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蘭克林坦伯頓集團
歷年在台得獎紀錄

2021年在台得獎紀錄
基金獎名稱

指標年度
台灣基金大獎

得獎獎項

得獎基金

美國股票 同級最佳

富蘭克林坦伯頓基金集團

產業股票-資訊科技 傑出表現

富蘭克林坦伯頓基金集團

年度品牌大獎 同級最佳

富蘭克林證券投顧

投資人教育大獎 同級最佳

富蘭克林證券投顧

最佳表現定期定額基金大獎
產業股票-貴金屬 同級最佳獎

富蘭克林黃金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年配
息-美元A股

最佳表現定期定額基金大獎
全球高收益固定收益-本地貨幣 同級最佳獎
最佳表現基金大獎
全球高收益固定收益-本地貨幣 同級最佳獎
晨星基金獎

理柏基金獎

富蘭克林華美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新臺幣-累積型-A級別*
富蘭克林華美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新臺幣-累積型-A級別*

最佳美國股票基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美國機會基金-累積型-美元-A股

三年期 美元高收益債券

美盛西方資產美國高收益債券基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五年期 美元高收益債券

美盛西方資產美國高收益債券基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五年期 美國股票

富蘭克林高科技基金 美元 A(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富蘭克林高科技基金 美元 A(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十年期 美國股票

資料來源：截至2021年5月3日，指標、晨星、標準普爾、理柏、晨星暨Smart智富、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 指標獎項評選期間截至各頒獎年度前
一年9月底止，在個別類別擊敗同業者將榮獲「同級最佳獎」，至多有兩名與同級最佳獎得主差距不到5%的供應商將獲頒「傑出表現獎」，其他獎項
評選期間截至前一年度年底。基金過去績效不代表未來績效之保證。以上得獎基金皆為得獎年度核准可銷售基金 (惟不代表目前仍有核備) 。
*富蘭克林華美投信提供，富蘭克林華美投信獨立經營管理。

2020年在台得獎紀錄
基金獎名稱

指標年度台灣基金大獎

得獎獎項

得獎基金

美國大型股票 傑出表現

富蘭克林坦伯頓基金集團

亞洲不包括日本股票 傑出表現獎

富蘭克林坦伯頓基金集團

年度品牌大獎

富蘭克林證券投顧

投資人教育大獎 傑出表現

富蘭克林證券投顧

最佳表現基金大獎
拉丁美洲新興市場股票 同級最佳獎
最佳表現基金大獎
泰國股票 同級最佳獎
最佳表現定期定額基金大獎
全球固定收益 同級最佳獎
最佳表現定期定額基金大獎
美元固定收益 同級最佳獎

Smart智富台灣基金獎
北美股票型基金獎
（晨星技術指導）
三年期 美國股票

理柏基金獎

富蘭克林坦伯頓拉丁美洲基金-年配息-美元A股
富蘭克林坦伯頓泰國基金-累積型-美元A股
富蘭克林坦伯頓伊斯蘭債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累積型-美元A股
美盛西方資產美國核心增值債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富蘭克林高科技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年配息-美元A股
富蘭克林高科技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年配息-美元A股

三年期 亞太區當地貨幣債券

美盛西方資產亞洲機會債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五年期 亞太區當地貨幣債券

美盛西方資產亞洲機會債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五年期 美國股票

富蘭克林高科技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年配息-美元A股

十年期 美國股票

富蘭克林高科技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年配息-美元A股

資料來源：截至2020年4月30日，指標、晨星、標準普爾、理柏、晨星暨Smart智富、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 獎項評選期間截至前一年度年底。
基金過去績效不代表未來績效之保證。以上得獎基金皆為得獎年度核准可銷售基金 (惟不代表目前仍有核備) 。

