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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選擇簡介

投資連繫式壽險
盛名II整付投資保險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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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投資或涉及的投資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包括投資之市場價格變動。過往的表現並非未來業績的指標。在作出任何投資決定前，您必須清楚了解自己可承受的風險程度，以及相關投資的風險水平。

盛名II所提供的各項投資選擇的特點及風險狀況或會有很大差異，部份可能涉及高風險。強烈建議您應仔細閱讀各參考基金之銷售說明書，以了解有關投資的風險。安盛保險
(百慕達) 有限公司 (「本公司」) 備有參考基金的銷售說明書可供參閱。

一般而言，投資選擇的表現會受多個風險因素影響：

市場風險
參考基金的價格或會因應市場及經濟上各樣變化而出現波幅，包括但不限於利率、匯率、發行人或擔保人信貸評級、通脹 (包括實況及未來前景)的變化，以及投資市場出現 
整體普遍下滑的情況。

交易對手違約風險
投資或會受到發行人或擔保人之信貸風險及違約風險影響。

流通性風險
參考基金可投資於其交易量或會因市場氣氛而顯著波動之工具。參考基金作出之投資或會面對因應市場發展或投資者之相反意向而減低其流動性之風險。

貨幣風險
參考基金持有以非其當地貨幣計值的資產，須面對匯率波幅的風險。

盛名II整付投資保險計劃 (「盛名II」) 的主要銷售刊物包括產品說明書、本投資選擇簡介及產品資料
概要。本投資選擇簡介與計劃的產品說明書及產品資料概要同時發出，並應一併細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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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名 II提供的投資選擇目錄

您應閱讀參考基金之銷售說明書 (包括產品資料概要)以了解有關參考基金之詳細資料 (包括但不限於其投資目標及政策、風險因素及收費)。本公司
備有參考基金之銷售說明書 (包括產品資料概要)可供參閱。 
投資選擇的投資表現參照相關參考基金的投資表現計算。計劃的費用及收費，請參閱盛名II的產品說明書。

種類 投資選擇之名稱 代號 相應的參考基金之名稱 參考基金的管理公司之名稱 參考基金之
股份類別

投資選擇 / 參考
基金之貨幣 股息分派#

1 短期債券及貨幣 
基金 東方匯理系列基金 - 美元貨幣市場基金 27DCASH 東方匯理系列基金 - 美元貨幣市場基金 Amundi Luxembourg S.A. A2(C) 美元 股息不分派

2 短期債券及貨幣 
基金 安盛環球基金 - 亞洲短期債券 27AWASD 安盛環球基金 - 亞洲短期債券 AXA Funds Management S.A. 

(盧森堡) A類每月分派 美元 股息分派

3 短期債券及貨幣 
基金 安盛環球基金 - 新興市場短期債券 27AWEMS 安盛環球基金 - 新興市場短期債券 AXA Funds Management S.A. 

(盧森堡)
A類每月分派
（港元對沖） 港元 股息分派

4 短期債券及貨幣 
基金 貝萊德全球基金 - 歐元短期債券基金* 27MMESD 貝萊德全球基金 - 歐元短期債券基金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A2 歐元 股息不分派

5 短期債券及貨幣 
基金 富達基金 - 歐元現金基金 27FIEUC 富達基金 - 歐元現金基金 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A-累積 歐元 股息不分派

6 短期債券及貨幣 
基金 富達基金 - 美元現金基金 27FUSCA 富達基金 - 美元現金基金 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A-累積 美元 股息不分派

7 固定收益 - 環球 Architas靈活債券基金 27AHFBD Architas Multi-Manager環球管理基金單位
信託 - Architas靈活債券基金

Architas Multi-Manager Europe 
Limited R 美元 股息不分派

8 固定收益 - 環球 鄧普頓環球債券基金 27TPGBL 富蘭克林鄧普頓投資基金 - 鄧普頓環球 
債券基金

Franklin Templeton International 
Services S.à r.l. A(累算) 美元 股息不分派

9 固定收益 - 環球 鄧普頓環球總收益基金* 27TPGRA 富蘭克林鄧普頓投資基金 - 鄧普頓環球 
總收益基金

Franklin Templeton International 
Services S.à r.l. A(累算) 美元 股息不分派

10 固定收益 - 環球 木星全球基金 - 木星動力債券基金 27JUJDB 木星全球基金 - 木星動力債券基金 Jupiter Asset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S.A. L歐元累積 歐元 股息不分派

11 固定收益 - 美元 聯博 - 美元收益基金 27AFAIA 聯博 - 美元收益基金 AllianceBernstein (Luxembourg) 
S.à r.l. A2 美元 股息不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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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 投資選擇之名稱 代號 相應的參考基金之名稱 參考基金的管理公司之名稱 參考基金之
股份類別

投資選擇 / 參考
基金之貨幣 股息分派#

12 固定收益 - 美元 聯博 - 美元收益基金AA 27ABAIA 聯博 - 美元收益基金 AllianceBernstein (Luxembourg) 
S.à r.l. AA 美元 股息分派

