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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達成理想的退休目標，需要紀律嚴謹地規劃儲蓄、花費與投資；

但由於台灣的退休環境持續在變化，這些規劃往往讓人覺得難以落實。

面對瞬息萬變的環境，專業財務顧問能協助您聚焦在最重要的面向，

並與您一起妥善規劃未來的財務願景。

掌控自己的退休節奏



根據目標調整策略：依據複利效果制定您在不同階段的財務目標

一定要投資：活化您的既有資產

及早準備：擬定投資計畫，預約無憂退休

長期動態的投資：因應市場變化做出最佳配置

定期調整計畫：降低退休後的市場與提領風險

專注可控因素：退休準備其實可以很輕鬆

善用資產特性：混合投資最適合作為退休金準備

納入長壽風險：長命百歲是福氣也是挑戰

理想退休生活
的八大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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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注可控因素：退休準備其實可以很輕鬆1

大部分的人都知道「退休規劃」很重要，卻又覺得退休規劃太複雜、難以執行。為什麼呢？

因為完善的退休規劃牽涉到許多因素，但許多人過度聚焦在他們無法掌握的因素，例如退休時機、政府

的稅賦政策、甚至是市場狀況與投資報酬率，導致他們充滿焦慮並缺乏方向感，最終影響到實際的規畫

效果。所以，您必須優先專注在可控因素，降低退休金準備的難度。

每個人終其一生，都需要在儲蓄和花費上取得平衡。除了退休，生活中的其他需求與家人的長期開銷，

都是您人生中重要的財務計畫（例如：孩子的教育、購置房屋、出國旅行、長期進修等）。所以，選擇

一個能隨著時間而變化的資產配置策略，以及因時制宜的財務計畫，對您的財富累積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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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摩根資產管理，2013年。

專注可控因素：退休準備其實可以很輕鬆 1

為了擬定全面性的退休計

畫，請盡量把握您能掌控

的因素，再將您僅能部分

掌控、或無法掌控的因素

同時納入考量。

資產配置

市場報酬

儲蓄
vs.
花費

退休時機

長壽風險

稅賦、儲蓄
與福利相關
政策

影響退休的
所有面向

完全掌控

部分掌控

無力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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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早準備：擬定投資計畫，預約無憂退休（一）2

定義目標並擬定計畫：檢查您的退休進度

打造全方位的退休計畫並不難，最重要的是要「及早開始」。只要確立方向，您的退休計畫將引領您

達成財務目標，並隨時檢視進度和成效。即便經濟大環境以及您的生活發生變動，退休計劃也能提供

相對的指引。

請檢視您的退休進度，瞭解自己應投資多少金額，才能確保在未來長達30年的退休生活中保有退休前

的生活水準。要瞭解您需要投入多少錢，請查閱圖中的表格，找到您目前的年齡與家庭年所得的交叉

點。

下一頁的退休進度金額，是假設您會為了您的退休而投資您目前年收入的10%、退休前的長期投資平均

回報為5%、及退休後的長期投資平均回報為4%。若您預留的投資金額少於10%，或是您預計的投資回

報率較低，您可能需要準備更高的金額，才能保持退休生活的品質。因此，您應該考慮在長期增長資

產上投入更多的金額，方可獲得舒適的退休生活。

如果您今天的退休存款低於清單中相應的退休應投資的金額，或者與您明天的退休願景截然不同，請

與您的投資顧問一起調整計畫。 請務必定期查看和更新您的退休計畫。謹記要為退休多保留儲蓄，因

為您越早開始儲蓄，您日後儲蓄的壓力就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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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及早準備：擬定投資計畫，預約無憂退休 2.1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勞工保險局，摩根資產管理2020年1月分析。所得標準與替代率法的詳細資料，請參考法則2.2的投影片。
1模型是基於摩根資產管理獨有的2019長期資本市場假設 (10-15年)的投資組合 –退休前投資組合為22%台灣股票、43% MSCI綜合世界指數、35%美國綜合債券指數（新台幣）。退休
後投資組合為12% 台灣股票、23% MSCI綜合世界指數、65%美國綜合債券指數（新台幣）。這些組合是由摩根資產管理多元資產解決方案制定的。
2通貨膨脹的平均估計是基於摩根資產管理獨有的2019長期資本市場假設 (10-15 年)。若未來報酬率偏低，您可能得投資更多錢。本圖僅供說明，不得被用於或依賴作出投資決策。
配置、假設及預期報酬並不代表摩根資產管理的表現。鑒於涉及複雜的風險報酬取捨，我們建議客戶在決定戰略配置時依據判斷及定量優化方法。所提及資產配置策略或資產類
別的未來報酬並非對客戶投資組合可能達到實際報酬的承諾或估計。數據以新台幣計算。

