之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060 安聯亞洲總回報股票基金-IT2累積
類股(美元)

1023   安聯中國股票基金-A配息類股(美
元)(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057 安聯中國股票基金-IT累積類股
(美元)

1006   安聯印尼股票基金-A配息類股(美
元)(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014   安聯韓國股票基金-A配息類股(
美元)

1004   安聯泰國股票基金-A配息類股(美
元)(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001   安聯香港股票基金-A 配息類股(美
元)(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009   安聯老虎基金-A配息類股(美元)(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025   安聯收益成長基金-AT累積類股(美
元)(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
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1026   安聯收益成長基金-AM穩定月收
類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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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碼 基金名稱

1111  安聯收益成長基金-AMg2穩定月
收息級別(美元) (本基金有相當
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
險債券)

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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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  安聯收益成長基金-AMg2穩定月
收息級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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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   安聯收益成長基金-AM穩定月收
類股(歐元避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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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7   安聯收益成長基金-AM穩定月收
類股(南非幣避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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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3   安聯收益成長基金-AM穩定月收
類股(港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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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2   安聯收益成長基金-AM穩定月收
類股(紐幣避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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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   安聯收益成長基金-IT累積類股(美
元)(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
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1033   安聯歐洲高息股票基金-IT累積類
股(歐元)

1046  安聯歐洲高息股票基金-IT累積類
股(美元避險)

1034   安聯歐洲高息股票基金-AT累積類
股(歐元)

1035   安聯歐洲高息股票基金-AM穩定月
收類股(美元避險)(基金之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

1047  安聯歐洲高息股票基金-AMg穩定
月收總收益類股(美元避險)(基金
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036   安聯歐洲高息股票基金-AM穩定月
收類股(歐元)(基金之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1086  安聯歐洲高息股票基金-IM穩定月
收類股(歐元)(基金之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1038   安聯亞洲靈活債券基金-AT累積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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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9   安聯亞洲靈活債券基金-AM穩定月
收類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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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8  安聯亞洲靈活債券基金-AMg穩定
月收總收益類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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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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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7  安聯亞洲靈活債券基金-AM穩定月
收類股(南非幣避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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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1   安聯亞洲靈活債券基金-IT累積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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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2   安聯亞洲靈活債券基金-IM穩定月
收類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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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9 安聯歐洲成長精選基金-AT累積類
股(歐元)

1050 安聯歐洲成長精選基金-AT累積類
股(美元避險)

代碼 基金名稱

1051 安聯歐洲成長精選基金-IT累積類
股(歐元)

1052 安聯歐洲成長精選基金-IT累積類
股(美元避險)

1053  安聯亞太高息股票基金 -A配息
類股(歐元)(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1054  安聯亞太高息股票基金-AM穩定月
收類股(歐元)(基金之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1055  安聯亞太高息股票基金 -AM穩定
月收類股(美元)(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1069  安聯美國多元投資風格股票基
金-AT累積類股(美元)

1061  安聯美國多元投資風格股票基
金-AT累積類股(歐元)

1062  安聯美國多元投資風格股票基
金-IT累積類股(歐元)

1063  安聯美國多元投資風格股票基金-I
配息類股(美元)(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1070 安聯歐洲小型股票基金-AT累積類
股(美元避險)

1064  安聯歐洲小型股票基金-AT累積類
股(歐元)

1065  安聯歐洲小型股票基金-IT累積類
股(歐元)

1066  安聯歐陸成長基金-AT累積類股
(歐元)

1067  安聯歐陸成長基金-AT累積類股(
美元避險)

1068  安聯歐陸成長基金-IT累積類股
(歐元)

1074  安聯歐元投資級別債券基金-A配
息類股(歐元)(基金之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1075 安聯歐元投資級別債券基金-IT累
積類股(歐元)

1076  安聯全球多元投資風格股票基
金-A配息類股(歐元)(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1077  安聯全球多元投資風格股票基
金-IT累積類股(美元)

1078 安聯併購套利策略基金-AT累積類
股(歐元)

1079 安聯併購套利策略基金-IT累積類
股(歐元)

1080 安聯併購套利策略基金-AT累積類
股(美元避險)

1081 安聯新興市場多元投資風格股票
基金-AT累積類股(歐元)

1082  安聯新興市場多元投資風格股票
基金-I配息類股(美元)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1083 安聯全球小型股票基金-AT累積類
股(美元)

1084 安聯全球小型股票基金-IT累積類
股(美元)

1085 安聯歐洲股債增益基金-AT累積類
股(歐元)

1095  安聯美元高收益基金-AT累積類股(
美元)(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
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1096  安聯美元高收益基金-AT累積類股(
歐元避險)(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
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1092   安聯美元高收益基金-AM穩定月
收類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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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3   安聯美元高收益基金-AM穩定月
收類股(澳幣避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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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4   安聯美元高收益基金-AM穩定月
收類股(歐元避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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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碼 基金名稱