13 固定收益 - 美元 富達基金 - 美元債券基金 27FIUSB 富達基金 - 美元債券基金 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A 美元 股息分派

14 固定收益 - 美元 柏瑞環球基金 - 柏瑞環球策略收益基金 27NSTBO 柏瑞環球基金 - 柏瑞環球策略收益基金 PineBridge Investments Ireland 
Limited A 美元 股息不分派

15 固定收益 - 歐元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歐元債券* 27SIEBD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歐元債券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Europe) S.A. A-累積 歐元 股息不分派

16 固定收益 - 港元 信安豐裕人生基金 - 信安香港債券基金 27RHKBO 信安豐裕人生基金 - 信安香港債券基金 信安資金管理 (亞洲) 有限公司 零售類 港元 股息不分派

17 固定收益 -  
通貨膨脹連繫 安盛環球基金 - 環球通脹債券 27AWGIB 安盛環球基金 - 環球通脹債券 AXA Funds Management S.A. 

(盧森堡)
A 類累積 

（美元對沖） 美元 股息不分派

18 固定收益 - 
通貨膨脹連繫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環球通貨膨脹
連繫債券* 27SCIIA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環球通貨膨脹

連繫債券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Europe) S.A. A-累積 歐元 股息不分派

19 固定收益 - 高收益 聯博 - 環球高收益基金 27AFHYA 聯博 - 環球高收益基金 AllianceBernstein (Luxembourg) 
S.à r.l. A2 美元 股息不分派

20 固定收益 - 高收益 聯博 - 環球高收益基金AA 27ABHYA 聯博 - 環球高收益基金 AllianceBernstein (Luxembourg) 
S.à r.l. AA 美元 股息分派

21 固定收益 - 高收益 聯博 - 歐元高收益基金 27AFEHY 聯博 - 歐元高收益基金 AllianceBernstein (Luxembourg) 
S.à r.l. A2 歐元 股息不分派

22 固定收益 - 高收益 東方匯理系列基金 - 歐元高回報債券
基金 27DBEHY 東方匯理系列基金 - 歐元高回報債券

基金 Amundi Luxembourg S.A. A2(C) 歐元 股息不分派

23 固定收益 - 高收益 東方匯理系列基金 - 歐元高回報債券
基金 A2HU-MD 27DBEH2 東方匯理系列基金 - 歐元高回報債券

基金 Amundi Luxembourg S.A. A2對沖MD 美元 股息分派

24 固定收益 - 高收益 安盛環球基金 - 亞洲高收益債券 27AWAHY 安盛環球基金 - 亞洲高收益債券 AXA Funds Management S.A. 
(盧森堡) A類每月分派 美元 股息分派

25 固定收益 - 高收益 安盛環球基金 - 環球高收益債券 27AWGHY 安盛環球基金 - 環球高收益債券 AXA Funds Management S.A. 
(盧森堡) A類每月分派 美元 股息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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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 投資選擇之名稱 代號 相應的參考基金之名稱 參考基金的管理公司之名稱 參考基金之
股份類別

投資選擇 / 參考
基金之貨幣 股息分派#

26 固定收益 - 高收益 安盛環球基金 - 美國高收益債券 27AWUHA 安盛環球基金 - 美國高收益債券 AXA Funds Management S.A. 
(盧森堡) A類每月分派 美元 股息分派

27 固定收益 - 高收益 富達基金 - 亞洲高收益基金 備註 27FAHYU 富達基金 - 亞洲高收益基金 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A-累積 美元 股息不分派

28 固定收益 - 高收益 富達基金 - 亞洲高收益基金
A-每月特色派息(G) 備註 27FAHYG 富達基金 - 亞洲高收益基金 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A-每月特色派息

(G) 美元 股息分派

29 固定收益 - 高收益 摩根投資基金 - 環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27JFGHY 摩根投資基金 - 環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 
(Europe) S.à r.l. A(累計) 美元 股息不分派

30 固定收益 - 高收益 瑞銀 (盧森堡) 歐元高收益債券基金 
(歐元) 27UEHYI 瑞銀 (盧森堡) 歐元高收益債券基金 

(歐元)
UBS Fund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P-acc 歐元 股息不分派

31 固定收益 - 
環球新興市場 聯博 -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27ABRMA 聯博 -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llianceBernstein (Luxembourg) 

S.à r.l. AA 美元 股息分派

32 固定收益 - 
環球新興市場 安本標準 -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27EGSEM 安本標準 -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berdeen Standard Investments 

Luxembourg S.A. A-累積 美元 股息不分派

33 固定收益 - 
環球新興市場 摩根基金 -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27JFEMD 摩根基金 -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 

(Europe) S.à r.l. A(累計) 美元 股息不分派

34 固定收益 - 
環球新興市場 摩根基金 - 新興市場本地貨幣債券基金* 27JFEMA 摩根基金 - 新興市場本地貨幣債券基金 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 

