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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善的理念
打造「善．真美ESG的美麗島嶼」

2021年，新冠疫情變種病毒依舊肆虐全球，全

基金獎項。經歷雙卡風暴、次貸危機與新冠疫情，

球經濟趨勢產生結構性改變，但在疫苗與口服藥研

「傑出基金金鑽獎」始終堅持以「公正、客觀」的

發正向進展之下，各國已有信心與能力面對相應之

專業與標準進行本屆評比，秉持保障投資人權益的

突發狀況，全球的經濟與產業供應鏈逐漸步上復甦

最高原則及核心理念，藉由公開表揚持續鼓勵在台

之路。2021年，美國道瓊指數、那斯達克指數與標

灣乃至全球基金市場奮鬥的投信投顧菁英，打造台

普指數多次改寫歷史新高，平均漲幅22%；台股也

灣資產管理市場的專業市場，朝區域財富管理中心

不遑多讓強勢上漲，2021年成交量年增88.7%，全

及台商資金調度中心的目標邁進。

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 董事長
「金鑽獎」籌備委員會 主任委員暨工作小組召集人

年漲幅23.86%，優於主要亞股。

創新公益 串聯金融 x ESG生態
自1983年，台灣成立首家投信公司，發行首支
基金以來，台灣基金市場成長迅速，無論是基金規

自2000年第三屆起，每年主辦單位皆號召參與

與小學如長照移動服務、社區關懷、部落創生與校

模或基金數量皆伴隨各式產業與理財投資觀念普

單位與得獎基金機構共襄盛舉，以專款專用帳戶，

園傳愛活動，將金融與ESG進行串聯，打造地方賦

及化而有顯著成長，其中ETF之成長更為顯著。面

共同捐贈愛心救護車／巡迴醫療車予偏遠地區的教

能與創生，進一步落實SDGs理念。

對蓬勃發展的基金市場，透過一個公正、公平的基

會醫院，至今累積已捐贈共12家教會醫院及24部救

金績效評鑑制度，將市場資訊透明化，有利於投資

護車／巡迴醫療車。去年，透過與6–7家社會企業

每年「傑出基金金鑽獎」公益活動更廣邀金融

合作媒體的協辦、贊助等單位，以及各籌備委員積

大眾從各種繁瑣的資訊中，選擇適合自身之基金產

或NPO組織的串聯，「傑出基金金鑽獎」回饋社會

業界、公法人與基金同業擔任志工，連續19年於聖

極投入與評審委員的專業評選等付出致上萬分謝

品。透明的評鑑制度，亦將帶動台灣投信投顧產業

公益活動衡量疫情下的新需求，將過往捐贈救護車

誕節前，實地赴醫院關懷長者、病童或重症者，參

意。「傑出基金金鑽獎」得以持續舉辦，並發揮其

良性競爭，激勵台灣金融市場正向發展。

／巡迴醫療車之公益方式，提升為數位／遠距醫療

加志工累計超過600人次，以實際行動，身體力行

對大眾的影響力，讓社會大眾藉由「金鑽獎」對於

器材的捐贈，在「醫生馬上看」與「健康亞洲」的

關懷社會守護台灣。去年，亦因疫情，改為結合12

基金業者、資產管理市場有更多關注，少不了各界

協助下逐步展開，並增加與「小驢行」、平安箱計

家教會醫院與「善．真美ESG小聯盟」等成員，以線

的鼎力支持；企盼「金鑽獎」能成為投資人基金選

畫的「行動公益平台」、協助偏鄉部落創業的「孔

上研討的方式關心12家教會醫院推動遠距醫療體系

購的重要參考資訊平台，促進新時代對於基金有更

「傑出基金金鑽獎」今年正式邁向第二十五

雀魚普惠科技」與「小樹傳愛協會」，合作提供屏

的經驗分享，及傳愛進校園推廣於偏鄉等議題的交

多的認識與認同，並期許「金鑽獎」持續發揮影響

屆，為國內歷史最悠久、最具知名度及代表性的

東基督教醫院與屏東地區的病患、弱勢家庭、部落

流探討；盼能倡議另一新需求的公益活動。

力，朝向成為國際區域的重要獎項邁進。

高度審核標準 始終如一的審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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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 引領國際
今年「金鑽獎」的籌備，在戰爭、疫情與通膨
環繞的緊張氛圍中完成。就此，為所有參與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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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委員

