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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所：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
發行地：臺北市中山區104長春路145號3樓
電話：(02)2581-7288

國際交流國際交流國際交流

舉辦「2022年國際資管理論壇」

　　為協助國內資產管理業者瞭解澳洲超級年金制度的發展與變革、勞工退休金自選投資機制對資產管理公司

營運或管理帶來之影響及未來展望，以及如何建構一個適合我國勞工退休金(新制)自選投資業務架構與作業機

制，本公會與澳洲駐台辦事處、今周刊於111年6月8日共同舉辦「2022國際資產管理論壇」。

　　本次論壇活動首先由投信投顧公會張錫理事長、澳洲辦事處露珍怡代表及莫博仁副代表兼商務處長致歡迎

詞，隨後由澳洲交通運輸行業退休金(TWUSUPER)主席 Nick Sherry 先生、IFM Investors策略與政策執行董事 

Zachary May先生、美世顧問高級合夥人David Knox博士以及本公會張錫理事長，分別就「澳洲超級年金改革

歷程」、「產業結構、政策設定和長遠投資表現」、「全球最佳退休金制度的特色介紹」以及「談國內退休金

自選機制之推動」等議題進行專題演講，接著進行綜合座談，由主持人元大投信董事長劉宗聖先生和6位與談人

今周刊研發長王之杰先生、本公會張錫理事長、貝萊德投信總經理佘曉光先生、安聯投信執行副總裁暨海外投

資首席許家豪先生、澳洲交通運輸行業退休金(TWUSUPER)主席Nick Sherry先生及美世顧問高級合夥人David 

Knox博士，共同就「建構一個妥適且合乎需求的職業退休金機制」議題進行深入分析討論。

本 公 會 業 務 報 導

一、第9屆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

　　為促進會員公司更加了解投信投顧產業脈動，與公會

建立高度互動關係並全力支持公會各會業務推展，本公會

於7月1日下午2時30分假台北國際會議中心2樓及3樓宴會

廳舉辦本公會第9屆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本次會議邀請到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黃主任委員天牧以視訊方式為我們致

詞，並邀請投信投顧組謝副組長佳珍、臺灣集中保管結算

所朱董事長漢強、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林董事長丙

輝、台灣金融服務業聯合總會湯組長祥瑞、中華民國證券

商業同業公會楊組長錦杯等貴賓蒞臨指導。

　　會員代表大會當天選出新任理監事成員，會後隨即召

開第9屆第1次理事會及監事會，分別選出理事長及監事會

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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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理事當選人(依姓氏筆劃排序)       111年7月1日

序號 所屬公司 姓名

1 元大投信 董事長 劉宗聖(理事長)

2 第一金投信 董事長 尤昭文(副理事長)

3 萬寶投顧 董事長 朱成志(副理事長)

4 富蘭克林華美投信 董事長 黃書明(副理事長)

5 凱基投信 董事長 丁紹曾

6 貝萊德投信 總經理 佘曉光

7 華南永昌投信 總經理 吳嘉欽

8 復華投信 總經理 周輝啟

9 富邦投信 執行副總經理 林欣怡

10 安聯投信 董事長 段嘉薇

11 摩根投信 董事長 唐德瑜

12 聯博投信 董事長 翁振國

13 野村投信 總經理 馬文玲

14 宏利投信 總經理 馬瑜明

15 保德信投信 總經理 張一明

16 中國信託投信 總經理 張浴澤

17 國泰投信 總經理 張雍川

18 富達投信 董事 郭秀鳳

19 宏遠投顧 董事長 陳宏達

20 群益投信 總經理 陳明輝

21 匯豐投信 總經理 焦訢

22 台新投信 總經理 葉柱均

23 施羅德投信 總經理 謝誠晃

第九屆 監事當選人(依姓氏筆劃排序)       111年7月1日

序號 所屬公司 姓名

1 國泰投信 董事長 張錫 (監事會召集人)

2 瀚亞投信 總經理 王伯莉

3 合作金庫投信 董事長 林柏裕

4 富蘭克林投顧 總經理 黃琡珺

5 統一投信 總經理 董永寬

6 統一投顧 董事長 黎方國

7 景順投信 總經理 蕭穎雋

二、金管會修正「金融服務業公平待客原則」 (金
管會111年5月12日金管法字第1110192104
號函)