(Europe) S.à r.l. A(每月派息) 美元 股息分派

35 固定收益 - 
環球新興市場 百達 - 全球新興市場債券* 27PGEDU 百達 - 全球新興市場債券 Pictet Asset Management 

(Europe) S.A. P美元 美元 股息不分派

36 固定收益 - 
環球新興市場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新興市場債券 27SCIMD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新興市場債券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Europe) S.A. A-累積 美元 股息不分派

37 固定收益 - 亞洲 貝萊德全球基金 - 亞洲老虎債券基金 27MMAT2 貝萊德全球基金 - 亞洲老虎債券基金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A2 美元 股息不分派

38 固定收益 - 亞洲 富達基金 - 亞太策略收益基金 27FATRG 富達基金 - 亞太策略收益基金 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A-C每月派息(G) 美元 股息分派

39 固定收益 - 亞洲 美盛西方資產亞洲機會基金 27LMAOP 美盛環球基金系列 - 美盛西方資產亞洲 
機會基金

Franklin Templeton International 
Services S.à r.l A-累積 美元 股息不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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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 投資選擇之名稱 代號 相應的參考基金之名稱 參考基金的管理公司之名稱 參考基金之
股份類別

投資選擇 / 參考
基金之貨幣 股息分派#

40 固定收益 - 亞洲 美盛西方資產亞洲機會基金A類 
精選派息(M) 27LMWAO 美盛環球基金系列 - 美盛西方資產亞洲 

機會基金
Franklin Templeton International 
Services S.à r.l

A類精選派息
(M) 美元 股息分派

41 固定收益 - 亞洲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亞洲債券 27SCIAF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亞洲債券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Europe) S.A. A-累積 美元 股息不分派

42 固定收益 - 其他 富達基金 - 中國高收益基金 27FACHY 富達基金 - 中國高收益基金 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A-每月特色派息
(G) - 美元(對沖) 美元 股息分派

43 固定收益 - 其他 富蘭克林浮動息率基金 27TPFRA 富蘭克林浮動息率基金 Franklin Templeton International 
Services S.à r.l. A(累算) 美元 股息不分派

44 固定收益 - 其他 信安環球投資基金 - 優先證券基金 27RGPSA 信安環球投資基金 - 優先證券基金 Principal Global Investors 
(Ireland) Limited A累積 美元 股息不分派

45 固定收益 - 其他 信安環球投資基金 - 優先證券基金 
D2收益 27RGPSD 信安環球投資基金 - 優先證券基金 Principal Global Investors 

(Ireland) Limited D2收益 美元 股息分派

46 股票債券混合 - 環球 Architas多元資產平衡基金 27AHMAB Architas Multi-Manager環球管理基金單位
信託 - Architas多元資產平衡基金 

Architas Multi-Manager Europe 
Limited R 美元 股息不分派

47 股票債券混合 - 環球 貝萊德全球基金 - 環球資產配置基金 27MMMGA 貝萊德全球基金 - 環球資產配置基金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A2 美元 股息不分派

48 股票債券混合 - 環球 貝萊德全球基金 - 環球多元資產入息
基金 27MMGMI 貝萊德全球基金 - 環球多元資產入息

基金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A6 美元 股息分派

49 股票債券混合 - 環球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環球股債收息 27SGMAI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環球股債收息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Europe) S.A. A-累積 美元 股息不分派

50 股票債券混合 - 亞洲 霸菱傾亞均衡基金 27BABAF 霸菱環球組合傘子基金 - 霸菱傾亞均衡 
基金

Baring International Fund 
Managers (Ireland) Limited A累積 美元 股息不分派

51 股票債券混合 - 亞洲 景順亞洲資產配置基金 27IABAL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SICAV - 景順亞洲
資產配置基金 Invesco Management S.A. A-累積 美元 股息不分派

52 股票債券混合 - 亞洲 摩根基金 - 亞太入息基金 27JFAPI 摩根基金 - 亞太入息基金 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 
(Europe) S.à r.l. A(累計) 美元 股息不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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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 投資選擇之名稱 代號 相應的參考基金之名稱 參考基金的管理公司之名稱 參考基金之
股份類別

投資選擇 / 參考
基金之貨幣 股息分派#

53 股票債券混合 - 
新興市場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新興市場股債
收息 27SCEMA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新興市場股債

收息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Europe) S.A. A收息MF 美元 股息分派

54 股票債券混合 - 
新興市場 瑞銀 (盧森堡) 新興市場收益基金 (美元)* 27UEMIN 瑞銀 (盧森堡) 新興市場收益基金 (美元) UBS Fund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P-acc 美元 股息不分派

55 股票債券混合 - 歐洲 瑞銀 (盧森堡) 歐洲增長及收益基金 
(歐元) 27UEGIE 瑞銀 (盧森堡) 歐洲增長及收益基金 

(歐元)
UBS Fund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P-8%-mdist 歐元 股息分派

