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ublic 

 

基金中文名稱 幣別 

牌告手續費率 書面交易優惠費率 網路交易優惠費率
註 1 

單筆／ 

定期定額 
轉申購 

單筆／ 

定期定額 
轉申購 

單筆／ 

定期定額 
轉申購 

安聯台灣大壩基金 新臺幣 2.00% 0.50% 2.00% 0.50% 0.60% 0.20% 

安聯台灣貨幣市場基金
註 2 註 3

 新臺幣 0.00% 0.00% 

0.00% 

(暫不開放 

定期定額) 

0.00% 

0.00% 

(暫不開放 

定期定額) 

0.00% 

安聯台灣科技基金 新臺幣 2.00% 0.50% 2.00% 0.50% 0.60% 0.20% 

安聯全球生技趨勢基金 新臺幣 3.00% 0.50% 2.00% 0.50% 0.60% 0.20% 

安聯全球生技趨勢基金 美元 3.00% 0.50% 

2.00% 

(暫不開放 

定期定額) 

0.50% 暫不開放網路交易 

安聯全球債券基金-A 類型(累積) 新臺幣 2.00% 0.50% 1.50% 0.50% 0.45%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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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5

 
 

新臺幣 2.00% 0.50% 1.50% 0.50% 0.45% 0.20% 

安聯全球新興市場基金 新臺幣 3.00% 0.50% 2.00% 0.50% 0.60% 0.20% 

安聯全球綠能趨勢基金 新臺幣 3.00% 0.50% 2.00% 0.50% 0.60% 0.20% 

安聯全球綠能趨勢基金 美元 3.00% 0.50% 

2.00% 

(暫不開放 

定期定額) 

0.50% 暫不開放網路交易 

安聯全球人口趨勢基金 新臺幣 3.00% 0.50% 2.00% 0.50% 0.60% 0.20% 

安聯全球農金趨勢基金 新臺幣 3.00% 0.50% 2.00% 0.50% 0.60% 0.20% 

安聯台灣智慧基金 新臺幣 2.00% 0.50% 2.00% 0.50% 0.60% 0.20% 

安聯四季回報債券組合基金-A 類型(累積) 新臺幣 2.00% 0.50% 1.50% 0.50% 0.45% 0.20% 

安聯四季回報債券組合基金-B 類型 (月配

息)(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註 5

 
新臺幣 2.00% 0.50% 1.50% 0.50% 0.45% 0.20% 

安聯四季回報債券組合基金-A 類型(累積) 美元 2.00% 0.50% 

1.50% 

(暫不開放 

定期定額) 

0.50% 暫不開放網路交易 

安聯中國策略基金-新臺幣 新臺幣 3.00% 0.50% 2.00% 0.50% 0.60% 0.20% 

安聯中國策略基金-美元 美元 3.00% 0.50% 

2.00% 

(暫不開放 

定期定額) 

0.50% 暫不開放網路交易 

安聯中國策略基金-人民幣 人民幣 3.00% 0.50% 

2.00% 

(暫不開放 

定期定額) 

0.50% 暫不開放網路交易 

安聯全球油礦金趨勢基金 新臺幣 3.00% 0.50% 2.00% 0.50% 0.60% 0.20% 

安聯中國東協基金 新臺幣 3.00% 0.50% 2.00% 0.50% 0.60% 0.20% 

 

安聯四季豐收債券組合基金-A 類型(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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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臺幣 2.00% 0.50% 1.50% 0.50% 0.45% 0.20% 

安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境內基金手續費率一覽表 



 

 
Public 

基金中文名稱 幣別 

牌告手續費率 書面交易優惠費率 網路交易優惠費率
註 1 

單筆／ 

定期定額 
轉申購 

單筆／ 

定期定額 
轉申購 

單筆／ 

定期定額 
轉申購 

安聯四季豐收債券組合基金-B 類型(月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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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5 

新臺幣 2.00% 0.50% 1.50% 0.50% 0.45% 0.20% 

安聯四季豐收債券組合基金-N 類型(月配

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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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臺幣 
本類股僅在銀行通路端銷售 

暫不開放交易 

安聯四季豐收債券組合基金-N 類型(月配

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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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元 
本類股僅在銀行通路端銷售 

暫不開放交易 

安聯四季豐收債券組合基金-A類型(累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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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 2.00% 0.50% 

1.50% 

(暫不開放 

定期定額) 

0.50% 暫不開放網路交易 

安聯四季豐收債券組合基金-B 類型(月配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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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 2.00% 0.50% 

1.50% 

(暫不開放 

定期定額) 