2019年在台得獎紀錄
基金獎名稱

得獎獎項

得獎基金

台灣年度基金公司大獎

富蘭克林坦伯頓基金集團

共同基金–傑出品牌獎 年度品牌大獎

富蘭克林證券投顧

共同基金–傑出表現 最佳投資人教育大獎

富蘭克林證券投顧

最佳基金公司獎─美國大型股票團隊 同級最佳
獎
最佳基金公司獎─大中華股票團隊 傑出表現獎
最佳基金公司獎─平衡型股債混合團隊 傑出表
指標年度台灣基金大獎 現獎
最佳基金公司獎─科技團隊 傑出表現獎
最佳表現基金大獎
亞洲中小型股票 同級最佳獎
最佳表現基金大獎
泰國股票 同級最佳獎
最佳表現定期定額基金大獎
美國股票 同級最佳獎
最佳表現定期定額基金大獎
全球股票 同級最佳獎
Smart智富台灣基金獎
公用事業和基礎建設
（晨星技術指導）
三年期 美國股票
五年期 美國股票
理柏基金獎
十年期 環球債券
債券型團體大獎

富蘭克林坦伯頓基金集團
富蘭克林坦伯頓基金集團
富蘭克林坦伯頓基金集團
富蘭克林坦伯頓基金集團
富蘭克林坦伯頓亞洲小型企業基金 美元A
富蘭克林坦伯頓泰國基金 美元A
富蘭克林高科技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
元A
富蘭克林坦伯頓吉富世界基金 美元A
富蘭克林公用事業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高科技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元A
富蘭克林高科技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元A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總報酬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
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美元A
美盛環球資產管理

資料來源： 理柏、Smart智富、指標雜誌(Benchmark)，截至2019/3/13，獎項評選期間截至頒獎年度之前一年底。 (2018年指標台灣基金獎截至
2018/9/30，「傑出表現」是在「同級最佳」之後，相差不到5%的基金。因為在5%之內的基金實力相當，值得表揚。)基金過去績效不代表未來績效
之保證。

2018年在台得獎紀錄
基金獎名稱

指標年度
台灣基金大獎

得獎獎項

得獎基金

最佳表現定期定額獎
美國大型增長型股票─同級最佳獎
最佳表現基金大獎
美國大型增長股票 同級最佳獎
最佳表現基金大獎
美國小型股票 同級最佳獎
共同基金–實力大獎 年度品牌大獎

富蘭克林高科技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元A

共同基金–實力大獎 最佳投資人教育大獎
最佳基金公司獎─全球固定收益 同級最佳獎
最佳基金公司獎─美國大型股票 同級最佳獎

富蘭克林證券投顧
富蘭克林坦伯頓基金集團
富蘭克林坦伯頓基金集團

最佳基金公司獎─科技

同級最佳獎

富蘭克林坦伯頓基金集團

最佳基金公司獎─新興市場股票 傑出表現獎

富蘭克林坦伯頓基金集團

晨星基金獎

全球債券

Smart智富台灣基金獎
（晨星技術指導）

全球債券
三年期 環球新興市場股票
三年期 美國股票
五年期 環球債券

理柏基金獎

十年期 美國股票
五年期 環球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債券

十年期 環球債券

美盛凱利美國大型公司成長基金
美盛銳思美國小型公司機會基金
富蘭克林證券投顧

美盛布蘭迪全球機會固定收益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
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美盛布蘭迪全球機會固定收益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
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富蘭克林坦伯頓金磚四國基金 美元A
富蘭克林高科技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元A
美盛西方資產全球多重策略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
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高科技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元A
富蘭克林坦伯頓新興國家固定收益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元
A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總報酬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元A

資料來源：理伯、指標雜誌(Benchmark)，2018/3/14，獎項評選期間截至頒獎年度之前一年底。 (2017年指標台灣基金獎截至2017/9/30，「傑出表
現」是在「同級最佳」之後，相差不到5%的基金。因為在5%之內的基金實力相當，值得表揚)。基金過去績效不代表未來績效之保證。