重點摘要:

(一) 修正公平待客原則內容，包括新增「九、友善服務原

則」、「十、落實誠信經營原則」，並增列「具體

基本內容」規定，不單列「複雜性高風險商品銷售

原則」，相關規定分列於其他原則。

(二) 修正公平待客原則之落實，包括：將現行由高階主管

領導推動，修正為副總經理親自督導，並將本原則

之企業文化納入整個工作團隊、新增定期辦理教育

宣導(每年至少3小時)及應檢視是否提供彈性及適當

的客戶服務，建立良好客戶服務系統及流程。

三、為利指數複製策略採完全複製法之指數股票

型基金(下稱ETF)操作方式能有明確標準及考
量ETF實務運作需要，請會員公司配合辦理
下列事項：(金管會111年6月22日金管證字第
1110331268號函)

(一)  ETF之指數複製策略採完全複製法者，該ETF投入

指數成分券之金額原則須達基金淨資產價值90%以

上，且檔數覆蓋率原則上須達100%，檔數覆蓋率

未達90%者屬於有重大差異應依規定辦理公告；會

員公司應於公開說明書列明採完全複製法與上揭標

準，以及未能達上揭標準之例外情形及調整方式。

(二) 已成立之ETF指數複製策略採完全複製法者，應自公

會轉知之日起6個月內，於公開說明書按季更新時，

以上述規定列明指數複製策略採完全複製法與相關

標準，以及未能達相關標準之例外情形及調整方

式，無須再向金管會申請修訂信託契約。

(三 )  會員公司對於所發行之ETF應依所定之追蹤差距

(Tracking Differece)及追蹤誤差(Tracking Error)確

實執行控管。

四、為利我國投信事業將環境、社會及治理

(ESG)納入投資與風險管理作業流程及相關
資訊揭露，訂定本公會「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環境、社會及治理(ESG) 
投資與風險管理作業流程暨ESG資訊揭露實
務指引」(投信投顧公會111年6月30日中信顧
字第1110051932號函)

重點摘要:

(一) 為強化公司董事會及高階管理階層對ESG投資與風

險管理監督責任，參酌氣候相關財務揭露(TCFD)工

作小組所發布之治理建議，明定董事會及高階管理



第3頁

法規函令動態

一、 金管會111年5月3日金管證投字第1110382010號函，

有關「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自111年5月1日

施行，公司若有僱用員工，應於員工到職當日檢送投

保申請書及加保申報表，申報員工參加就業保險及勞

工職業災害保險，並可自願參加勞工保險乙事。

二、金管會111年5月12日金管證投字第11103355782號

函，檢送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管理規則第5條第6款規

定之令，有關主管機關核准證券集中保管事業得經營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集中清算之款項總額收付業務，其

辦理上開業務應設立專戶，並應與其自有財產分別獨

立，除為其委託人辦理應支付款項外，不得動用前開

款項。

三、 金管會111年5月16日金管證券字第1110340867號

函，檢送勞動部為配合「事業單位實施勞工值日(夜)

應行注意事項」停止適用，相關函釋自111年1月1日

起停止適用一案來函及相關資料。

四、 金管會111年5月19日金管證券字第1110341967號

函，檢送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為兼顧防疫與維持國

家安全及社會機能正常運作，調整接觸者匡列定義，

請視需要檢視修訂企業持續營運計畫。

五、 金管會證期局111年6月8日證期(期)字第1110346072

號函，為提升高齡投資人權益保障，請各會員公司於

規劃相關金融產品時，可徵詢老人、老人服務團體

之意見，並儘可能使用老人易懂語言，並進行異業結

盟。

六、 金管會證期局111年6月22日證期(券)字第1110346333

號函，檢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

作業指引」。

七、 投信投顧公會111年5月4日中信顧字第1110051249

號函，依金管會 11 0年 11月 1 8日金管證投字第

1100364865號令，明訂投顧事業事先與客戶於契約

中約定達到執行門檻及符合再平衡交易之約定條件情

形時，得由電腦系統自動為客戶執行再平衡交易，配

合修正本公會證券投資顧問事業以自動化工具提供證

券投資顧問服務（Robo-Advisor）作業要點相關條

文。

八、 投信投顧公會111年5月11日中信顧字第1110051380

號函，配合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

規則明定投信事業應配置適足適任之風險管理人員並

新增風險管理人員應符合之資格條件(人員配置及符合

資格調整期限至111年12月31日)，放寬投信事業辦理

受益憑證之募集發行、銷售及私募業務人員之資格，

以及刪除已屆期限之規定等，爰修正本公會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人員申報作業辦法相關條文及申報表單。