使用方法：

 找出您現在的年齡區間(縱軸)，並搭配與您最接近的每月家庭所得(橫軸)。
 在年齡與家庭所得區間所交叉的數字，即為您現在應該投入在退休金準備上的總金額。
 您必須每年額外再投入家庭年總收入的10%，替自己的退休金做準備，才能在退休後維持目前的生活品質。
 舉例：假設您現年40，家庭月收入為10萬新台幣，您現在需要260萬新台幣做退休準備，並每年額外再投入12萬(家庭年收入的10%)，才可在退休後維持

目前的生活品質。

模型假設

每年總投資率：10%

退休前投資報酬率1 ：5%

退休後投資報酬率1：4%

通貨膨脹率2： 1.3%

退休年齡： 65歲

退休生活年數： 30年

勞工保險：由年齡與所得決定

年齡/家庭
月收入

4.0 5.0 6.0 7.5 10.0 12.5 15.0 20.0

30歲 - 20 40 70 10 120 140 140

35歲 20 50 80 120 170 220 250 280

40歲 40 90 120 180 260 330 390 460

45歲 60 120 170 250 360 460 540 660

50歲 90 160 230 330 480 620 730 910

55歲 130 210 300 420 620 800 950 1,190

60歲 160 230 340 510 760 990 1,190 1,510

65歲 150 190 340 550 870 1,160 1,420 1,830

退休後維持現有生活水準所需的投資金額 (萬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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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檢視自己退休後的花費需求

若您距離退休還有一段時間，不知如何估算退休後的消費水準，您可依據退休前的收入乘上一個比例，

來估計退休後的生活消費。通常，退休後的花費需求一般較退休前低，因為您可以省下許多工作上相

關的支出，或是您已經付清了房貸。所以您只需要解決一個問題 : 退休後的收入從何而來？

本圖模擬的是您退休時的所得替代率。紫色部分為台灣勞工保險可為您提供的所得金額，所得較低者

替代率較高，所得較高者則替代率較低。藍色部分為預估您個人需要存下的收入，可能透過勞工退休

金（包括雇主提撥金額），或是您所擁有的儲蓄與投資。若您有其他來源的所得（如房地產或家人資

助），將可進一步降低您的所得替代率。

及早準備：擬定投資計畫，預約無憂退休（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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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勞工保險局，摩根資產管理2020年1月分析。
1存款比例數據來自現今不同薪資水準的台灣家戶儲蓄總收入（包括退休儲蓄）。2 花費會因年齡族群不同而變動，家庭中的年齡族群有55至64歲和65歲及以上之分層。3 根據排除
社會保險計劃所要求的稅賦支出、計入台灣家庭淨利息（債務和儲蓄）及稅賦後的變化。4 65歲勞工保險福利以最新2019年10月的政策為準，且不考慮條例的過去條文或未來調整。
若個人保險年資未滿 40 年，個人與雇主應負擔的退休準備比例可能較本表為高;  雙薪家庭則因雙方均可獲得勞工保險給付，使前述退休準備所需比例降低。本圖僅供說明，不得
直接依此作出投資決策。總百分比可能會因為四捨五入而不等於100%。貨幣單位為新台幣。

量入為出地花費

依照退休前的家庭所得與儲
蓄率，將預期的所得替代率
設定在52%到85%之間（來
自個人積蓄及勞工保險福
利）。

在訂定個人所得替代目標時，
您也可以考量退休時的花費
需求與稅賦變化，以及可能
的家庭支援。

所得替代率法
以每月家庭總收入為基準

扣掉退休前會存的錢1

勞工保險福利4

所需個人積蓄

扣掉年紀漸長會減少的花費2

扣掉利息和稅賦的變動3

16% 16%
23%

29%
34% 37% 37% 36%

69% 65% 54% 43% 33% 26% 22%
16%

9%
11%

12%
13%

13%
14%

14%

14%

6%
5%

5%
4%

4%
4%

4%

4%

3% 7% 11%
16% 20% 24%

3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40,000 $50,000 $60,000 $75,000 $100,000 $125,000 $150,000 $200,000