丁克華

致理科技大學 講座教授

副主任委員

阮清華

財政部 政務次長

李存修

臺灣大學 ( 前 ) 特聘教授

李智仁

銘傳大學金融科技創新研究中心 執行長

吳壽山

臺灣師範大學 講座教授

邱顯比

臺灣大學 教授

周添城

醒吾科技大學 講座教授

林丙輝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董事長

林修銘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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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大學管理學院證券期貨暨財務工程研究中心
臺灣證券交易所
臺灣期貨交易所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退休基金協會
台灣金融研訓院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金融聯合徵信中心
台北市和平扶輪社
臺北市美好人生協會
華董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
基富通

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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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屆傑出基金金鑽獎」籌備委員名錄
主任委員
暨工作小組
召集人

周吳添

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 董事長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董事長

王儷玲

中華民國退休基金協會 理事長

陳春山

臺北科技大學 教授

王耀偉

彭博 臺灣業務總經理

黃崇哲

台灣金融研訓院 院長

朱漢強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 總經理

黃韻潔

彭博 全球基金數據部亞洲區數據部代表

吳中書

台灣金融研訓院 董事長

李永然

臺北市美好人生協會 理事長

邱坤洋

台北市和平扶輪社 社長

林志成

臺灣期貨交易所 副總經理

林國良

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林蒼祥

淡江大學 教授兼主任

桂先農

籌備委員
(依姓氏筆劃)

籌備委員
(依姓氏筆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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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重任

銘傳大學 副教授

賴慧文

臺灣師範大學 優聘教授

羅立群

香港恆生大學 客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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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素蕙

華董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 創會會長

張 錫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 理事長

張麗真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總經理

梁永煌

今周刊 發行人

陳長江

中國銀行台北分行 行長

鄧美華

非凡電視台 副總經理

糜以雍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理事長

簡仲明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總經理

籌備委員
(依姓氏筆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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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屆傑出基金金鑽獎