2017年在台得獎紀錄
基金獎名稱

得獎獎項
最佳表現基金大獎 同級最佳獎
最佳表現基金大獎 同級最佳獎
最佳表現基金大獎 同級最佳獎
最佳表現基金大獎 傑出表現獎
最佳表現基金大獎 傑出表現獎
最佳表現基金大獎 傑出表現獎
最佳表現基金大獎 傑出表現獎
最佳表現基金大獎 同級最佳獎
最佳表現基金大獎 同級最佳獎

得獎基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新興國家小型企業基金
富蘭克林公用事業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高成長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生技領航基金
富蘭克林黃金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美元
富蘭克林坦伯頓泰國基金
富蘭克林高科技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指標年度
美盛凱利美國大型公司成長基金
台灣基金大獎
美盛西方資產亞洲機會債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首度在台頒發)
美盛布蘭迪全球機會固定收益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
最佳表現基金大獎 同級最佳獎
高風險債券)
最佳表現定期定額基金大獎 同級最佳獎
美盛凱利美國大型公司成長基金
最佳表現定期定額基金大獎 同級最佳獎
富蘭克林坦伯頓新興國家小型企業基金
最佳表現定期定額基金大獎 同級最佳獎
富蘭克林坦伯頓生技領航基金
最佳表現定期定額基金大獎 同級最佳獎
富蘭克林公用事業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新興市場股票團隊 同級最佳獎
富蘭克林坦伯頓基金集團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總報酬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
最佳全球債券基金
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晨星基金獎
美國股票
美盛凱利美國大型公司成長基金
公用事業和基礎建設
富蘭克林公用事業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Smart智富台灣基金獎
美盛西方資產全球多重策略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
（晨星技術指導）
全球債券
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盛西方資產全球多重策略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
三年期 環球債券
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新興國家固定收益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
五年期 環球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債券
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理柏基金獎
十年期 美國股票
富蘭克林高科技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總報酬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
十年期 環球債券
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三年期 美國股票基金
富蘭克林公用事業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五年期 美國股票基金
美盛凱利美國大型公司成長基金
十年期 環球已開發市場股票基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生技領航基金
金鑽獎
十年期 科技產業股票基金
富蘭克林高科技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總報酬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
十年期 環球已開發市場債券基金
資料來源：理柏、晨星、晨星暨Smart智富、台灣金融研究基金會、指標及霸榮雜誌，截至2017/3/16，獎項評選期間截至頒獎年度之前一年年底
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2016年指標台灣基金獎截至2016/9/30，「傑出表現」是在「同級最佳」之後，相差不到5%的基金。因為在5%之內的基金實力相當，值得表揚。)。
基金過去績效不代表未來績效之保證。

2016年在台得獎紀錄
基金獎名稱
Smart智富台灣基金獎
（晨星技術指導）

晨星基金獎

得獎獎項

得獎基金

全球新興市場股票

富蘭克林坦伯頓新興國家小型企業基金

北美股票

美盛凱利美國大型公司成長基金

美國股票

美盛凱利美國大型公司成長基金

三年期 台灣股票*

富蘭克林華美台股傘型之傳產基金*

十年期 美國股票

富蘭克林坦伯頓新興國家固定收益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
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新興國家固定收益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
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總報酬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高科技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三年期 一般類股股票型基金*

富蘭克林華美台股傘型之傳產基金*

三年期 環球新興市場股票基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新興國家小型企業基金

十年期 環球已開發市場股票基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生技領航基金

十年期 科技產業股票基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科技基金

十年期 環球已開發市場債券基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總報酬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三年期 環球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債券
理柏基金獎

五年期 環球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債券
十年期 環球債券

金鑽獎

資料來源：理柏、晨星、晨星暨Smart智富、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截至2016/3/31，獎項評選期間截至頒獎年度之前一年年底。基金過去績效
不代表未來績效之保證。
*富蘭克林華美投信提供，富蘭克林華美投信獨立經營管理。