退休前家庭總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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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投資：活化您的既有資產3

台灣的家庭財富中，占比最高者為現金和存款。根據2018年台灣家庭財富調查報告，將近40%台灣家
庭的金融資產均是現金及儲蓄。

雖然現金可以讓人覺得「安心」，但每年的通貨膨脹都會降低現金的購買力，因此持有過多現金，反

而較難應付長遠的退休生活。此外，商品的價格往往呈現長期上漲的趨勢，如果您持續抱持現金及儲

蓄，反而會造成資產「縮水」。

過去15年，雖然存款的利率稍微勝過通貨膨脹率，但報酬率遠不如將部分的財富用來投資股票，或是
廣泛分散於股票與債券。建議您將部分現金支應短期支出與急用，並搭配分配得宜的長期投資組合，

來滿足您未來的財務需求。



摩根資產管理 11

|台灣一定要投資：活化您的既有資產 3

資料來源：巴克萊，彭博，FactSet，MSCI，摩根資產管理。所示報酬為2003年12月31日至2018年12月30日，股票為三分之二MSCI綜合世界指數總報酬和三分之一MSCI台灣指數總報
酬，債券為巴克萊複合指數總報酬，現金為10年期台灣政府公債，通貨膨脹為台灣消費者物價指數。
圖僅供說明。投資組合範例以股票/債券的比例來表示（亦即，65/35的投資組合指65%的股票與35%的債券）。從2004年到2018年之間，股票報酬率最高的年度是2009年，最差的
是2008年，65/35投資組合分別是2009年和2008年，債券分別為2012年和2011年，現金分別為2009年和2008年。貨幣單位為新台幣。

長期持有現金，意味著在
計入通貨膨脹之後，您能
為退休存下的錢變少了。

若您的投資組合中有部分
或全部股票部位，或許能
提供更多保障以對抗通貨
膨脹的侵蝕。

過去15年實質報酬率2004年到2018年
年複合報酬率（不含通貨膨脹）

47.8% 33.5% 2.4%7.6%最佳年度
報酬率：

最差年度
報酬率：

-44.5% -27.1% -2.0%-5.1%

4.9%

4.2%

1.4%

0.3%

0%

1%

2%

3%

4%

5%

股票 65/35投資組合 債券 現金

當通貨膨脹率為 1.2%而現金利率
為1.5%,所得的實際現金報酬率只
有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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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目標調整策略：依據複利效果制定您在不同階段的財務目標4

每個人在不同的階段，都會有不同的財務目標要達成。例如：結婚、教育經費、購屋、長期進修或

退休。無論您的年齡為何，您都可以將這些目標分為短、中、長期目標。

請先依據各目標的優先順序，決定把多少存款分配給各個目標。接下來，請針對這些目標擬定一份

投資計畫，善用更長的時間複利，存到長期目標所需費用。

提醒您，您也務必存有由短期投資及由儲蓄所組成的準備金，以便支應急用開銷，避免未來突然需

要高額資金時，被迫賣掉其餘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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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摩根資產管理，摩根資產管理2020年1月分析。
備註：投資組合配置屬假設性質，並僅供說明。假設的投資組合配置乃用作說明不同的風險／報酬狀況，並非旨在代表實際的資產配置。

短期目標
重視立即支應，無時間複利

中期目標
時間複利出現部分效果

長期目標
時間複利效果更佳

現金與約當現金 股票 債券

遺產目標
時間複利效果最佳

房地產 / 不動產
不靠時間複利，必須靠活化運用。

• 價格和股市息息相關
• 是退休後最大筆支出
• 如何活化運用是重要議題

根據目標調整策略
根據人生不同目標，訂定不同的投資策略以及調整風險承受能力

根據目標調整策略

根據人生不同目標，訂定不
同的投資策略以及調整風險
承受能力，讓您可以兼顧人
生短、中、長期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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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資產特性：混合投資最適合作為退休金準備5