丁克華

與時俱進  發展永續

「金鑽獎」評審委員會 主任委員
致理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 講座教授

「傑出基金金鑽獎」至今邁入第二十五屆，

計算結果加總進行排名，且不可有主管機關警

資料庫數據保持一致性，本屆「海外基金獎」的「企

二十幾年來見證台灣基金市場的開放與成長。從

告（含）以上的處分。「海外基金獎」則採用

業永續責任投資基金（ESG Fund）」獎項，更名為

始至終的嚴謹、公正與客觀的專業形象與評選標

彭博（Bloomberg）所提供之各基金年化績效與

「ESG基金」。

準，亦讓「傑出基金金鑽獎」得到台灣產、官、

風險指標計算（以新台幣為計算標準），並依

學、研、媒各界的肯定與認同，並在各界支持下成

彭博（Bloomberg）基金評比之方式進行評選。

近幾年ESG風潮盛行，國內基金市場亦推出不同

為台灣最具歷史與參考價值且深受業界重視與投

評選過程以數據為客觀參考資料，嚴謹慎重審

種類之ESG基金商品，本屆評審委員會亦對此趨勢表

資大眾矚目的基金獎項。

視各項數據之準確率與可靠性，並依「誠信」

示肯定與重視，探討是否需要將國內ESG基金商品納

與「專業」並重的最高標準逐一審核各類評選

入評選範圍，然在經過與會委員深入討論後，考量國

根據投信投顧公會數據公布，截至2021年12

基金。在兼顧風險與報酬下，堅持基金行業的自

內尚未有客觀之ESG認證標準，故須待客觀機制成熟

月底，國內基金總計995檔，總資產規模49,554億

律及職業倫理，充分保障投資人權益，並藉此獎

後再商議是否增設。

元，基金總規模年增長9.55%，創歷史新高；海外

勵表現傑出的基金團隊，推動市場正向發展。

基金檔數總計1,008檔，國人持有境外基金總金額
新台幣38,979億元，較去年增長2,051億元，顯示共

此外，本屆評選國內投信公司在「海外基金獎」

緊貼趨勢 邁向永續

同基金已成為國人主要投資工具，也持續看好台
灣與全球經濟發展前景，協同台灣投信投顧產業
繳出亮眼的成績單。

表現優異，不但得獎檔數較往年更多，其中「安聯台
灣科技基金」更一舉奪得「國內基金獎–股票型基金

第二十五屆評選，「國內基金獎」考量部分
類別基金檔數過少，經評審委員會決議將「上櫃

科技類股」與「海外基金獎–科技產業股票基金」兩

圍，表達最大的肯定，恭賀今年所有得獎、入圍者，也期許這些優秀

大獎項，展現台灣資產管理從業人員的實力。

的基金團隊再接再厲，穩步發展，為台灣投資大眾謀求最大的福利。

型」併入「中小型」類股，「債券股票平衡型」中

專業客觀 審慎評選

的「價值型股票」併入「一般型股票」進行評選。

傳承、創新、永續

資產管理市場與投資大眾把關，提供台灣投資人–公正、可靠的參考

「ETF基金獎」由於「日本指數型」檔數過少，併

09

最後，期許「傑出基金金鑽獎」在最高規格標準下，持續為台灣

歷屆「金鑽獎」評審委員皆為橫跨產、

入「其他指數」進行評選；此外，因應市場發展

「傑出基金金鑽獎」二十多年來始終如一，除需

資訊來源，並在資訊迭代迅速的時代，仍能與市場並行，評選出市場

官、學界的一時之選。「國內基金獎」主要根

實際狀況，新增「產業型指數」獎項，以呼應產

感謝參與單位及產、官、學、社會大眾的支持與肯定

中實至名歸的王者。也期許「傑出基金金鑽獎」的公信力與影響力不

據投信投顧公會，委託李存修教授和邱顯比教

業型ETF的發展趨勢。過去「海外基金獎」同支

外，每年評審委員們堅持以最高標準進行評比，更

僅是在台灣甚至在國際中佔有一席之地，成為台灣投信投顧產業的最

授共同主持之基金資料庫為依據進行評比，各

基金不同類股（Share Class）以成立時間最早作

是功不可沒。在此，對辛勞投入的評審委員們致上至

高榮譽。也期望在ESG、金融科技的浪潮下，透過與學校智庫、科技業

類別基金分別經過績效和風險指標（Sharpe、

為評比基準，自今年度開始改以報酬率最高者作

高的敬意與謝意。同時，對於在全球景氣波動劇烈的

者的連結，結合新科技、新技術落實普惠金融，在台灣社會面對高齡

Treynor、Information Ratio大分類與細分類）的

為評比基準，擇其優者為表揚。同時，為與彭博

環境下，能夠脫穎而出的基金團隊，無論得獎還是入

化與少子化的挑戰下，為民眾建構美好的退休生活與美麗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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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ETF還是主動型基金？

投信已有實力打國際盃，
但須堅持合規經營

邱顯比

李存修
「第二十五屆傑出基金金鑽獎」評審委員

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所教授暨投信績效評比共同主持人

近年來有許多專家學者鼓吹投資人買ETF，這種建議對大部份投資人及主要資本市場是對的。股
票市場短期是零和遊戲，進叢林之前，要搞清楚自己是獵人還是獵物。大多數個人投資人即便努力蒐

雖然Covid-19疫情持續蔓延，又有缺工、缺料、缺晶片等問題，台股仍在2021年中締造了27.06%
的含息報酬率，投信產業也繼2020年後再度快速成長。股市在2021年間外冷內熱，投資國內的股票型
基金雖僅較2020年底增加2檔，總規模卻增加了1,408.64億元，規模成長率高達51.28%，反觀跨國投

集個股資訊，但相對於機構投資人及大戶，仍處於資訊下游。上游的水或許可以生飲，下游的水直接

資的股票型基金規模僅成長6.28%。平衡型基金也是如此，國內規模成長26.29%，跨國投資規模則衰

喝往往會拉肚子。另外行為財務的研究所指出投資人諸多行為偏誤：如過度自信、投資不夠分散、從

退3.90%，至於債券型基金則因通膨飆高，聯準會啟動縮減購債，年報酬率普遍為負，總規模縮減了

眾、賺小錢就跑、賠錢死抱不放等偏誤的負面效果在個股投資是特別嚴重。所幸股票市場整體是長期

10.27%，貨幣市場共同基金在2021年萎縮了1,709億，減幅達16.63%。

往上的，拜ETF發達所賜，個人投資人通過ETF投資指數，可取得股票市場的平均報酬，不會永遠被
割韭菜。然而在眾多ETF中如何選擇，還是要懂資產配置的基本原理及評斷同一目標市場不同ETF的
優劣。愈能貼近所追蹤指數且次級市場流動性佳的ETF是好的投資選擇。