56 股票債券混合 - 美國 安聯環球投資基金 - 安聯收益及增長
基金 27AZSIG 安聯環球投資基金 - 安聯收益及增長

基金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GmbH AM-收息 美元 股息分派

57 股票債券混合 - 美國 駿利亨德森平衡基金 27JBLA1 駿利亨德森資產管理基金 - 駿利亨德森 
平衡基金 Henderson Management S.A. A2 美元 股息不分派

58 股票 - 環球 聯博 - 低波幅策略股票基金 27AFLVE 聯博 - 低波幅策略股票基金 AllianceBernstein (Luxembourg) 
S.à r.l. A 美元 股息不分派

59 股票 - 環球 聯博 - 環球可持續趨勢基金 27AFGGA 聯博 - 環球可持續趨勢基金 AllianceBernstein (Luxembourg) 
S.à r.l. AX 美元 股息不分派

60 股票 - 環球 安本標準 - 世界股票基金 27EGWEQ 安本標準 - 世界股票基金 Aberdeen Standard Investments 
Luxembourg S.A. A-累積 美元 股息不分派

61 股票 - 環球 Architas靈活股票基金 27AHFEQ Architas Multi-Manager環球管理基金單位
信託 - Architas靈活股票基金

Architas Multi-Manager Europe 
Limited R 美元 股息不分派

62 股票 - 環球 貝萊德全球基金 - 環球動力股票基金 27MMDEU 貝萊德全球基金 - 環球動力股票基金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A2 美元 股息不分派

63 股票 - 環球 貝萊德全球基金 - 系統分析環球股票
高息基金 27MMGEY 貝萊德全球基金 - 系統分析環球股票

高息基金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A6 美元 股息分派

64 股票 - 環球 富達基金 - 環球主題機遇基金 27FINTF 富達基金 - 環球主題機遇基金 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A-累積 美元 股息不分派

65 股票 - 環球 晉達環球策略基金 - 環球特許品牌基金 27VGFRA 晉達環球策略基金 - 環球特許品牌基金 Ninety One Luxembourg S.A. A累積 美元 股息不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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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股票 - 環球 晉達環球策略基金 - 環球策略股票基金 27VGSEQ 晉達環球策略基金 - 環球策略股票基金 Ninety One Luxembourg S.A. A累積 美元 股息不分派

67 股票 - 環球 百達 - 全球趨勢精選 27PGMES 百達 - 全球趨勢精選 Pictet Asset Management 
(Europe) S.A. P美元 美元 股息不分派

68 股票 - 環球中小型 鄧普頓環球小型公司基金 27TPSCF 富蘭克林鄧普頓投資基金 - 鄧普頓環球 
小型公司基金

Franklin Templeton International 
Services S.à r.l. A(累算) 美元 股息不分派

69 股票 - 歐洲 安盛環球基金 - 泛靈頓歐洲增長 27AWFEO 安盛環球基金 - 泛靈頓歐洲增長 AXA Funds Management S.A. 
(盧森堡) A類累積 歐元 股息不分派

70 股票 - 歐洲 貝萊德全球基金 - 歐元市場基金 27MMMMU 貝萊德全球基金 - 歐元市場基金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A2 美元 股息不分派

71 股票 - 歐洲 貝萊德全球基金 - 歐洲基金 27MMEUF 貝萊德全球基金 - 歐洲基金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A2 歐元 股息不分派

72 股票 - 歐洲 富達基金 - 歐洲動力增長基金 27FEDYG 富達基金 - 歐洲動力增長基金 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A 歐元 股息分派

73 股票 - 歐洲 富達基金 - 歐洲增長基金 27FIEUM 富達基金 - 歐洲增長基金 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A 歐元 股息分派

74 股票 - 歐洲 富蘭克林互惠歐洲基金 27TPEUA 富蘭克林鄧普頓投資基金 - 富蘭克林
互惠歐洲基金

Franklin Templeton International 
Services S.à r.l. A(累算) 美元 股息不分派

75 股票 - 歐洲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歐元股票 27SEURE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歐元股票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Europe) S.A. A-累積 歐元 股息不分派

76 股票 - 歐洲中小型 富蘭克林歐洲中小型公司基金 27TPESC 富蘭克林鄧普頓投資基金 - 富蘭克林歐洲
中小型公司基金

Franklin Templeton International 
Services S.à r.l. A(累算) 美元 股息不分派

77 股票 - 歐洲中小型 駿利亨德森遠見基金 - 泛歐小型公司
基金 27HHPES 駿利亨德森遠見基金 - 泛歐小型公司

基金 Henderson Management S.A. A2 歐元 股息不分派

78 股票 - 美國 富達基金 - 美國基金 27FIAM2 富達基金 - 美國基金 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A 美元 股息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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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股票 - 美國 富蘭克林美國機會基金 27TPUSO 富蘭克林鄧普頓投資基金 - 富蘭克林美國
機會基金