2015年在台得獎紀錄
基金獎名稱

晨星基金獎

得獎獎項

得獎基金

全球新興市場股票

富蘭克林坦伯頓新興國家小型企業基金

亞洲不包括日本股票

富蘭克林坦伯頓亞洲小型企業基金

科技股票

富蘭克林坦伯頓科技基金

美國股票

美盛凱利美國積極成長基金

全球債券

美盛布蘭迪全球固定收益基金

全球新興市場股票

富蘭克林坦伯頓新興國家小型企業基金

Smart智富台灣基金獎 亞太(不含日本)股票
公用事業和基礎建設
（晨星技術指導）
北美股票
三年期 環球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債券
五年期 環球債券
理柏基金獎

五年期 環球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債券

富蘭克林坦伯頓亞洲小型企業基金
富蘭克林公用事業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盛凱利美國積極成長基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新興國家固定收益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
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總報酬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新興國家固定收益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
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十年期 美國股票

富蘭克林成長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十年期 環球債券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總報酬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五年期 科技產業股票基金

富蘭克林高科技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十年期 環球已開發市場債券基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總報酬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金鑽獎

資料來源：理柏、晨星、Smart智富台灣基金獎（晨星技術指導）、財團法人台北金融研究發展中心，截至2015/3/31。獎項評選期間截至頒獎年度之
前一年年底。基金過去績效不代表未來績效之保證。

2014年在台得獎紀錄
基金獎名稱

晨星基金獎

得獎獎項

得獎基金

最佳全球股票基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世界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最佳全球債券基金

最佳美國股票基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新興國家固定收益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高科技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股票型

富蘭克林坦伯頓世界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最佳全球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Smart智富台灣基金獎 亞太(不含日本)股票
（晨星技術指導）
生物科技和健康護理
全球平衡型
全球債券
環球債券5年期
環球債券10年期
理柏基金獎

美國股票10年期

環球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債券3年期
環球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債券5年期

金鑽獎

富蘭克林坦伯頓亞洲小型企業基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生技領航基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核心策略基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總報酬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總報酬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美國機會基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新興國家固定收益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新興國家固定收益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環球股票3年期

富蘭克林坦伯頓成長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五年期 科技產業股票基金

富蘭克林高科技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十年期 科技產業股票基金

富蘭克林高科技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穩定月收益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
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總報酬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五年期 平衡型基金
十年期 債券型基金

資料來源：理柏、晨星、Smart智富台灣基金獎（晨星技術指導）、財團法人台北金融研究發展中心，截至2014/3月。獎項評選期間截至頒獎年度之
前一年年底。基金過去績效不代表未來績效之保證。

2013年在台得獎紀錄
基金獎名稱

得獎獎項

得獎基金

晨星最佳基金獎

全球債劵基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債券型基金獎
Smart智富台灣基金獎
生物科技和健康護理股票型基金獎
（晨星技術指導）
全球平衡型基金獎

富蘭克林坦伯頓生技領航基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核心策略基金

環球債券五年期獎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環球債券十年期獎

平衡型基金三年期獎
平衡型基金五年期獎
美國股票三年期獎
美國股票十年期獎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新興國家固定收益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
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核心策略基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核心策略基金
富蘭克林高成長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成長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天然資源五年期獎

富蘭克林坦伯頓天然資源基金

團體獎

富蘭克林股票型基金

環球新興債券五年期獎
理柏基金獎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資料來源：理柏、晨星、晨星暨Smart智富、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獎項評選期間截至前一年度年底。基金過去績效不代表未來績效之保證。

2012年在台得獎紀錄
基金獎名稱

理柏基金獎

得獎獎項

得獎基金

亞太區(除日本)股票3年期

富蘭克林坦伯頓亞洲成長基金

亞太區(除日本)股票10年期

富蘭克林坦伯頓亞洲成長基金

北美股票3年期

富蘭克林高科技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北美股票5年期
環球債券5年期

富蘭克林高科技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環球債券10年期
北美股票10年期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成長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平衡型

富蘭克林坦伯頓穩定月收益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
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美國政府基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生技領航基金