九、 投信投顧公會111年5月13日中信顧字第1110051419

號函及111年5月16日中信顧字第1110600083號函，

為符合老人福利法定義之老人，係指年滿65歲以上之

人，另參主管機關於保險相關法規內將65歲以上客戶

作為應強化保護之對象，及配合監理一致性，爰配合

修正本公會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事業辦理客戶基金適

合度評估準則」第4條、「會員及其銷售機構通路報

酬支付暨銷售行為準則」第8條及其問答集。

十、 投信投顧公會111年5月24日中信顧字第1110051537

號函及中信顧字第1110051537A號函，為保障投資

人權益，爰參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細則

第80條第5項規定，將錄音保存期限從2個月延長為1

年，稽核軌跡保留配合延長為1年，修正本公會「國

內證券投資信託基金電子交易作業準則」及「境外基

金電子交易作業準則」相關條文。

階層之職責，另公司應將ESG相關執行情形提報董

事會。

(二) 公司應將ESG因素納入投資管理流程，依投資方針

與ESG因素之關聯性，採取合理之評估及檢討機

制。另公司之投資研究部門應進行永續投資研究及

盡職治理調查等行動。

(三) 投信投顧事業之ESG風險管理作業流程，包括辨

識、評估及管理及監控機制，並對評估與ESG風險

具重大關聯之投資資產，建立相關管理機制；另就

涉及高度ESG風險之投資標的應加強控管，並作為

調整投資部位之依據。

(四) 為利投資人獲取ESG相關資訊，公司應於永續報告

書或公司網站發布定期評估報告，並明列應揭露事

項。

(五) 旨揭實務指引自111年7月1日起實施，投信事業應

自實務指引發布施行後6個月內調整至符合規定，

投顧事業應自實務指引發布施行後1年內調整至符

合規定。適用之投信投顧業者應自113年起定期於

永續報告書或公司網站公布前一年度ESG相關資訊

揭露。

(六) 請會員公司配合訂定相關內部控制制度或作業規

範，包含信託業兼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之會員公

司，就旨揭實務指引規定設及全權委託投資或交易

之分析、決定、執行及檢討流程，亦應配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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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強化對高齡金融消費者之保護，本公會依主管機

關指示訂定「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辦理高

齡金融消費者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度評估準則」，前揭準

則定義高齡金融消費者為年齡65歲以上之客戶，並將自
111年10月1日起實施，請會員公司配合訂定內部作業規定
及強化從業人員教育訓練，以利落實執行前揭準則。

主管機關指示宣導

「111年度ETF競賽」

　　為鼓勵全體證券經紀商持續共同推廣ETF，增進投資
人投資意願；發行人持續發行優質商品，提供投資人多元

投資選擇；及流動量提供者有效報價，促進台股ETF流動
性，證交所舉辦「111年度ETF競賽」，活動期間：自111
年1月3日起至111年12月30日止，更多資訊請至證交所網
站查詢。