成熟的股票市場以機構投資人的交易占大宗，彼此競爭的結果誰也沒有資訊優勢，但蒐集資訊成
本還在，扣除成本費用後主動型基金的平均報酬率自然不如大盤，另外個別基金即使短期表現出色，
也鮮少能長期持續賺取超額報酬。ETF為被動式投資，不必付出資訊蒐集及頻繁交易費用，雖然扣掉
必要費用後略低於指數，但中長期績效勝過大多數主動型基金，是投資成熟市場的好選擇。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無疑也是市場寵兒，全年總計成長了3,684億元，成長率高達21.20%，其中投
資國內的股票型ETF貢獻了2,309億元，貢獻度超過六成。我們發現一個有趣現象，就是外資投信持續致力
於主動型基金的經營，本土投信則將發展重心放在被動型基金（即ETF）上，此點在評審結果中也可看出。
境外引入的基金在2021年間減少了3檔，但規模增加了2,051億元，總數38,979億元，僅達境內基金
49,552億元的八成不到，主因在於台股績效超越其他市場甚多，台幣又對美元強勢升值，境外債券型基
金表現也不佳所致。
25屆金鑽獎仍依往年以三年績效來評選，境內基金部分，股票型基金精簡成三個類別，即科技型、
中小型及一般型，其中中小型包含上櫃型，一般型則包括價值型與中概型。過去區分為價值股票型與一

台灣股市雖然機構投資人比重逐年增加，但散戶仍占交易量六成以上，2021年中甚至衝高到七

般股票型的平衡型基金在今年則合併成同一類別。

成以上。散戶多給予了優秀的機構投資人賺取超額報酬的機會。台灣資產管理行業多年來培育了相當
數量的優秀基金研究員、經理人及團隊，為基金投資人賺到遠高於大盤的報酬。以本次金鑽獎台股基

在主動型基金方面，外資投信如安聯、野村仍如往年一樣，抱走了股票型與平衡型的所有獎項，但
在被動型的ETF方面，外資投信著墨較少，富邦與國泰幾乎囊括了絕大部分的獎項，呼應了前文所述外

金得獎者為例，其三年累積報酬率皆超過標竿指數100%以上。事實上2019–2021三年期間台股基金

資投信與本土投信發展策略兩極化的差異性。ETF的評選著重在追蹤誤差、規模、交易活絡度、受益人

的平均報酬率皆超過相對標竿指數，例如台灣加權股價報酬指數過去三年累積報酬率為108%，而一

數及費用率等，投資報酬率並非重點，但要求不為負數（反向型除外）。

般股票型（含價值型）基金過去三年平均報酬率是143%，超出了35%，如果選到績效前二分之一的
基金，其平均報酬率為180%，超出大盤72%。散戶投資台灣股市，ETF勝過自行挑選個股；而投資好
的主動型基金，又勝過投資ETF。

海外基金獎有24個獎項，是把境內發行與境外引入的基金放在同一平台上較勁，以往國內投信打國
際盃很少能取勝，但今年在股票型基金方面的14個獎項中，國內業者本應能獲得6個獎項，但因合規經
營的考量，最終只拿到3個獎項，令人扼腕，債券型基金也有類似現象，但無論結果如何，這也顯示國
內業者確已有能力和海外引入的商品平起平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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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F基金獎評審辦法
參加資格：