1100   安聯美元高收益基金-AM穩定月
收類股(南非幣避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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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7   安聯美元高收益基金-I配息類股(
歐元避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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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8   安聯美元高收益基金-IT累積類股(
美元)(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
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1099   安聯美元高收益基金-IM穩定月收
類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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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4  安聯多元信用債券基金-AT累積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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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6  安聯多元信用債券基金-IM穩定月
收類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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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7  安聯多元信用債券基金-IT累積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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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8  安聯多元信用債券基金-AMg穩定
月收總收益類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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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9  安聯多元信用債券基金-AMg穩
定月收總收益類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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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  安聯多元信用債券基金-AMg穩定
月收總收益類股(南非幣避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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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3  安聯動力亞洲高收益債券基
金-AMg穩定月收總收益級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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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4  安聯動力亞洲高收益債券基
金-AMg穩定月收總收益級別(澳幣
避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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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7  安聯動力亞洲高收益債券基
金-AMg穩定月收總收益級別(南非
幣避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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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5  安聯動力亞洲高收益債券基金-AT
累積級別(美元)(本基金主要係投
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1116  安聯動力亞洲高收益債券基金-IT
累積級別(美元)(本基金主要係投
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1121  安聯動力亞洲高收益債券基金-IM
穩定月收級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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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 安聯綠色債券基金-IT累積級別(
美元避險)

1119 安聯綠色債券基金-AT累積級別(
美元避險)

1118  安聯綠色債券基金-AT累積級別
(歐元)

1089  安聯AI人工智慧基金-AT累積級
別(美元)

1105 安聯AI人工智慧基金-IT累積級別
(美元)

第2頁（共3頁）

■    安聯環球投資-盧森堡系列基金



A-01	 B-02	 C-03	 D-04	 E-05	 F-06	

G-07	 H-08	 I-09		 J-10	 K-11	 L-12	

M-13	 N-14	 O-15	 P-16	 Q-17	 R-18	

S-19	 T-20	 U-21	 V-22	 W-23	 X-24	

Y-25	 Z-26

註 *： 全系列基金名稱（PIMCO系列基金除外）於2015/12/27起因公司更名，基金名稱亦更動之。【基金名稱變更對照表】 請詳見官網 tw.allianzgi.com 之訊息快遞。

  **： PIMCO高收益債券基金於104年3月31日更名為PIMCO美國高收益債券基金。

 ***：自2019年1月26日起，本公司非PIMCO系列基金之銷售機構

代碼 基金名稱

5032   PIMCO總回報債券基金-E級類別（收息股
份）

5001    PIMCO總回報債券基金-機構H級類別 
（累積股份）

5028    PIMCO多元收益債券基金-E級類別（收息
股份）（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
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5037    PIMCO多元收益債券基金（歐元避險）- 
E級類別（收息股份）（本基金有相當比重
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5040    PIMCO多元收益債券基金-M級類別（月
收息股份）（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
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5050    PIMCO多元收益債券基金-M級類別（月收
息強化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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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4    PIMCO多元收益債券基金（澳幣避險）- 
M級類別（月收息股份）（本基金有相當比
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5038    PIMCO多元收益債券基金-機構H級類別
（累積股份）（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5030/5042  PIMCO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E級類別（收
息股份）/Ｍ級類別（月收息股份）（本基
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

5053    PIMCO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M級類別
（月收息強化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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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碼 基金名稱

5047    PIMCO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機構H級類
別（收息股份）（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
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5016    PIMCO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機構H級類
別（累積股份）（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
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5031/5043  PIMCO美國高收益債券基金-E級類別（收
息股份）/Ｍ級類別（月收息股份）（本基
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

5003    PIMCO美國高收益債券基金-機構H級類
別（累積股份）（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
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5029    PIMCO新興市場債券基金-E級類別（收息
股份）（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
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5041  PIMCO新興市場債券基金-M級類別（月
收息股份）（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
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5051    PIMCO新興市場債券基金-M級類別（月收
息強化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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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5    PIMCO新興市場債券基金（澳幣避險）-M
級類別（月收息股份）（本基金有相當比
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5005    PIMCO新興市場債券基金-機構H級類別
（累積股份）（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5009    PIMCO全球投資級別債券基金-E級類別
（收息股份）

代碼 基金名稱

5046    PIMCO全球投資級別債券基金-M級類別
（月收息股份）

5052    PIMCO全球投資級別債券基金-M級類別
（月收息強化股份）（基金之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5017    PIMCO全球投資級別債券基金-機構H級
類別（累積股份）

5033    PIMCO全球實質回報債券基金-E級類別
（收息股份）

5010    PIMCO全球實質回報債券基金-機構H級
類別（累積股份）

5034    PIMCO短年期債券基金-E級類別（累積股
份）

5024    PIMCO全球債券（美國除外）基金-E級類
別（收息股份）

5036    PIMCO全球債券基金-E級類別（收息股
份）

5055    PIMCO全球債券基金-機構H級類別（收息
股份）

5035    PIMCO歐元債券基金-E級類別（累積股
份）

5014    PIMCO美國股票增益基金-E級類別（累積
股份）

5039    PIMCO絕對收益債券基金-E級類別（收息
股份）

安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語音系統操作流程及 
基金代碼表（3/3）

代碼 基金名稱

2017    安聯德國基金-A配息類股（
歐元）

2012  安聯歐洲債券基金-A配息類
股（歐元）

2008  安聯全球資源基金-A配息類
股（歐元）

2013  安聯歐洲基金-A配息類股（
歐元）

代碼 基金名稱

2001  安聯全球股票基金-A配息類
股（歐元）

2003  安聯全球生物科技基金-A配息
類股（歐元）

2010  安聯國際債券基金-A配息類股
（歐元）

2014  安聯歐洲成長基金-A配息類股
（歐元）

代碼 基金名稱

1010 安聯小龍基金    

2004 安聯全球高科技基金

2015 安聯北美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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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MCO系列***

■    安聯環球投資-德國系列基金 ■    英文字母對照表

■    已下架基金（已撤銷核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