Franklin Templeton International 
Services S.à r.l. A(累算) 美元 股息不分派

80 股票 - 美國 美盛凱利美國進取型增長基金 27LMCBU 美盛環球基金系列 - 美盛凱利美國進取型
增長基金

Franklin Templeton International 
Services S.à r.l A累積 美元 股息不分派

81 股票 - 美國 瑞銀 (盧森堡) 美國增長股票基金 (美元) 27UUSAG 瑞銀 (盧森堡) 美國增長股票基金 (美元) UBS Fund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P-acc 美元 股息不分派

82 股票 - 美國中小型 聯博 - 美國中小型股票基金 27AFUSM 聯博 - 美國中小型股票基金 AllianceBernstein (Luxembourg) 
S.à r.l. A 美元 股息不分派

83 股票 - 美國中小型 美盛銳思美國小型資本機會基金 27LMRUS 美盛環球基金系列 - 美盛銳思美國小型 
資本機會基金

Franklin Templeton International 
Services S.à r.l A累積 美元 股息不分派

84 股票 - 美國中小型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美國中小型股票 27SCIUS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美國中小型股票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Europe) S.A. A-累積 美元 股息不分派

85 股票 - 日本 駿利亨德森遠見基金 - 日本機會基金 27HHJAP 駿利亨德森遠見基金 - 日本機會基金 Henderson Management S.A. A2 美元 股息不分派

86 股票 - 日本 摩根日本 (日圓) 基金 27JFJUS 摩根日本 (日圓) 基金 摩根基金 (亞洲) 有限公司 (累計)美元對沖 美元 股息不分派

87 股票 - 日本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日本股票 27SJAEQ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日本股票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Europe) S.A.

A(美元對沖
累積) 美元 股息不分派

88 股票 - 環球新興市場 聯博 - 新興市場增長基金 27AFRMA 聯博 - 新興市場增長基金 AllianceBernstein (Luxembourg) 
S.à r.l. A 美元 股息不分派

89 股票 - 環球新興市場 東方匯理系列基金 – 新興市場內需股票
基金 27DEEID 東方匯理系列基金 – 新興市場內需股票

基金 Amundi Luxembourg S.A. A2(C) 美元 股息不分派

90 股票 - 環球新興市場 霸菱全球新興市場基金 27BGEMF 霸菱新興市場傘子基金 - 霸菱全球新興 
市場基金

Baring International Fund 
Managers (Ireland) Limited A 收益 美元 股息分派

91 股票 - 環球新興市場 摩根基金 - 環球新興市場機會基金 27JFEMO 摩根基金 - 環球新興市場機會基金 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 
(Europe) S.à r.l. A(累計) 美元 股息不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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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股票 - 環球新興市場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新興市場股債
優勢 27SIGMA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新興市場股債

優勢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Europe) S.A. A-累積 美元 股息不分派

93 股票 - 環球新興市場 鄧普頓前緣市場基金 27TPFMU 富蘭克林鄧普頓投資基金 - 鄧普頓前緣 
市場基金

Franklin Templeton International 
Services S.à r.l. A(累算) 美元 股息不分派

94 股票 - 環球新興市場 瑞銀 (盧森堡) 環球新興市場動力股票
基金 (美元) 27UEGEM 瑞銀 (盧森堡) 環球新興市場動力股票

基金 (美元)
UBS Fund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P-acc 美元 股息不分派

95 股票 - 非洲中東 富蘭克林中東北非基金 27TPMUA 富蘭克林鄧普頓投資基金 - 富蘭克林
中東北非基金

Franklin Templeton International 
Services S.à r.l. A(累算) 美元 股息不分派

96 股票 - 金磚四國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金磚四國 
(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 27SBRIC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金磚四國 

(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Europe) S.A. A-累積 美元 股息不分派

97 股票 - 歐非中東 富達基金 - 新興「歐非中東」基金 27FEEUA 富達基金 - 新興「歐非中東」基金 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A-累積 美元 股息不分派

98 股票 - 新興歐洲 霸菱東歐基金 27BEAUU 霸菱環球傘子基金 - 霸菱東歐基金 Baring International Fund 
Managers (Ireland) Limited A 收益 美元 股息分派

99 股票 - 新興歐洲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新興歐洲 27SEMEU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新興歐洲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Europe) S.A. A-累積 歐元 股息不分派

100 股票 - 拉丁美洲 東方匯理系列基金 - 拉丁美洲股票基金 27DEQLA  東方匯理系列基金 - 拉丁美洲股票基金 Amundi Luxembourg S.A. A2(C) 美元 股息不分派

101 股票 - 拉丁美洲 貝萊德全球基金 - 拉丁美洲基金 27MMMLA 貝萊德全球基金 - 拉丁美洲基金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A2 美元 股息不分派