評審標準：

由國內證券投資信託公司或期貨信託公司所發行且成

1.投 信投顧公會及期貨公會所公告之各類型ETF均列

立滿二年之ETF，由主辦單位依各基金實際發行與交

入評比，惟各類基金必須達最少支數始列入評比。

易情況主動進行評比；如有需要，主辦單位得洽請發

所需最少支數由評審委員會視實際狀況決定之，未

行公司提供相關資料，以供評比。

達規定者併入適當之相關類型評比。
2.評審項目可就追蹤誤差、追蹤差異、總規模及規模

類
參加資格：

2.受 評比之基金，需遵守法規及職業倫理，並妥

由國內證券投資信託公司所發行投資於國內證券

善保障投資人之權益且在評比期間未受主管機

市場，且成立滿三年之共同基金，由主辦單位依

關警告（含）以上處分者。評審委員會亦得審

各基金實際發行情形主動進行評比；如有需要，

酌主管機關與其他相關單位之處分。

主辦單位得洽請證券投資信託公司提供相關資
料，進行三年期績效之評比。
別：

別：

1.股票ETF
（1）一般型

率、費用率等項目中，擇要納入。
3.受評比之基金，需遵守法規及職業倫理，並妥善保
障投資人之權益且在評審期間未受主管機關與其他

1-2. 中國大陸指數

相關單位之處分。評審委員會亦得審酌主管機關與

比，惟各類型基金必須達最少支數始列入評

1-3. 美國指數

其他實際情況作決定。

比，未達規定者併入適當之相關類型評比。所

1-4. 產業型指數

需最少支數由評審委員會視實際情況作決定。

1-5. 其他指數

3.依 投信投顧公會所公告之各類型基金均列入評

（2）槓桿型（單日正向二倍）

（1）科技類股

重大違反法規、職業倫理或影響投資人權益之

（3）反向型（單日反向一倍）

（2）中小型股（包括上櫃型）

事項得註銷其資格。

（3）一般類股（包括中概、價值型）

成長率、總成交值及週轉率、受益人數及人數成長

1-1. 國內指數

4.得 獎或入圍之基金，於頒獎典禮前或給獎後有

1.股票型基金

5.其他未盡事項，經評審委員會議決後公告。

2.債券股票平衡型基金
（1）一般型股票（包括價值型）

給獎方式：

3.債券型基金

1.各 類型基金評比結果選出績效最傑出者各一名

4.得獎或入圍之基金，於頒獎典禮前或給獎後有重大
違反法規、職業倫理或影響投資人之事項得註銷其
資格。
5.其他未盡事項，經評審委員會議決後公告。

2.固定收益ETF
（1）一般型
1-1. 中國大陸債券

給獎方式：
1.各 類ETF評比結果選出績效最優者各一名得獎，但

1-2. 美國債券

該基金於兩類型以上均最傑出者，僅於一項內得

（1）固定收益型基金

得獎，但若該類型基金支數超過一定數量，則

1-3. 新興市場債券

獎，由評審委員會決定。若該類型基金支數超過一

4.貨幣市場型基金

經評審委員會酌予增加。

1-4. 其他市場債券

定數量，得獎數可經評審委員會決議酌予增加或另

（1）投資國內
評審標準：
1.各 類型基金之績效，須經風險調整；得獎之基
金報酬率必須為正數；若報酬率為負，但其負
報酬率小於大盤跌幅之1/3者，得擇優給予「入
圍」獎勵。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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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基金金鑽獎頒獎典禮

「第二十五屆傑出基金金鑽獎」評審辦法

類

屆

2.評比結果未符合評審標準1.或2.，該類型獎項得

（2）槓桿型（單日正向二倍）

「從缺」。各類型基金未得獎但表現亦佳者，

（3）反向型（單日反向一倍）

得另取若干名「入圍」。

增入圍獎。
2.評比結果未達給獎標準時，該類型獎項得從缺。

3.期貨ETF
（1）一般型
（2）槓桿型（單日正向二倍）
（3）反向型（單日反向一倍）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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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屆
參加資格：

傑出基金金鑽獎頒獎典禮

金；以及由外國資產管理公司依當地法令所發行之基
金，登記註冊地為外國並受當地法律監管，於2021年12
月31日前經主管機關核備在台灣可銷售之共同基金，由
主辦單位按彭博（Bloomberg）所提供之各基金實際發行
情形，進行三年期績效之評比。
參加評選之各類基金，不包括保險基金、機構基金及私
募基金。同支基金不同級別（Share Class）以報酬率最高
者作為評比基準。
別：

1.股票型基金 Equity Funds
（1）環球已開發市場股票基金 Global ex Emerging 		
Markets Equity Fund

類別

三年期

Fund
（4）投資級債券基金 Investment Grade Fixed Income Fund

科技類股

（1）環球平衡型基金 Global Mixed Allocation Fund

中小型股

4.不動產證券化基金 REITs Funds
（1）不動產證券化基金 REITs and Real Estate Fund

（包括上櫃型）

（3）亞洲太平洋（含日本）股票基金 Asia Pacific 		
Equity Fund
（4）亞洲太平洋（不含日本）股票基金 Asia Pacific ex
Japan Equity Fund
（5）已開發歐洲股票基金 Europe ex Eastern Europe
Equity Fund

（1）跨國投資組合型股票基金 Cross-border Equity Fund
Cross-border

股票型基金

Fixed

一般類股

Income Fund of Funds
（3）跨國投資組合型平衡型基金

Cross-border

（包括中概、價值型）

Mixed

85檔

Allocation Fund of Funds

評審標準：
1.資料由彭博（Bloomberg）提供，基金分類以彭博基金
分類為主，並參考投信投顧公會境外基金分類作為基
金評比分類之依據；各類基金均應至少有十支（含）

3.受評比之基金，需遵守法規及職業倫理，並妥善保障投

（10）日本股票基金 Japan Equity Fund

上處分者。

（2）環球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Global Emerging Markets
Fixed Income Fund