股票真的是高波動嗎？債券真的是低波動嗎？要看你的投資期間而定

雖然市場可能會在某個時期績效不如預期，但根據歷史經驗，只要把投資時間拉長，仍可期待穩定

的報酬。本圖便說明此一概念。自1950年以來，單年度的股票投資報酬率波動極大（從+47%到-
39%）；而過去69年來，股票與債券混合的投資組合，其5年以上滾動報酬率均未曾出現負值。換言
之，如果分散投資並持續持有，投資報酬率的波動幅度較低、報酬較穩定。

重要免責聲明：投資人不應預期未來的報酬率會與過去相當，以債券而言尤其如此，因為現在債券的殖利率比過去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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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善用資產特性：混合投資最適合作為退休金準備 5

資料來源：巴克萊資本、FactSet、聯準會、Robert Shiller、Stategas/Ibbotson，摩根資產管理，摩根資產管理2020年1月分析。
所示報酬以1950年到2018年之年度報酬為基準。股票代表標準普爾500 Shiller綜合；債券代表1950年到2010年Stategas/Ibbotson的數據以及巴克萊綜合指數。計貨幣單位為美金。
備註：投資組合配置屬假設性質，並僅供說明。假設的投資組合配置乃用作說明不同的風險／報酬狀況，並非旨在代表實際的資產配置。

1年 5年滾動期 10年滾動期 20年滾動期

股票、債券與混合投資的報酬範圍
年度總報酬，1950年-2018年

股票 債券 50%股票與50%債券

透過股票與債券分散配置
的方式，將有助於收斂市
場波動，並獲得可觀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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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動態的投資：因應市場變化做出最佳配置6

生活中所經歷的投資風險，都會隨著時間而有不同變化。您的資產配置策略應保持動態，以即時

因應當前最重大的風險。

當您距離退休還有一段時間時，是最有能力追求較高成長投資的時候，但同時也會面臨無法穩定

儲蓄，或受到其他臨時支出幹擾的風險。而當年紀漸長時，對於市場波動與退休時機也會開始比

較有感，因此您需要仰賴長期動態的投資組合，一來提供目前的收入，二來也能同時維持未來的

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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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長期動態的投資：因應市場變化做出最佳配置 6

資料來源：摩根資產管理。 本圖僅供說明。債券有利率風險。當利率上漲時債券價格通常會下跌。股票價格可能因為大盤變動或公司財務狀況的變化而有漲有跌，有時候速度很
快或是難以預測。股票證券會承受「股票市場風險」，這是指股價一般來說短期或長期可能下跌。

您可以考慮動態的投
資方法

隨著時間調整投資目標，以
減緩可能涉及的退休風險。
讓您在邁入退休的過程中能
穩健保有財富。

股票 債券

將較高比重的資產配置於
股票，把握增長機會。

高速增長期

增長期
在追求增長與管理風險之間作
出平衡，致力保障財富累積。

收益期
維持經常收入及若干增長潛力，致力
保存財富與購買力。

資
產

年輕人（距離退休時日尚遠） 退休人員（已經退休）中年人（距離退休還有5-10年）

• 儲蓄
• 必須優先完成的事項
• 政策改變
• 投資組合決策

• 儲蓄
• 必須優先完成的事項
• 通貨膨脹
• 報酬順序
• 政策改變
• 投資組合決策
• 退休時機

• 通貨膨脹
• 長壽
• 報酬順序

風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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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成功之道

納入長壽風險：長命百歲是福氣也是挑戰7

活得越久，需要資產支援的時間也越久。

在年齡65歲的夫妻中，其中一人可活到80歲的機率為92%，活到85歲或以上的機率為80%。如果您65
歲時身體健康，而且家族有長壽史，您的退休計畫至少應規劃30年或更長時間的生活費用。

長壽對退休決策的影響至關重要。何時退休、如何善用時間、如何投資以及是否需要長期護理。這也

表示，您的投資組合在您退休後仍須持續成長，才能跟上通貨膨脹的腳步，並降低您在有生之年就把

錢用完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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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納入長壽風險：長命百歲是福氣也是挑戰 7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內政部統計處2018年壽命簡表。