102 股票 - 拉丁美洲 柏瑞環球基金 - 柏瑞拉丁美洲股票基金 27NLAEF 柏瑞環球基金 - 柏瑞拉丁美洲股票基金 PineBridge Investments Ireland 
Limited A 美元 股息不分派

103 股票 - 東協 霸菱大東協基金 27BPACF 霸菱國際傘子基金 - 霸菱大東協基金 Baring International Fund 
Managers (Ireland) Limited A收益 美元 股息分派

104 股票 - 東協 富達基金 - 東協基金 27FIASD 富達基金 - 東協基金 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A-累積 美元 股息不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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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股票 - 亞洲太平洋 安本標準 - 亞洲小型公司基金 27EGASC 安本標準 - 亞洲小型公司基金 Aberdeen Standard Investments 
Luxembourg S.A. A-累積 美元 股息不分派

106 股票 - 亞洲太平洋 貝萊德全球基金 - 亞太股票入息基金 27MMAPE 貝萊德全球基金 - 亞太股票入息基金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A2 美元 股息不分派

107 股票 - 亞洲太平洋 貝萊德全球基金 - 亞洲增長型領先基金 27MMAGA 貝萊德全球基金 - 亞洲增長型領先基金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A2 美元 股息不分派

108 股票 - 亞洲太平洋 貝萊德全球基金 - 太平洋股票基金 27MMPEU 貝萊德全球基金 - 太平洋股票基金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A2 美元 股息不分派

109 股票 - 亞洲太平洋 富達基金 - 可持續發展亞洲股票基金 27FSEDA 富達基金 - 可持續發展亞洲股票基金 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A-累積 美元 股息不分派

110 股票 - 亞洲太平洋 富達基金 - 亞太股息基金 27FAGIA 富達基金 - 亞太股息基金 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A 美元 股息分派

111 股票 - 亞洲太平洋 富達基金 - 亞洲特別機會基金 27FISSA 富達基金 - 亞洲特別機會基金 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A-累積 美元 股息不分派

112 股票 - 亞洲太平洋 富達基金 - 太平洋基金 27FEPAD 富達基金 - 太平洋基金 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A 美元 股息分派

113 股票 - 亞洲太平洋 首域盈信亞洲機遇基金 27FSAIN 首源投資環球傘子基金有限公司 - 首域 
盈信亞洲機遇基金 首源投資 (香港) 有限公司 I 美元 股息不分派

114 股票 - 亞洲太平洋 景順亞洲機遇股票基金 27IAOEF 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SICAV - 景順亞洲
機遇股票基金 Invesco Management S.A. A-累積 美元 股息不分派

115 股票 - 亞洲太平洋 駿利亨德森遠見基金 - 亞洲股票收益
基金 27HHADI 駿利亨德森遠見基金 - 亞洲股票收益

基金 Henderson Management S.A. A2 美元 股息不分派

116 股票 - 亞洲太平洋 柏瑞環球基金 - 柏瑞亞洲 (日本除外) 
小型公司股票基金 27NAJSC 柏瑞環球基金 - 柏瑞亞洲 (日本除外) 

小型公司股票基金
PineBridge Investments Ireland 
Limited A 美元 股息不分派

117 股票 - 亞洲太平洋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新興亞洲 27SCEAF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新興亞洲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Europe) S.A. A-累積 美元 股息不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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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股票 - 亞洲太平洋 鄧普頓亞洲增長基金 27TPASG 富蘭克林鄧普頓投資基金 - 鄧普頓亞洲 
增長基金

Franklin Templeton International 
Services S.à r.l. A(累算) 美元 股息不分派

119 股票 - 亞洲太平洋 鄧普頓亞洲小型公司基金 27TPSMA 富蘭克林鄧普頓投資基金 - 鄧普頓亞洲 
小型公司基金

Franklin Templeton International 
Services S.à r.l. A(累算) 美元 股息不分派

120 股票 - 亞洲太平洋 惠理高息股票基金 27VPHDS 惠理高息股票基金 惠理基金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A1 美元 股息不分派

121 股票 - 大中華 摩根基金 - 大中華基金 27JFGCH 摩根基金 - 大中華基金 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 
(Europe) S.à r.l. A(累計) 美元 股息不分派

122 股票 - 大中華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大中華 27SCIGC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大中華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Europe) S.A. A-累積 美元 股息不分派

123 股票 - 中國 霸菱香港中國基金 27BHKCF 霸菱國際傘子基金 - 霸菱香港中國基金 Baring International Fund 
Managers (Ireland) Limited A收益 美元 股息分派

124 股票 - 中國 貝萊德全球基金 - 中國基金 27MMCFU 貝萊德全球基金 - 中國基金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A2 美元 股息不分派

125 股票 - 中國 富達基金 - 中國焦點基金 27FICFA 富達基金 - 中國焦點基金 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A 美元 股息分派

126 股票 - 中國 首域盈信中國增長基金 27FSCGR 首源投資環球傘子基金有限公司 - 首域 
盈信中國增長基金 首源投資 (香港) 有限公司 I 美元 股息不分派