平衡型基金

（包括價值型）

19檔

貨幣市場型基金

投資國內

入圍

富邦精銳中小基金

得獎

安聯台灣智慧基金

得獎

野村優質基金

入圍

野村積極成長基金

入圍

新光大三通基金

入圍

安聯台灣大壩基金

得獎

野村鴻利基金

入圍

野村平衡基金

入圍

兆豐國際萬全基金

得獎

（從缺）

入圍

第一金台灣貨幣市場基金

入圍

台新1699貨幣市場基金

入圍

富蘭克林華美貨幣市場基金

36檔

4.得獎之基金，於頒獎典禮前或給獎後有重大違反法規、
職業倫理或影響投資人權益之事項得註銷其資格。
5.其他未盡事項，經評審委員會議決後公告。

（14）醫療保健股票基金 Health Care Sector Equity Fund

Markets Fixed Income Fund

一般型股票

年化報酬率（轉換為新台幣計價）與風險指標，依彭博

資人之權益，且在評比期間未受主管機關警告（含）以

（1）環球已開發市場債券基金 Global ex Emerging

野村中小基金

2.各類別之基金係以截至前一年底之資料，進行三年期之

（9）美國股票基金 US Equity Fund

2.債券型基金 Fixed Income Funds

債券股票

始列入評比。

結果未符合給獎標準時，該類型獎項得「從缺」。

（13）ESG基金 ESG Fund

得獎

6.貨幣型基金 Money Market Funds

（7）拉美股票基金 Latin America Equity Fund

（12）科技產業股票基金 Technology Sector Equity Fund

野村高科技基金

of Funds

基金之評比方式評比。若三年期年化報酬率為負或評比

（11）天然資源股票基金 Energy Sector Equity Fund

入圍

5.組合型基金 Fund of Funds

（6）東歐股票基金 Eastern Europe Equity Fund
（8）大中華股票基金 Greater China Equity Fund

安聯台灣科技基金

23檔

（2）環球新興市場股票基金 Global Emerging Markets
Equity Fund

得獎

23檔

3.平衡型及多重資產型基金 Mixed Allocation Funds

（2）跨國投資組合型債券型基金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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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高專業
收益(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High
Yield Fixed Income

由本國證券投資信託公司所發行，投資於海外之共同基

傑出基金金鑽獎頒獎典禮

「第二十五屆傑出基金金鑽獎」

海外基金獎評審辦法

第

屆

「國內基金獎」評選補充說明		
1.股票型基金「中小型股」包含：a.中小型股18支，b.上櫃型5支，總計23支基金。

給獎方式：
1.各類型基金評比結果選出績效最傑出者各一名得獎，但
該基金於兩類型以上均最傑出者，僅於一項內得獎，由
評審委員會決定。
2.評比結果未符合評審標準1.或2.給獎標準時，該類型獎

「一般類股」包含：a.一般類股78支，b.中概4支，c.價值型3支，總計85支基金。
2.跨國投資型基金併入海外基金獎評比。
3.債券股票平衡型基金包含︰一般型股票16支，價值型3支，總計19支基金。
4.債券型基金之「固定收益型基金」，因檔數不足，故不列入評比。
5.所有統計數字皆由可信任的資料來源計算而得，主辦單位不能就其準確性及完整性作出保證，亦非用作認購基金建議，投資者應注意投資之風險，
有關詳細資料應細閱有關基金銷售文件。

項得「從缺」，亦不列「入圍」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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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三年期

得獎

元大台灣卓越 50 基金

環球已開發市場股票基金

貝萊德世界科技基金

入圍

元大台灣高股息基金

環球新興市場股票基金

摩根士丹利投資基金-新興領先基金

入圍

國泰低波動 ETF 傘型基金之臺灣低波動股利精選 30 基金

亞洲太平洋（含日本）股票基金

安聯東方入息基金

中國大陸指數 12 檔

得獎

富邦上証 180 基金

亞洲太平洋（不含日本）股票基金

凱基台商天下基金

美國指數

7檔

得獎

元大標普 500 基金

已開發歐洲股票基金

貝萊德歐洲靈活股票基金

產業型指數

11 檔

得獎

元大全球未來通訊 ETF 基金

東歐股票基金

安本標準-東歐股票基金

得獎

( 從缺 )

拉美股票基金

（從缺）

入圍

富邦日本東証基金

大中華股票基金

聯邦中國龍基金

得獎

富邦臺灣加權 ETF 傘型基金之富邦臺灣加權單日正向兩倍基金

美國股票基金

摩根美國科技基金

得獎

國泰臺指 ETF 傘型基金之臺灣加權指數單日反向一倍基金

日本股票基金

摩根日本股票基金

入圍

富邦臺灣加權 ETF 傘型基金之富邦臺灣加權單日反向一倍基金

天然資源股票基金

KBI替代能源解決方案基金

科技產業股票基金

安聯台灣科技基金

得獎

富邦中國政策金融債券 ETF 基金

ESG基金

百達-機器人科技基金

入圍

元大中國國債及政策性金融債 3 至 5 年期債券 ETF 基金

醫療保健股票基金

聯博-國際醫療基金

得獎

( 從缺 )