Smart智富台灣基金獎
政府債券
（晨星技術指導）
生物科技和健康護理
公用事業和基礎建設
亞洲不包括日本股票基金獎
晨星最佳基金獎

金鑽獎

富蘭克林公用事業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亞洲成長基金

科技產業股票基金3年獎

富蘭克林坦伯頓科技基金

全球平衡型基金3年期獎

富蘭克林坦伯頓穩定月收益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
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大中華股票基金5年獎

富蘭克林坦伯頓大中華基金

科技產業股票基金5年期獎

富蘭克林坦伯頓科技基金

環球已開發市場債券基金5年期獎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環球已開發市場債券基金10年期獎
亞洲太平洋(不含日本)股票基金10年獎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亞洲成長基金

資料來源：理柏、晨星暨Smart智富、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獎項評選期間截至前一年度年底。基金過去績效不代表未來績效之保證。

2011年在台得獎紀錄
基金獎名稱

得獎獎項

得獎基金

環球債券基金3年期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環球債券基金5年期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環球債券基金10年期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新興國家固定收益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
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拉丁美洲基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金磚四國基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亞洲成長基金
富蘭克林高科技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科技基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科技基金

理柏台灣基金獎

環球新興市場債券基金5年獎

金鑽獎

拉丁美洲新興市場股票基金5年獎
環球新興市場股票基金5年獎
亞洲太平洋(日本除外)股票10年獎
北美洲股票基金10年獎
環球已開發市場債券基金3年
環球已開發市場債券基金5年
環球已開發市場債券基金10年
科技產業股票基金3年獎
科技產業股票基金5年獎
新興拉美股票基金5年獎

晨星最佳基金獎

亞洲太平洋(不含日本)股票基金10年獎
美國股票基金10年獎
環球已開發市場股票基金10年獎

富蘭克林坦伯頓拉丁美洲基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亞洲成長基金
富蘭克林潛力組合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中小型公司成長基金

全球債券基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科技股票基金
全球債券基金

Smart智富台灣基金獎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晨星技術指導）
政府債券型基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新興國家固定收益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
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科技基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新興國家固定收益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
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美國政府基金

資料來源：理柏、晨星暨Smart智富、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獎項評選期間截至前一年度年底。基金過去績效不代表未來績效之保證。

2010年在台得獎紀錄
基金獎名稱

得獎獎項

全球債券

富蘭克林坦伯頓新興國家固定收益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
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亞太不含日本股票

富蘭克林坦伯頓亞洲成長基金

亞洲太平洋債券3年獎

富蘭克林坦伯頓亞洲債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新興市場債券
晨星最佳基金獎

環球新興市場債券3年獎
理柏台灣基金獎

環球新興市場債券5年獎

環球債券3年獎
環球債券5年獎
環球債券10年獎
北美洲股票5年獎
北美洲股票10年獎
全球債券型基金獎

Smart智富台灣基金獎
新興市場債券型基金獎
（晨星技術指導）
亞太(不含日本)股票型基金獎

金鑽獎

得獎基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新興國家固定收益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
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新興國家固定收益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
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成長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成長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新興國家固定收益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
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亞洲成長基金

環球已開發市場債券基金10年獎
環球已開發市場債券基金3年奬
環球已開發市場債券基金5年獎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國股票基金5年獎

富蘭克林公用事業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科技產業股票基金3年獎

富蘭克林坦伯頓科技基金

科技產業股票基金10年獎

富蘭克林高科技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資料來源：理柏、晨星、晨星暨Smart智富、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獎項評選期間截至前一年度年底。基金過去績效不代表未來績效之保證。

2009年在台得獎紀錄
基金獎名稱

得獎獎項

得獎基金

Smart智富台灣基金獎 全球債券基金
（晨星技術指導）
拉丁美洲股票基金
晨星最佳基金獎

理柏台灣基金獎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拉丁美洲基金

亞洲債券型基金
美元債券型基金
亞洲太平洋債券基金3年獎
拉丁美洲新興市場股票基金3年獎
環球債券基金10年獎
環球債券基金5年獎
環球債券基金3年獎
環球新興市場債券基金3年獎