0.50% 暫不開放網路交易 

安聯四季豐收債券組合基金-N 類型(月配

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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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 
本類股僅在銀行通路端銷售 

暫不開放交易 

安聯四季豐收債券組合基金- A 類型(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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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元 2.00% 0.50% 

1.50% 

(暫不開放 

定期定額) 

0.50% 暫不開放網路交易 

安聯四季豐收債券組合基金-B 類型(月配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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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元 2.00% 0.50% 

1.50% 

(暫不開放 

定期定額) 

0.50% 暫不開放網路交易 

安聯四季雙收入息組合基金-A 類型(累積)  新臺幣 3.00% 0.50% 2.00% 0.50% 0.60% 0.20% 

安聯四季雙收入息組合基金-B 類型(月配息)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註 5 
新臺幣 3.00% 0.50% 2.00% 0.50% 0.60% 0.20% 

安聯四季雙收入息組合基金-A 類型(累積) 美元 3.00% 0.50% 

2.00% 

(暫不開放 

定期定額) 

0.50% 暫不開放網路交易 

安聯四季雙收入息組合基金-B 類型(月配息)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元 3.00% 0.50% 

2.00% 

(暫不開放 

定期定額) 

0.50% 暫不開放網路交易 

安聯四季雙收入息組合基金-B 類型(月配息)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人民幣 3.00% 0.50% 

2.00% 

(暫不開放 

定期定額) 

0.50% 暫不開放網路交易 

安聯四季雙收入息組合基金-B1 類型(月配息)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註 5 
新臺幣 3.00% 0.50% 2.00% 0.50% 0.60% 0.20% 

安聯四季雙收入息組合基金-B1 類型(月配息)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元 3.00% 0.50% 

2.00% 

(暫不開放 
0.50% 暫不開放網路交易 



 

 
Public 

基金中文名稱 幣別 

牌告手續費率 書面交易優惠費率 網路交易優惠費率
註 1 

單筆／ 

定期定額 
轉申購 

單筆／ 

定期定額 
轉申購 

單筆／ 

定期定額 
轉申購 

定期定額) 

安聯四季成長組合基金
註 3

 新臺幣 3.00% 0.50% 3.00% 0.50% 0.90% 0.20% 

安聯四季成長組合基金
註 3

 美元 3.00% 0.50% 

3.00% 

(暫不開放 

定期定額) 

0.50% 暫不開放網路交易 

安聯目標收益基金-A 類型(累積) (本基金主要

係投資於高風險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新臺幣 2.00% 0.50% 2.00% 0.50% 0.60% 0.20% 

安聯目標收益基金-B 類型(月配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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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5

 

新臺幣 2.00% 0.50% 2.00% 0.50% 0.60% 0.20% 

安聯目標收益基金- N 類型(月配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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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臺幣 
本類股僅在銀行通路端銷售 

暫不開放交易 

安聯目標收益基金-A 類型(累積)(本基金主要

係投資於高風險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美元 2.00% 0.50% 

2.00% 

(暫不開放 

定期定額) 

0.50% 暫不開放網路交易 

安聯目標收益基金-B 類型(月配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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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元 2.00% 0.50% 

2.00% 

(暫不開放 

定期定額) 

0.50% 暫不開放網路交易 

安聯目標收益基金-A 類型(累積) (本基金主要

係投資於高風險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人民幣 2.00% 0.50% 

2.00% 

(暫不開放 

定期定額) 

0.50% 暫不開放網路交易 

安聯目標收益基金-B 類型(月配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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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 2.00% 0.50% 

2.00% 

(暫不開放 

定期定額) 

0.50% 暫不開放網路交易 

安聯目標收益基金- N 類型(月配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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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 
本類股僅在銀行通路端銷售 

暫不開放交易 

安聯中華新思路基金 新臺幣 3.00% 0.50% 3.00% 0.50% 0.90% 0.20% 

安聯中華新思路基金 人民幣 3.00% 0.50% 

3.00% 

(暫不開放 

定期定額) 

0.50% 暫不開放網路交易 

安聯中華新思路基金 美元 3.00% 0.50% 

3.00% 

(暫不開放 

定期定額) 

0.50% 暫不開放網路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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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臺幣 3.00% 0.50% 3.00% 0.50% 0.90%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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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5

 

新臺幣 3.00% 0.50% 3.00% 0.50% 0.90% 0.20% 



 

 
Public 

基金中文名稱 幣別 

牌告手續費率 書面交易優惠費率 網路交易優惠費率
註 1 

單筆／ 

定期定額 
轉申購 

單筆／ 

定期定額 
轉申購 

單筆／ 

定期定額 
轉申購 

安聯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 N 類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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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臺幣 
本類股僅在銀行通路端銷售 