環球已開發市場債券基金

摩根士丹利環球可轉換債券基金

入圍

富邦美國政府債券 ETF 傘型基金之富邦美國政府債券 1-3 年期基金

環球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景順2028到期精選新興債券基金

高收益（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聯博美國高收益債券基金

投資級債券基金

宏利亞太入息債券基金

環球平衡型基金

聯邦環太平洋平衡基金

不動產證券化基金

台新北美收益資產證券化基金

跨國投資組合型股票基金

柏瑞旗艦全球成長組合基金

跨國投資組合型債券型基金

合庫新興多重收益組合基金

跨國投資組合型平衡型基金

國泰幸福階梯傘型基金之全球積極組合基金

貨幣型基金

兆豐國際人民幣貨幣市場基金

22 檔

一般型

其他指數
槓桿型 ( 單日正向二倍 )
反向型 ( 單日反向一倍 )

中國大陸
債券

美國債券

8檔
15 檔

其他市場
債券

股票型基金

14 檔

14 檔

34 檔

一般型
新興市場
債券

期貨
E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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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屆傑出基金金鑽獎」

國內指數

固定收益
ETF

傑出基金金鑽獎頒獎典禮

「第二十五屆傑出基金金鑽獎」
類別

股票
ETF

屆

入圍

元大美國政府 1 至 3 年期債券 ETF 基金

得獎

( 從缺 )

入圍

國泰息收 ETF 傘型基金之彭博巴克萊新興市場
5 年期 ( 以上 ) 美元息收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得獎

中國信託 10 年期以上高評級美元公司債券 ETF 基金

入圍

富邦全方位入息 ETF 傘型基金之富邦彭博巴克萊
10 年期 ( 以上 )BBB 美元息收公司債券 ETF 基金

10 檔

31 檔

一般型

6檔

得獎

( 從缺 )

槓桿型 ( 單日正向二倍 )

4檔

得獎

( 從缺 )

反向型 ( 單日反向一倍 )

4檔

得獎

( 從缺 )

債券型基金

平衡型及多重資產型基金
不動產證券化基金

組合型基金

貨幣型基金

「海外基金獎」評選補充說明				
「ETF基金獎」評選補充說明
1.固定收益ETF之槓桿型（單日正向二倍）與反向型（單日反向一倍），因檔數不足，故不列入評比。
2.所有統計數字皆由可信任的資料來源計算而得，主辦單位不能就其準確性及完整性作出保證，亦非用作認購基金建議，投資者應注意投資之風險，有
關詳細資料應細閱有關基金銷售文件。

1.資料由彭博（Bloomberg）提供，基金分類以彭博公司基金分類為主，並參考投信投顧公會境外基金分類作為基金評比分類之依據；各類基金均應至
少有十支（含）始列入評比。
2.不同類別之基金係以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之資料，分別進行三年期之總報酬（轉換為新台幣計價）與風險指標，用彭博基金之評比方式計算。
3.所有統計數字皆由可信任的資料來源計算而得，主辦單位不能就其準確性及完整性作出保證，亦非用作認購基金建議，投資者應注意投資附帶風險，
有關詳細資料應細閱有關基金銷售文件。
4.得獎之海外基金，因受限幅員廣闊相關資訊收集不易，主辦單位無法確認是否違反職業倫理或投資人權益等事項，特此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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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 ─