富蘭克林坦伯頓亞洲債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亞洲債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拉丁美洲基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新興國家固定收益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
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資料來源：標準普爾、理柏、晨星暨Smart智富、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獎項評選期間截至前一年度年底。基金過去績效不代表未來績效之保證。

2008年在台得獎紀錄
基金獎名稱
金鑽獎

晨星最佳基金獎

得獎獎項

得獎基金

環球債券基金10年獎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環球債券基金3年奬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環球債券基金5年獎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歐洲股票

富蘭克林坦伯頓互利歐洲基金

資料來源：理柏、晨星暨Smart智富、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獎項評選期間截至前一年度年底。基金過去績效不代表未來績效之保證。

2007年在台得獎紀錄
基金獎名稱

得獎獎項

得獎基金

環球股票基金3年獎

Smart智富&標準普爾
環球債券基金3年獎
台灣基金獎
環球債券基金5年獎
北美洲中小型公司股票基金
金鑽獎
環球債券基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法人機構專用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潛力組合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資料來源：標準普爾、理柏、晨星暨Smart智富、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獎項評選期間截至前一年度年底。基金過去績效不代表未來績效之保證。

2006年在台得獎紀錄
基金獎名稱

得獎獎項

北美中小型企業基金5年奬
Smart智富&標準普爾
環球債券基金3年獎
台灣基金獎
團體5年獎

金鑽獎
晨星最佳基金獎

美元高息債券基金
環球債券型基金
北美洲股票型基金

得獎基金
富蘭克林潛力組合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月入息基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基金集團
富蘭克林坦伯頓公司債基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
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月入息基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高價差基金

資料來源：標準普爾、理柏、晨星暨Smart智富、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獎項評選期間截至前一年度年底。基金過去績效不代表未來績效之保證。

2005年在台得獎紀錄
基金獎名稱

得獎獎項

得獎基金

美國股票基金3年獎

富蘭克林高成長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國股票基金10年獎
Smart智富&標準普爾
全球債券基金3年獎
台灣基金獎
全球債券基金5年獎

金鑽獎

富蘭克林高成長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國小型企業基金3年獎
北美股票基金
北美洲中小型公司股票基金

富蘭克林潛力組合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高成長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潛力組合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資料來源：標準普爾、理柏、晨星暨Smart智富、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獎項評選期間截至前一年度年底。基金過去績效不代表未來績效之保證。

2004年在台得獎紀錄
基金獎名稱

得獎獎項

得獎基金

全球股票基金10年獎

富蘭克林坦伯頓世界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國股票基金10年獎

富蘭克林高成長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Smart智富&標準普爾 美國股票基金3年獎
台灣基金獎
全球股票基金5年獎
全球債券基金3年獎
全球債券基金5年獎
北美洲股票基金
金鑽獎
全球債券型基金
環球均衡組合基金

富蘭克林高成長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成長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高成長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月入息基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平衡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資料來源：標準普爾、理柏、晨星暨Smart智富、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獎項評選期間截至前一年度年底。基金過去績效不代表未來績效之保證。

2003年在台得獎紀錄
基金獎名稱
標準普爾台灣基金獎

金鑽獎

得獎獎項

得獎基金

全球股票基金10年獎

富蘭克林坦伯頓世界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股票基金3年獎

富蘭克林坦伯頓世界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元貨幣基金5年獎
全球債券型基金
北美洲股票型基金

富蘭克林貨幣市場基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月入息基金
富蘭克林高成長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資料來源：標準普爾、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獎項評選期間截至前一年度年底。基金過去績效不代表未來績效之保證。