週 邊 單 位 訊 息

十一、投信投顧公會 1 1 1年 5月 3 1日中信顧字第

1110800138號函，檢送修正後境外基金新增或

註銷級別申請書及相關附件，並自即日起申請案

件適用。

十二、 集 保 結 算 所 1 1 1 年 6 月 1 5 日 保 結 作 字 第

1110012878號函，為提升證券暨期貨業整體資

安意識，證券暨期貨市場電腦緊急應變支援小組

111年度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作業增加受測範

圍，請會員公司對員工進行宣導，對於來路不明

之郵件應提高警覺。

十三、 財政部111年5月19日台財際字第11124511321號

函，有關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

情影響，公告延長110年度稅務用途金融帳戶資

訊申報期間案，業經財政部111年5月19日台財際

字第11124511320號公告發布。

十四、 財政部111年5月30日台財際字11100572142號函

及111年5月30日台財際字第11100572140號令，

配合申報實務，申報金融機構因解散、廢止、合

併、轉讓或其他事由消滅，或非屬金融機構執行

共同申報及盡職審查作業辦法規定之申報金融機

構而誤註冊者，應刪除其帳號，修正「金融機構

執行稅務用途金融帳戶資訊電子申報作業要點」

相關規定。

十五、 財政部111年6月10日台財際字第11124513430號

函，檢送修正後「金融機構執行共同申報及盡職

審查作業辦法」之自我證明表範本。

一、「投信投顧業氣候議題簡介與實務探討」教

育訓練與研習

　　有關本公會與券商公會及期貨公會共同委託安永會計

師事務所辦理，依金管會「證券期貨業永續發展轉型執行

策略」之具體措施 (#21)研訂氣候變遷情境分析範例或指
引、(#22)研訂氣候變遷資訊揭露範例或指引、(#26) 證券
期貨業揭露碳盤查(範疇三)相關資訊等三研究案，於6月
23日(四) 下午2:30由安永會計師事務所進行第一階段(線
上)教育訓練，期能協助業者瞭解證券期貨業務永續發展
資訊揭露品質內涵，共有161人參加。

活動回顧

二、「經濟部公司登記電子函復公文及其他電子

文件驗證平台線上宣導說明會」

　　因應公司登記線上申請核准之登記表已不再有公司大

小章可資驗證，此類文件及其他電子申請文件列印成紙本

後，其正確性驗證需有其他配套措施，是以經濟部建置

「公司登記電子函復公文及其他電子文件驗證平台」，為

向會員公司宣導申請使用該平台，本公會於6月24日(五)

下午2:30~4:00舉辦線上說明會，共有133人參加。

一、「2022年投信投顧盃羽毛球聯誼賽」即將開
賽!!

　　為提倡正當休閒運動、增進同業互動與建立情誼，本

公會訂於111年8月13日(六)下午1:10假臺北市大安運動中
心三樓羽毛球場舉辦「2022年投信投顧盃羽球聯誼賽」，
期待報名參賽的好手們盡情展現精彩球技，並能奪得佳

績。

活動預告

二、111年度「證券期貨業永續發展轉型執行策略
宣導座談會」第3場次

　　111年度「證券期貨業永續發展轉型執行策略宣導座
談會」第3場次將由期交所與期貨公會針對期貨商董監
事、高階主管及總稽核、法遵等，於111年8月16日(二)下
午假金融研訓院菁業堂舉辦，相關資訊請詳期交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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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鑑於投資詐騙案件仍層出不窮，為加強提升投資人反詐騙

意識，以維持投資市場正常秩序及保障投資人權益，請會員公司

持續關懷客戶並協助進行反詐騙宣導，期望能協助投資人建立反

金融詐騙的警覺、遠離詐騙。

反投資詐騙宣導活動

本公會近期教育訓練課程

投信投顧法規(可認列法規時數)

開課日 主題

20220801
期貨選擇權法規(可認列經理人期貨法規
時數)

20220801 境外基金管理辦法

20220803 近一年投信投顧相關法規修正

20220803 全權委託投資業務相關法規

20220816 投信基金之管理及運用相關規範

20220816 會員及其銷售機構基金通路報酬揭露施行
要點

20220819 近一年投信投顧相關法規修正

20220824 期貨選擇權法規(可認列經理人期貨法規
時數)

20220824 投信投顧事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20220906 期貨選擇權法規(可認列經理人期貨法規
時數)

20220906 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相關法規

20220916 近一年投信投顧相關法規修正

20220920
會員及其銷售機構基金通路報酬揭露施行

要點

20220920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

20221007
期貨選擇權法規(可認列經理人期貨法規
時數)

20221007 投信投顧事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開課日 主題

20221014 近一年投信投顧相關法規修正

20221018 境外基金管理辦法

20221018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

20221025 全權委託投資業務相關法規

20221025 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相關法規

20221108 會員及其銷售機構基金通路報酬揭露施行
要點

20221108
期貨選擇權法規(可認列經理人期貨法規
時數)

20221115 境外基金管理辦法

20221115 投信投顧事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20221118 近一年投信投顧相關法規修正