為此，當疫情成為常態，行之有年的「金鑽
獎」回饋社會公益活動系列，也面臨轉型、提升

「傑出基金金鑽獎」自1998年第一屆辦理後

的挑戰。過去定期捐贈的愛心救護車／巡迴醫

引起極大迴響，考量本獎項對社會之影響力，經

療車，雖然協助醫院提供平面移動接送的醫療

過一年的孕育、溝通，於2000年第三屆推出「回

服務，但面對疫情造成門診大減，而人們的醫療

饋社會公益系列活動」，共發起捐贈24台愛心

需求遽增的大環境下，「遠距醫療」已是未來的

救護車／巡迴醫療車，橫跨了全台8個縣市與12

新常態。因此，第24屆的公益活動以「賦能與

家教會醫院；更於2002年第五屆舉辦「基金志

創生」為主軸，結合投信投顧業者、社會企業與

工日」至今，以及「共同基金論壇」、「共同基

NPO組織，以12家教會醫院為核心朝向「遠距醫

金義診」、「共同基金徵文」與「金鑽獎有獎徵

療、長照移動、部落創生、社區關懷、校園關懷」

答」等系列活動，盼藉由公益活動之推廣，將得

等面向，深耕地方，讓資源發揮最大效益，降低

獎之榮耀實質回饋予社會大眾。

城鄉差距與醫療資源不均，創造永續的改變。

因為「疫情」所以「轉型」

「地方賦能與創生計畫」

2020年新冠疫情衝擊全球，也改變大家習以

第24屆回饋社會公益活動以「賦能與創生」

為常的生活與工作型態，在人類活動與經濟發展

為主軸，從「點」（教會醫院）出發，延伸至

停滯的同時，也促使我們反思如何友善環境、帶

「線」，協助解決「遠距醫療、長照移動、部落

給社會正面能量，尋求永續發展的新未來。

創生、社區關懷、校園關懷」等面向之痛點，

「第24屆傑出基金金鑽獎」回饋社會公益活動以「地方賦能與創生」為主軸，結合投信投顧業者與關心此議題之金融周邊機構（元大投信、安聯投
信、野村投信、國泰投信、富邦投信、投信投顧公會、台北市和平扶輪社、英國標準協會、華董世界婦女企管協會），合計捐贈屏東基督教醫院、
台灣計程車學院協會、行動村里公益平台、孔雀魚普惠科技與小樹傳愛協會等，共新台幣80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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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擴大涵蓋「面」，結合金融投信投顧業者、
社會企業與NPO公益組織，盼能以12家教會醫院
為核心，深耕地方，降低城鄉差距與醫療資源不
均，創造永續的改變。
透過「金鑽獎」回饋社會公益活動系列，邀請台

打造「善．真美ESG的美麗島嶼」

灣資產管理業界共同參與，串聯12家教會醫院與
NPO組織，推動「福爾摩沙 x ESG」理念，共同點

「金融 x ESG」已是台灣金融業的共識，盼

亮台灣成為「善．真美ESG的美麗島嶼」。

「第24屆傑出基金金鑽獎」回饋社會公益活動之
公益論壇，以往舉辦大型實體講座，每場次觀眾
人數約700-800人，因應疫情將講座改為線上預
錄模式，並邀請呂宗耀投資大師進行「2022投資
掃描」專題演講，以及由今周刊梁永煌發行人所
主持的「展望2022全球經濟趨勢論壇」，將其
放上YouTube供投資大眾自由點閱，截至2021年
底已有超過10,000人次點閱，而行之有年的實體
基金志工日因疫情則改以線上論壇型式呈現，邀
請本屆「地方賦能與創生」的合作夥伴及12家教
會醫院同仁與投信投顧業者代表視訊大連線，共
同探討如何落實「金融 x ESG」之理念進而打造
「善．真美ESG的美麗島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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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豐碩的31年
打造善．真美的美麗島嶼

知識推廣中心
透過大眾媒體舉辦金融產業相關活動，「
台北金融大學」系列演講、傑出基金「金
鑽獎」選拔活動、金融願景大師談。

教育訓練中心
結合國內外金融學者與實務專家，精心規
劃各種課程，含金融商品、財富管理、行
銷管理、產業金融、專業人才培訓及國際
金融認證系列（CFP○／AFP）等，為台灣
專業金融教育訓練機構。

研究諮詢中心
債券研究聯誼會、兩岸金融合作研討會、
大陸金融研究聯誼會、FinTech生態系研究
發展聯誼會、兩岸金融交流活動與各項委
託研究案。

文化出版中心
出版「台北金融」簡訊、「兩岸金融合作
研討會」論文集、傑出基金「金鑽獎」得
獎專刊、CFP○認證系列課程科目一～科目
六、認識CFP○的十堂課、財務計算機的四
堂課。

地 址 ：100台北市中正區衡陽路51號6樓之6
電 話 ：(02) 2388-9508 傳真：(02) 2388-9509
https：//www.tff.org.tw

協辦單位：
臺灣大學管理學院證券期貨暨財務工程研究中心
臺灣證券交易所
臺灣期貨交易所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退休基金協會
台灣金融研訓院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金融聯合徵信中心
台北市和平扶輪社
臺北市美好人生協會
華董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
基富通
贊助單位：
中國銀行台北分行
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