127 股票 - 中國 駿利亨德森遠見基金 - 中國機會基金 27HHCHI 駿利亨德森遠見基金 - 中國機會基金 Henderson Management S.A. A2 美元 股息不分派

128 股票 - 中國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中國優勢 27SICOU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中國優勢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Europe) S.A. A-累積 美元 股息不分派

129 股票 - 中國 鄧普頓中國機會基金 27TPCOP 富蘭克林鄧普頓基金系列 - 鄧普頓中國 
機會基金

Franklin Templeton Investments 
(Asia) Limited A(累算) 美元 股息不分派

130 股票 - 中國 行健宏揚中國基金 27ZVCFA 行健宏揚中國基金 行健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累積 港元 股息不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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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股票 - 香港 信安豐裕人生基金 - 信安香港股票基金 27RHKEQ 信安豐裕人生基金 - 信安香港股票基金 信安資金管理 (亞洲) 有限公司 零售類 港元 股息不分派

132 股票 - 香港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香港股票 27SCHKO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香港股票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Europe) S.A. A-累積 港元 股息不分派

133 股票 - 非洲 Alquity SICAV - Alquity 非洲基金 27QSAAF Alquity SICAV - Alquity 非洲基金 Lemanik Asset Management S.A. A 美元 股息不分派

134 股票 - 巴西 法巴巴西股票基金 27BNPPB 法巴巴西股票基金 BNP Paribas Asset Management 
Luxembourg 經典-資本 美元 股息不分派

135 股票 - 德國 富達基金 - 德國基金 27FAGFA 富達基金 - 德國基金 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A-累積 歐元 股息不分派

136 股票 - 印度 聯博 - 印度增長基金 27AFEGU 聯博 - 印度增長基金 AllianceBernstein (Luxembourg) 
S.à r.l. A 美元 股息不分派

137 股票 - 印尼 富達基金 - 印尼基金 27FIIOD 富達基金 - 印尼基金 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A 美元 股息分派

138 股票 - 韓國 霸菱韓國聯接基金 27BKFEF 霸菱韓國聯接基金 Baring International Fund 
Managers (Ireland) Limited A累積 美元 股息不分派

139 股票 - 俄羅斯 百達 - 俄羅斯 27PRUSS 百達 - 俄羅斯 Pictet Asset Management 
(Europe) S.A. P美元 美元 股息不分派

140 股票 - 台灣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台灣股票 27SCITC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台灣股票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Europe) S.A. A-累積 美元 股息不分派

141 股票 - 泰國 富達基金 - 泰國基金 27FITHD 富達基金 - 泰國基金 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A 美元 股息分派

142 股票 - 越南 摩根越南機會 (美金) (累計) 27JFVIO 摩根越南機會 (美金) (累計) JPMorgan Funds (Asia) Ltd. 不適用 美元 股息不分派

143 行業股票 - 健康護理 安盛環球基金 - 泛靈頓長壽經濟主題 27AWFLE 安盛環球基金 - 泛靈頓長壽經濟主題 AXA Funds Management S.A. 
(盧森堡) A 類累積 美元 股息不分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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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行業股票 - 健康護理 貝萊德全球基金 - 世界健康科學基金 27MMHSO 貝萊德全球基金 - 世界健康科學基金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A2 美元 股息不分派

145 行業股票 - 健康護理 駿利亨德森環球生命科技基金 27JGLSF 駿利亨德森資產管理基金 - 駿利亨德森 
環球生命科技基金 Henderson Management S.A. A2 美元 股息不分派

146 行業股票 - 生物科技 富蘭克林生物科技新領域基金 27TPBDA 富蘭克林鄧普頓投資基金 - 富蘭克林生物
科技新領域基金

Franklin Templeton International 
Services S.à r.l. A(累算) 美元 股息不分派

147 行業股票 - 科技 聯博 - 國際科技基金 27AFITA 聯博 - 國際科技基金 AllianceBernstein (Luxembourg) 
S.à r.l. A 美元 股息不分派

148 行業股票 - 科技 駿利亨德森遠見基金 - 環球科技領先
基金 27HHGTE 駿利亨德森遠見基金 - 環球科技領先

基金 Henderson Management S.A. A2 美元 股息不分派

149 行業股票 - 科技 百達 - 數碼科技 27PDCOU 百達 - 數碼科技 Pictet Asset Management 
(Europe) S.A. P美元 美元 股息不分派

150 行業股票 - 
消費品及服務 百達 - 精選品牌 27PPBRU 百達 - 精選品牌 Pictet Asset Management 

(Europe) S.A. P歐元 歐元 股息不分派

151 行業股票 - 環境生態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環球氣候變化
策略 27SGCCU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環球氣候變化

策略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Europe) S.A. A-累積 美元 股息不分派

152 行業股票 - 能源 貝萊德全球基金 - 世界能源基金 27MMMEN 貝萊德全球基金 - 世界能源基金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A2 美元 股息不分派