暫不開放交易 

安聯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 C 類型(累積)-新

台幣(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

高風險債券) 

新臺幣 
本類股僅在銀行通路端銷售 

暫不開放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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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 3.00% 0.50% 

3.00% 

(暫不開放 

定期定額) 

0.50% 暫不開放網路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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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 3.00% 0.50% 

3.00% 

(暫不開放 

定期定額) 

0.50% 暫不開放網路交易 

安聯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 N 類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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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 
本類股僅在銀行通路端銷售 

暫不開放交易 

安聯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 A 類型(累積)-美

元(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

風險債券) 

美元 3.00% 0.50% 

3.00% 

(暫不開放 

定期定額) 

0.50% 暫不開放網路交易 

安聯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 B 類型(月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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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元 3.00% 0.50% 

3.00% 

(暫不開放 

定期定額) 

0.50% 暫不開放網路交易 

安聯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 N類型(月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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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元 
本類股僅在銀行通路端銷售 

暫不開放交易 

安聯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 C 類型(累積)-美

元(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

風險債券) 

美元 
本類股僅在銀行通路端銷售 

暫不開放交易 

安聯美國短年期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 A 類

型(累積)-新臺幣 
新臺幣 2.00% 0.50% 2.00% 0.50% 0.60% 0.20% 

安聯美國短年期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 B 類

型(月配息)-新臺幣(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註 5 

新臺幣 2.00% 0.50% 2.00% 0.50% 0.60% 0.20% 

安聯美國短年期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 N 類

型(月配息)-新臺幣(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新臺幣 
本類股僅在銀行通路端銷售 

暫不開放交易 

安聯美國短年期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 A 類

型(累積)-人民幣 
人民幣 2.00% 0.50% 

2.00% 

(暫不開放 

定期定額) 

0.50% 暫不開放網路交易 

安聯美國短年期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 B 類

型(月配息)-人民幣(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人民幣 2.00% 0.50% 

2.00% 

(暫不開放 

定期定額) 

0.50% 暫不開放網路交易 



 

 
Public 

基金中文名稱 幣別 

牌告手續費率 書面交易優惠費率 網路交易優惠費率
註 1 

單筆／ 

定期定額 
轉申購 

單筆／ 

定期定額 
轉申購 

單筆／ 

定期定額 
轉申購 

安聯美國短年期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 N 類

型(月配息)-人民幣(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人民幣 
本類股僅在銀行通路端銷售 

暫不開放交易 

安聯美國短年期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 A 類

型(累積)-美元 
美元 2.00% 0.50% 

2.00% 

(暫不開放 

定期定額) 

0.50% 暫不開放網路交易 

安聯美國短年期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 B 類

型(月配息)-美元(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美元 2.00% 0.50% 

2.00% 

(暫不開放 

定期定額) 

0.50% 暫不開放網路交易 

安聯美國短年期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 N 類

型(月配息)-美元(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美元 
本類股僅在銀行通路端銷售 

暫不開放交易 

安聯特別收益多重資產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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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臺幣 3.00% 0.50% 3.00% 0.50% 0.90% 0.20% 

安聯特別收益多重資產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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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5

 

新臺幣 3.00% 0.50% 3.00% 0.50% 0.90% 0.20% 

安聯特別收益多重資產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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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臺幣 
本類股僅在銀行通路端銷售 

暫不開放交易 

安聯特別收益多重資產基金- HA 類型(累積)-

新臺幣(避險)(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

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新臺幣 3.00% 0.50% 3.00% 0.50% 0.90% 0.20% 

安聯特別收益多重資產基金- HB 類型(月配

息)-新臺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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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5

 

新臺幣 3.00% 0.50% 3.00% 0.50% 0.90% 0.20% 

安聯特別收益多重資產基金- HN 類型(月配

息)-新臺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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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臺幣 
本類股僅在銀行通路端銷售 

暫不開放交易 

安聯特別收益多重資產基金- HA 類型(累積)-

人民幣(避險)(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

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人民幣 3.00% 0.50% 

3.00% 

(暫不開放 

定期定額) 

0.50% 暫不開放網路交易 

安聯特別收益多重資產基金- HB 類型(月配

息)-人民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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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 3.00% 0.50% 

3.00% 

(暫不開放 

定期定額) 

0.50% 暫不開放網路交易 

安聯特別收益多重資產基金- HN 類型(月配

息)-人民幣(避險)(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
人民幣 

本類股僅在銀行通路端銷售 

暫不開放交易 



 