20221122 近一年投信投顧相關法規修正

20221122 投信基金之管理及運用相關規範

20221207
期貨選擇權法規(可認列經理人期貨法規
時數)

20221207 近一年投信投顧相關法規修正

20221216 近一年投信投顧相關法規修正

20221220
會員及其銷售機構基金通路報酬揭露施行

要點

20221220 投信基金之管理及運用相關規範

20221222 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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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場法令制度

開課日 主題

20220810 國內外洗錢及資恐風險趨勢

20220818 洗錢防制法規及案例研習

20220913 投信業檢查缺失分析及檢查重點說明

20220914 洗錢防制法規及案例研習

20221020 洗錢防制法規及案例研習

20221124 疑似洗錢及資恐交易態樣及案例

20221214 個人資料保護法金融業因應實務

投信投顧內部稽核人員職前教育訓練

開課日 主題

20220921－
20220923

投信投顧內部稽核人員職前教育訓練

金融商品與設計

開課日 主題

20220802
外匯交易實務與剖析(可認列經理人期貨
實務課程)

20220907
貨幣市場現貨暨海外衍生性商品操作實務

研習班(可認列經理人期貨實務課程)

20221012
衍生性商品交易及投資應用系列-利率衍
生性商品篇(可認列經理人期貨實務課程)

20221117
股權衍生性商品實務(可認列經理人期貨
實務課程)

20221208
可轉債投資實務研習班(可認列經理人期
貨實務課程)

財務與內稽內控

開課日 主題

20220921
投信投顧業建立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實務

(認列稽核在職或一般在職)

20220921
投信暨投顧內部稽核相關法令解析(認列
稽核在職或一般在職)

20220922
內稽內控個資法實務研習班(認列稽核在
職或一般在職)

20220923
內部稽核從個案探討舞弊調查方法論(認
列稽核在職或一般在職)

中南部訓練課程

開課日 主題

20220920 政經情勢投資分析-高雄班

20220920 境外基金管理辦法--高雄班

20221019 全球經濟動向與投資趨勢解析-台中班

20221019
會員及其銷售機構基金通路報酬揭露施行

要點-台中班

20221221 全權委託管理辦法--高雄班

20221221
金融科技創新應用、趨勢及案例解析班-
高雄班

財富管理與行銷

開課日 主題

20220811 台灣退休養老金制度介紹

20220915 行銷觀念與SWOT分析

20221027 股權架構規劃及企業傳承法律實務研習班

20221123 智能理財運用

投資分析與資產配置

開課日 主題

20220817 政經情勢投資分析

20220825 全球氣候變遷及企業永續趨勢

20220926 REITs之發展現況與未來趨勢

20221116 以最新時事淺談投資策略

金融科技

開課日 主題

20220809 金融科技創新應用、趨勢及案例解析

20220823 從商業模式九宮格看數位轉型

20221021 電動車與智慧車的技術發展與商機

20221111
虛擬世界大爆發:元宇宙與加密貨幣區塊
鏈的未來發展

20221215 雲端計算發展下的新興技術應用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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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動態

境內基金

　　截至111年5月底國內投信公司發行之境內基金部分，總規模為4,822,740,727,252元，較前月(111年4月)底規模
4,827,901,370,213元，減少5,160,642,961元，衰退幅度0.11%。有7檔基金新成立，第一金台灣核心戰略建設基金為國內
投資股票型基金；富蘭克林華美生技基金、合庫全球核心基礎建設收益基金為跨國投資股票型基金；永豐台灣優選入息存

股ETF基金為國內投資指數股票型_股票型基金；富邦全球入息不動產與基礎建設ETF基金、大華銀元宇宙科技與服務ETF
基金為跨國投資指數股票型_股票型基金；中國信託 ESG 碳商機多重資產基金為跨國投資多重資產型基金；截至111年5月
底止，國內共計有39家投信公司，所發行的共同基金總數為1000檔。

類型 種類 基金數量 基金規模(元)(新台幣：元)