2002年在台得獎紀錄
基金獎名稱

標準普爾台灣基金獎

得獎獎項

得獎基金

全球股票基金10年奬

富蘭克林坦伯頓世界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股票基金1年奬

富蘭克林坦伯頓成長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國股票基金1年獎
歐洲股票基金1年獎

富蘭克林高成長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歐洲基金

資料來源：標準普爾，獎項評選期間截至前一年度年底。基金過去績效不代表未來績效之保證。

2001年在台得獎紀錄
基金獎名稱
標準普爾台灣基金獎

得獎獎項

得獎基金

全球股票基金1年獎

富蘭克林坦伯頓歐元全球成長基金

美國股票基金1年獎

富蘭克林高成長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資料來源：標準普爾，獎項評選期間截至前一年度年底。基金過去績效不代表未來績效之保證。

2000年在台得獎紀錄
基金獎名稱

得獎獎項

得獎基金

標準普爾台灣基金獎

全球債券基金1年獎

富蘭克林全球政府債券基金*

資料來源：標準普爾，獎項評選期間截至前一年度年底。基金過去績效不代表未來績效之保證。*該檔基金後併入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基金(本基金
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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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所提供之資訊，僅供接收人之參考用途。本公司當盡力提供正確之資訊，所載資料均來自或本諸我們相信可靠之來源，
但對其完整性、即時性和正確性不做任何擔保，如有錯漏或疏忽，本公司或關係企業與其任何董事或受僱人，並不負任何法律
責任。任何人因信賴此等資料而做出或改變投資決策，須自行承擔結果。本網頁所載資料或任何部份均不可以進行抄錄、翻印
或另作派發。
本境外基金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或申報生效在國內募集及銷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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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高收益債券之信用評等未達投資等級或未經信用評等，且對利率變動的敏感度甚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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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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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較適合投資屬性中風險承受度較高之投資人，投資人投資高收益債
券為訴求基金不宜占其投資組合過高之比重，投資人應審慎評估。
境外基金投資大陸地區證券市場之有價證券以掛牌上市有價證券為限，且投資前述有價證券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之20%，另投資香港地區紅籌股及H股並無限制。本基金並非完全投資於大陸地區之有價證券，投資人仍須留意中國市場特定
政治、經濟與市場之投資風險。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之主要投資風險除包含一般固定收益產品之利率風險、流動風險、
匯率風險、信用或違約風險外，由於本基金有投資部份的新興國家債券，而新興國家的債信等級普遍較已開發國家為低，所以
承受的信用風險也相對較高，尤其當新興國家經濟基本面與政治狀況變動時，均可能影響其償債能力與債券信用品質。基金投
資均涉及風險且不負任何抵抗投資虧損之擔保。
基金的配息可能由基金的收益或本金中支付。任何涉及由本金支出的部份，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額減損。部份基金進行配息前
未先扣除應負擔之費用。由本金支付配息之相關資料已揭露於本公司網站，投資人可至本公司網站
((http://www.Franklin.com.tw)查閱。基金配息率不代表基金報酬率，且過去配息率不代表未來配息率；基金淨值可能因市
場因素而上下波動，投資人於獲配息時，宜一併注意基金淨值之變動。
由於新興市場基金之主要投資風險除包含一般股票型基金之投資組合跌價與匯率風險外，與成熟市場相比須承受較高之政治與
金融管理風險，而因市值及制度性因素，流動性風險也相對較高，新興市場投資組合波動性普遍高於成熟市場。基金投資均涉
及風險且不負任何抵抗投資虧損之擔保。投資風險之詳細資料請參閱基金公開說明書。
部分基金尚未經金管會核准於國內募集及銷售，資料僅供銷售機構內部使用及尚持有基金股份之投資人參考，以供其做買回、
轉換或繼續持有之決定。
投資基金所應承擔之相關風險及應負擔之費用(含分銷費用)已揭露於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中，投資人可至境外基金資
訊觀測站(http://www.fundclear.com.tw)下載，或逕向本公司網站(http://www.Franklin.com.tw)查閱。【富蘭克林證券投
顧獨立經營管理】。
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87號8樓
http://www.Franklin.com.tw

主管機關核准之營業執照字號：101年金管投顧新字第025號
電話：﹝02﹞2781-0088 傳真：﹝02﹞2781-7788
國民理財專線 0800-885-8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