做好長壽準備

人類的平均預期壽命持續延
長，而且「平均」僅是中間
值，因此您在規劃時得預期
自己能活得更久，退休後的
人生甚至可能超過30年。

為了確保自己長年退休後仍
有一定的購買力，您的投資
組合中需要有一部份的資產
是持續增值的。

若您目前65歲，存活超過特定年齡的機率

89%

78%

63%

80%

64%

46%

98%
92%

80%

75 歲 80 歲 85+ 歲

女性 男性 夫婦-至少一人活到特定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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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成功之道

定期調整計畫：降低退休後的市場與提領風險（一）8

同樣都是準備退休金投資，在您退休前，長期的「平均」的報酬很重要；在您退休後，年度報酬的
「順序」更關鍵。報酬順序的不同，會影響您退休後資產持續時間的長短以及財富傳承。因為，退休
前您的主要任務是儲蓄，但在退休後，您卻是要從投資組合中提取現金來使用。

在下一頁提供的三種範例中，它們的長期平均報酬都相同，但因為年報酬的順序不同，使每個人最終
的提領年限卻會產生極大的差異。

何如將報酬順序風險降低到最低程度？您可能需要在退休前幾年，就開始定期調整投資組合，透過分
散資產配置的方式以減少它的波動性，譬如減少對風險性資產的投入，並且在退休後保持這一風格。

當然，您也可以考慮在市場比較差的時候減少花費，或減少提取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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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定期調整計畫：降低退休後的市場風險 8.1

資料來源：摩根資產管理2020年1月分析。本圖僅供說明。範例假設初始提領率為投資組合價值的4%，之後每年根據通貨膨脹調整(1.3%)。平均報酬率為年複合報酬率。貨幣單位
為新台幣。

定期調整投資計畫

如果您在退休早期時就從高
波動的市場上提領資產，可
能會造成投資組合減損，尤
其是如果您退休早期的投資
報酬率低於平均。

請定期調整投資計畫，您或
許也可考慮讓資產多元配置
以緩衝下跌幅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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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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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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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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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後年數

年度報酬

3年差距

平均報酬：5.0%

初期
市況良好

初期
市況欠佳

市況
持續平穩

初期市況良好
市況持續平穩

初期市況欠佳

10,900,000台幣

19,400,000台幣

-20%
0%

20%

-20%
0%

20%

-20%
0%

20%

開始 結束

開始 結束

平均報酬率及每年提取金額相同的三個投資組合價值
提取金額相當於初始投資組合價值的4%，之後每年根據通脹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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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成功之道

定期調整計畫：降低退休後的市場與提領風險（二）8

彈性安排退休所得

您的投資方式和退休消費水準息息相關。假設退休初始每年從總資產中提領4%*，若投資方式過度保守，

在通貨膨脹以及退休期間持續花費之下，可能會出現錢提早用完的風險。如果退休初期就面臨市場下跌，

可能無法維持每年5%或6%的年提領率。

與其每年固守靜態投資組合與年提領率，您可以參考更靈活的做法，譬如可以反映年齡增長的開銷轉變、

或是在市場下跌時少花一點、在市場復甦時多花一點，讓您的退休金所得也可以因環境變化而靈活調整。

*備註： 4% 規則規定在退休的第一年，個人提取率為4% 最初投資組合價值，並每年通過通貨膨脹率增加這金額以保持購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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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定期調整計畫：降低退休後的提領風險 8.2

資料來源：摩根資產管理。分析截至2020年1月。由於較高比例的結果聚集於中位數附近，故第50百分位數可視為最有可能實現的結果。初始提取率為4%時，40/60投資組合的期
末價值為10,100,000新台幣（相當於當前的5,600,000新台幣），20/80投資組合的期末價值為6,900,000新台幣（相當於當前的3,800,000新台幣）。
以上圖表僅供說明用途，不得被用於或依賴作出投資決策。投資組合使用股票/債券方式表示（如40/60投資組合指40%股票加60%債券）。假設投資組合涵蓋綜合世界股票、美
國綜合債券及美國現金，預計複合報酬率分別為6.0%、4.0%及2.0%。金額以美元計算，並以新台幣列示。摩根資產管理的計算模型以專屬的長期資本市場假設（10至15年）為基
準。由此產生的推算數據僅包括與投資組合相關的基準報酬，不包括各資產類別產品策略的超額報酬。年度提取金額設定為初始金額10,000,000新台幣的固定百分比，之後隨著
時間根據通脹而調整（2.0%）。配置、假設及預期報酬並不代表摩根資產管理的表現。鑑於涉及複雜的風險／報酬取捨，我們建議客戶在設定策略配置時依據判斷及定量優化方
法。所提及資產配置策略或資產類別的未來報酬並非對客戶投資組合可能達到實際報酬的承諾或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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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一體適用