股票型

國內投資 135 380,721,376,300
跨國投資 201 403,678,010,245
小 計 336 784,399,386,545

平衡型

國內投資 19 33,757,048,648
跨國投資 26 42,787,299,215
小 計 45 76,544,347,863

類貨幣市場型
類貨幣市場型 0 0
小 計 0 0

固定收益型

國內投資一般債券型 1 4,382,432,229
跨國投資一般債券型 146 368,947,410,537
金融資產證券化型 0 0
非投資等級債券型 49 148,241,002,245

小 計 196 521,570,845,011

貨幣市場基金

國內投資 36 815,889,818,484
跨國投資 10 5,032,931,754
小 計 46 820,922,750,238

組合型

國內投資 1 3,520,992,675
跨國投資-股票型 12 11,435,097,346
跨國投資-債券型 25 28,177,011,628
跨國投資-平衡型 42 123,347,048,951
跨國投資-其他 4 8,026,069,677

小 計 84 174,506,220,277

保本型
保本型 5 2,022,115,040
小 計 5 2,022,115,040

不動產證券化型
不動產證券化 13 20,524,818,443
小 計 13 20,524,818,443

指數股票型

國內投資-股票型 33 656,271,203,575
國內投資-槓桿型/反向型 8 85,377,343,551
跨國投資-股票型 52 183,442,729,093
跨國投資-債券型 93 1,198,626,217,781

跨國投資-槓桿型/反向型_股票 21 58,009,199,491
跨國投資-槓桿型/反向型_債券 4 4,915,766,317
跨國投資-不動產證券化/其他 2 8,090,599,946

小 計 213 2,194,733,059,754

指數型

國內投資 1 6,137,930,042
跨國投資 14 32,528,854,147
小 計 15 38,666,784,189

多重資產型

國內投資 1 1,276,151,508
跨國投資 43 182,198,542,436
小 計 44 183,474,693,944

ETF連結基金 國內ETF連結基金 3 5,375,715,121
合 計(新台幣) 3 5,375,715,121

傘型基金(子基金共250支) 1000 4,822,740,736,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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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基金

　　截至2022年5月底止，共核准40家總代理人、63家境外基金機構、1007檔境外基金，國內投資人持有金額共計
3,514,865,826,097元。

分類 細項
國內投資人持有金額

(單位：新台幣元)

依受益人型態

自然人 29,961,569,505

法人

非綜合帳戶 1,636,346,459,373

綜合帳戶

特定金錢信託 1,657,165,187,239

證券商受託買賣 50,075,564,758

其他 141,317,045,222

綜合帳戶小計 1,848,557,797,219

法人小計 3,484,904,256,592

依受益人型態合計 3,514,865,826,097

分類 細項
國內投資人持有金額

(單位：新台幣元)

依基金類型

股票型 1,344,925,777,731

固定收益型

一般債 94,498,924,027

高收益債 659,475,006,599

新興市場債 256,763,743,778

其他 399,591,695,735

固定收益型小計 1,410,329,370,139

平衡型 722,861,986,334

貨幣市場型 33,255,735,304

組合型 0

指數股票型 55,541,465

其他 3,437,415,124

依基金類型合計 3,514,865,826,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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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細項
國內投資人持有金額

(單位：新台幣元)

依投資地區

全球型

已開發市場 488,060,575,207

新興市場 305,017,671,982

混合 1,146,452,306,535

全球型小計 1,939,530,553,724

單一國家型

日本 24,358,368,831

泰國 5,333,357,553

印度 29,755,028,890

美國 956,910,650,654

英國 327,108,116

俄羅斯 10,737,832,441

其他 16,933,317,031

單一國家型小計 1,044,355,663,516

區域型

北美 64,509,744,943

已開發歐洲 122,075,322,150

亞太(不含日本) 176,246,614,176

亞太(含日本) 24,617,963,987

紐澳 0

新興歐洲 11,985,219,126

新興拉美 43,838,101,135

其他新興市場 3,288,692,738

中國大陸及香港 74,405,588,890

其他 10,012,361,712

區域型小計 530,979,608,857

依投資地區合計 3,514,865,826,097

分類 細項
國內投資人持有金額

(單位：新台幣元)

依計價幣別

美元 2,989,107,339,982

南非幣 222,045,159,888

澳幣 174,669,870,248

歐元 105,214,072,760

日圓 11,699,116,443

其他 12,130,266,776

依計價幣別合計 3,514,865,826,0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