153 行業股票 - 能源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環球能源 27SGENG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環球能源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Europe) S.A. A-累積 美元 股息不分派

154 行業股票 - 替代能源 貝萊德全球基金 - 可持續能源基金 27MMMNE 貝萊德全球基金 - 可持續能源基金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A2 美元 股息不分派

155 行業股票 - 替代能源 百達 - 環保能源 27PFCEU 百達 - 環保能源 Pictet Asset Management 
(Europe) S.A. P美元 美元 股息不分派

156 行業股票 - 天然資源 貝萊德全球基金 - 世界礦業基金 27MMMWM 貝萊德全球基金 - 世界礦業基金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A2 美元 股息不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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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行業股票 - 天然資源 百達 - 林木資源 27PFTUS 百達 - 林木資源 Pictet Asset Management 
(Europe) S.A. P美元 美元 股息不分派

158 行業股票 - 貴金屬 貝萊德全球基金 - 世界黃金基金 27MMMGM 貝萊德全球基金 - 世界黃金基金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A2 美元 股息不分派

159 行業股票 - 貴金屬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環球黃金 27SGGOL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環球黃金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Europe) S.A. A-累積 美元 股息不分派

160 行業股票 - 房地產 安盛環球基金 - 泛靈頓歐洲房地產 27AWFEA 安盛環球基金 - 泛靈頓歐洲房地產 AXA Funds Management S.A. 
(盧森堡) A累積 歐元 股息不分派

161 行業股票 - 房地產 駿利亨德森環球房地產基金 27JRUA2 駿利亨德森資產管理基金 - 駿利亨德森 
環球房地產基金 Henderson Management S.A. A2 美元 股息不分派

162 行業股票 - 房地產 駿利亨德森遠見基金 - 亞太地產收益
基金 27HHAPP 駿利亨德森遠見基金 - 亞太地產收益

基金 Henderson Management S.A. A2 美元 股息不分派

163 行業股票 - 房地產 駿利亨德森遠見基金 - 環球地產股票
基金 27HHGPE 駿利亨德森遠見基金 - 環球地產股票基金 Henderson Management S.A. A4 美元 股息分派

164 行業股票 - 基礎建設 Morgan Stanley Investment Funds 環球
基建基金 27JGINF Morgan Stanley Investment Funds - Morgan 

Stanley Investment Funds 環球基建基金
MSIM Fund Management 
(Ireland) Limited A 美元 股息不分派

165 主題基金 東方匯理香港組合 - 環球銀髮動力基金 27DHGAC 東方匯理香港組合 - 東方匯理香港組合 - 
環球銀髮動力基金

東方匯理資產管理香港有限
公司 普通-累算 美元 股息不分派

166 主題基金 法巴水資源基金 27BNPFA 法巴水資源基金 BNP Paribas Asset Management 
Luxembourg

經典美元回報
對沖 - 每月派

息
美元 股息分派

167 主題基金 百達 - 保安 27PSECU 百達 - 保安 Pictet Asset Management 
(Europe) S.A. P美元 美元 股息不分派

168 主題基金 百達 - 水資源 27PWATU 百達 - 水資源 Pictet Asset Management 
(Europe) S.A. P歐元 歐元 股息不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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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投資選擇簡介乃由安盛保險 (百慕達) 有限公司刊發。

若您對有關計劃或我們的服務有任何查詢及投訴，請致電 (852) 2802 2812、傳真至 (852) 2598 7623 或電郵至 customer.services@axa.com.hk 通知我們。

安盛保險 (百慕達) 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號時代廣場2座20樓2001室
電話：(852) 2802 2812   傳真：(852) 2598 7623   網址：www.axa.com.hk

如閣下不願意接收AXA安盛的宣傳或直接促銷材料，敬請聯絡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號時代廣場2座20樓2001室安盛保險 (百慕達) 有限公司個人資料保護主任。AXA安盛會在不收取任何費用的情況下確保不會將閣下納入日後的
直接促銷活動中。

(只適合於香港特別行政區使用)

2021年5月

LP
PM

 7
30

-2
10

5

備註：
由2020年2月4日起，此投資選擇不接受任何保費分配和轉入。

*  此投資選擇之參考基金為衍生產品基金。衍生產品基金的衍生工具風險承擔淨額 (根據由2019年1月1日起生效的《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則》所述) 超逾其資產淨值的50% (該《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則》的生效日期設有 
過渡安排)。

 # 部份盛名II所提供的投資選擇連繫旨在定期支付股息的相應參考基金的股份類別。這些投資選擇在此欄中被標示為「股息分派」。有關股息支付安排的詳情 (包括您可選取收取股息支付的途徑)，請參閱產品說明書的投資 
選擇的估值及單位定價。

附加資訊：
參考基金的銷售說明書所載之認購費、轉換費或贖回費 (如有) 不適用於相應的投資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