 
Public 

基金中文名稱 幣別 

牌告手續費率 書面交易優惠費率 網路交易優惠費率
註 1 

單筆／ 

定期定額 
轉申購 

單筆／ 

定期定額 
轉申購 

單筆／ 

定期定額 
轉申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安聯特別收益多重資產基金- A 類型(累積)-美

元(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

風險債券) 

美元 3.00% 0.50% 

3.00% 

(暫不開放 

定期定額) 

0.50% 暫不開放網路交易 

安聯特別收益多重資產基金- B 類型(月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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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元 3.00% 0.50% 

3.00% 

(暫不開放 

定期定額) 

0.50% 暫不開放網路交易 

安聯特別收益多重資產基金- N類型(月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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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元 
本類股僅在銀行通路端銷售 

暫不開放交易 

安聯新興債券收益組合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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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臺幣 2.00% 0.50% 2.00% 0.50% 0.60% 0.20% 

安聯新興債券收益組合基金- B 類型(月配

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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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5

 

新臺幣 2.00% 0.50% 2.00% 0.50% 0.60% 0.20% 

安聯新興債券收益組合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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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臺幣 
本類股僅在銀行通路端銷售 

暫不開放交易 

安聯新興債券收益組合基金- HA 類型(累積)-

新臺幣(避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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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臺幣 2.00% 0.50% 2.00% 0.50% 0.60% 0.20% 

安聯新興債券收益組合基金- HB 類型(月配

息)-新臺幣(避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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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5

 

新臺幣 2.00% 0.50% 2.00% 0.50% 0.60% 0.20% 

安聯新興債券收益組合基金- HN 類型(月配

息)-新臺幣(避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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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臺幣 
本類股僅在銀行通路端銷售 

暫不開放交易 

安聯新興債券收益組合基金- HA 類型(累積)-

人民幣(避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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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 2.00% 0.50% 

2.00% 

(暫不開放 

定期定額) 

0.50% 暫不開放網路交易 

安聯新興債券收益組合基金- HB 類型(月配

息)-人民幣(避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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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 2.00% 0.50% 

2.00% 

(暫不開放 

定期定額) 

0.50% 暫不開放網路交易 

安聯新興債券收益組合基金- HN 類型(月配

息)-人民幣(避險)(本基金有一定比例之投資
人民幣 

本類股僅在銀行通路端銷售 

暫不開放交易 



 

 
Public 

基金中文名稱 幣別 

牌告手續費率 書面交易優惠費率 網路交易優惠費率
註 1 

單筆／ 

定期定額 
轉申購 

單筆／ 

定期定額 
轉申購 

單筆／ 

定期定額 
轉申購 

包含高風險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且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安聯新興債券收益組合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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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元 2.00% 0.50% 

2.00% 

(暫不開放 

定期定額) 

0.50% 暫不開放網路交易 

安聯新興債券收益組合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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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元 2.00% 0.50% 

2.00% 

(暫不開放 

定期定額) 

0.50% 暫不開放網路交易 

安聯新興債券收益組合基金-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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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元 
本類股僅在銀行通路端銷售 

暫不開放交易 

 

註1.單筆、定期定額及鎖利定期定額透過官網申購本公司境內新臺幣計價系列基金，累計金額以新臺幣490萬元(含)為上限。 

註2.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拾萬元整，不開放定期定額。 

註3.基金未開放鎖利定期定額。 

註4.網路交易目前僅限交易境內臺幣計價級別基金。 

註5.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貳拾萬元整。 

 

 

 

 

 

 

 

 

 

 

 

 

 

 

 

 

 

 

 

 

安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104016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42 號 8 樓 ／02-8770-9828 

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或同意生效，惟不表示絕無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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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基金應負擔之費用(境外基

金含分銷費用)已揭露於基金之公開說明書或投資人須知中，投資人可至公開資訊觀測站或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中查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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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對利率變動敏感度甚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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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適合欲參與資產具長期增長潛

力之投資人。相較於公債與投資級債券，非投資等級債券波動較高，投資人進場布局宜謹慎考量。投資人投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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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及新興市場債券基金，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之投資標的涵蓋低於

投資等級之垃圾債券，故需承受較大之價格波動，而利率風險、信用違約風險、外匯波動風險也將高於一般投資等級之債券。新興市場債

券基金之投資標的包含政治、經濟相對較不穩定之新興市場國家之債券，因此將面臨較高的政治、經濟變動風險、利率風險、債信風險與



 

 
Publ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