過高的初始提領率或是過度
保守的投資組合，都會讓您
的退休生活蒙受風險。然而，
設定太低的退休後支出水準
而且沒有調整，可能會導致
退休後的生活水準出現不必
要的犧牲。您可能會考慮隨
時間動態調整投資方法，以
更高效率地運用您的退休儲
蓄。

初始提取率一樣(皆為4%)，但投資組合的不
同，也會影響提領年數的長短

預計名義結果，第50百分位數*

投資組合一樣(40%股票＋60%債券)，但初始提
領率的不同，會影響提領年數的長短

預計名義結果，第50百分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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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投資：活化您的既有資產

及早準備：擬定投資計畫，預約無憂退休

長期動態的投資：因應市場變化做出最佳配置

定期調整計畫：降低退休後的市場與提領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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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洞察」系列（「本系列」）在並無提及產品的情況下，提供關於環球市場的全面性數據及評論。本系列探討目前經濟數據及不斷變化市場狀況的啟示，是幫助客戶瞭解金融市場並為其投資決
策提供支持的工具。

就MiFID II而言，摩根「市場洞察」及「投資洞察」系列是市場推廣通訊，並不屬於指定與投資研究有關的任何MiFID II / MiFIR規定的範圍。此外，摩根資產管理「市場洞察」及「投資洞察」系列是
非獨立研究，並未根據促進投資研究獨立性的有關法律要求編製，亦不受限於發布投資研究前任何交易的禁止。

本文件為一般性通訊刊物，僅作為提供資訊之用。其本質上帶有教育性質，設計上並非針對任何司法管轄區任何特定投資產品、策略、方案特色或其他目的之建議或推介，亦不得當作是摩根資產管
理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參與本文件提及的任何交易的承諾。所使用的任何範例均為一般性、假設性且僅供作說明之用。本文件並未載有足以支持作出投資決策的資訊，且閣下在評估投資於任何證券或
產品的優劣時，不應以本文件為依據。此外，使用者應與彼等專業顧問一同獨立評估相關法律、監管、稅務、信貸及會計影響，以決定本文件提及的任何投資是否相信能符合使用者的個人目標。投
資人應確保於進行任何投資之前已獲得所有可取得的相關資訊。所載的任何預測、數字、意見或投資技術與策略均僅供參考之用，並且均是基於特定假設及目前市場狀況作出，且可隨時變動而不發
出事先通知。本文件載列的所有資訊於編製時被視為正確，但不保證準確，亦不承擔任何錯誤或疏漏之責任。請注意， 投資涉及風險，投資價值及其收益可能會因市場狀況及稅務協定而出現波動，
投資人可能無法收回已投資之全數金額。過去的績效及收益率並非目前及未來績效的可靠指標。

摩根資產管理是JPMorgan Chase & Co.集團及其環球聯屬公司旗下資產管理業務的品牌。

在適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我們可進行電話錄音及監控電子通訊，以履行我們的法律和監管義務以及遵守內部政策。摩根資產管理將根據我們的私隱政策 (https://am.jpmorgan.com/global/privacy) 收
集、儲存及處理個人資料。

本通訊由以下實體發布：在英國為受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認可及監管的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 (UK) Limited；在其他歐洲司法管轄區為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 (Europe) S.à r.l.；在香
港為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 (Asia Pacific) Limited、摩根基金（亞洲）有限公司或摩根實物資產管理（亞洲）有限公司；在新加坡為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 (Singapore) Limited（公司
註冊編號：197601586K），本廣告或刊物文件尚未經過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審閱；在台灣為摩根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在日本為受日本金融廳監管並為日本投資信託協會、日本投資顧問業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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