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兆豐新興市場短期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兆豐新興市場短期高收益債券基金) 月報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Mega Emerging Market Short Duration High Yield Bond Fund 

2023 

5月 

基金特色 

1. 整體資產組合之加權平均存續期間配置目標約

為 1~3 年。 

2. 聘「鋒裕匯理」擔任本基金投資顧問。 

基金簡介 

資料截止日期：2023/4/30 

【兆豐投信獨立經營管理】本公司系列基金雖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或同意生效，惟不表示絕無風險。基金經理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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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負責基金之盈虧，不保證最低之收益，亦無受存款保險之保障，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本文提及之經濟走勢預測不必然代表本基金之績效，本基金投資風險請詳閱基金公
開說明書。基金淨值可能因市場因素而上下波動。匯率變動可能影響基金之淨資產價值、申購價格或收益。投資人因不同時間進場，將有不同之投資績效，過去之績效亦不代表未來績效之保證。由於非
投資等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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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遞
延手續費NA 類型及NB類型各計價幣別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其手續費之收取將於買回時支付，且該費用將依持有期間而有所不同，其餘費用之計收與前收手續費類型完全相同，亦不加計分銷費用。本
基金不適合無法承擔相關風險之投資人，投資人投資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不宜占其投資組合過高之比重。本基金投資地區包含新興市場，因其波動性與風險程度可能較高，且其政經情勢穩定度及匯率走
勢亦可能使資產價值受不同程度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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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基金應負擔之費用及投資風險已揭露於公開說明書中，投資人可向本公司及基金之銷售機構
索取，或至本公司網站（http：//www.megafunds.com.tw） 

基金自成立以來淨值走勢 

基金績效                                                                                                  資料來源：Lipper  

投資組合- 產業(%)                    

5月美國如期升息一碼，將聯邦資金利率區間升至
5.00%–5.25%，順利達到點陣圖期望的目標利率區間，
會後聲明刪除暗示更進一步升息的措辭傳達出升息進入
尾聲的信息。美國就業市場持續保持堅韌、失業率維持
低點、薪資持續上漲，通膨仍高，預期今年很快降息的
可能性不大，後續關注核心通膨放緩速度與金融體系的
穩定性。展望後市，美國升息循環進入尾聲，美債殖利
率逐步向下盤整，依歷史經驗新興市場債後市可期；4
月新興債市以亞洲區塊的漲幅最多，看好中國景氣持續
復甦為新興市場帶來的外溢效果。本基金佈局在經濟基
本面穩健的新興國家與財務體質健全的新興企業債，其
評價面相較已開發國家債券更具吸引力，未來將持續專
注具成長性、基本面良好、低利率風險的新興市場債，
並嚴格控管投資組合信用風險。 

基金前十大債券 基金經理人評論 

投資組合- 國家(%)                    

債券名稱 產業 比重(%) 

 Teva Pharmaceuticals   消費  4.81% 

 Marfrig Global Foods   消費  4.61% 

 Banco de Bogota   金融  4.57% 

 Energean Israel   能源  3.84% 

 墨西哥石油公司   能源  3.71% 

 IHS Holdings   工業  3.47% 

 Banco Industrial   金融  2.93% 

 Uzbek Industrial   金融  2.93% 

 Japfa   消費  2.89% 

 Empresas Public 
Medellin  

 公用  2.78% 

成立日期 2021.01.20 

投資區域 新興市場   
基金類型 海外債券型 

基金經理 陳思妤 

保管銀行 台中商業銀行 

經理費 1.7 % 

保管費 0.26% 

風險等級 RR4 

基金淨值 

基金代碼 

  Bloomberg Lipper 

台幣累積A MEHYBTA TT 68636761 

台幣配息B MEHYBDT TT 68636762 

台幣後收累積NA MEHYBNT TT 68636763 

台幣後收配息NB MEHYBND TT 68636764 

美元累積A MEHYBUA TT 68636765 

美元配息B MEHYBDU TT 68636766 

美元後收累積NA MEHYBNU TT 68636767 

美元後收配息NB MEHYBNI TT 68636768 

人民幣累積A MEHYBCA TT 68636769 

人民幣配息B MEHYBDC TT 68636770 

人民幣後收累積NA MEHYBNC TT 68636771 

人民幣後收配息NB MEHYBCI TT 68636772 

配息紀錄 

月 
每單位 

配息金額 

年化 

配息率 

當期含息 

報酬率 

台幣配息 

2023.3 0.0326 5.50% -0.04% 

台幣後收配息 

2023.3 0.0326 5.50% -0.04% 

美元配息  

2023.3 0.0335 5.49% 0.38% 

美元後收配息   

2023.3 0.0335 5.49% 0.38% 

人民幣配息 

2023.3 0.0392 6.49% 0.25% 

人民幣後收配息     

2023.3 0.0392 6.49% 0.25% 

*當期配息率：(每單位配息金額÷除息日前一日淨值)×100%         
*當期含息報酬率：[(當期除息日淨值+當期配息金額)/前期除息日
淨值-1]*100%  
*年化配息率：(每單位配息金額÷除息日前一日淨值)×一年配息次
數(年配：1次、季配：4次、月配：12次)×100% 
(註：年化配息率為估算值 ) 

投資組合中3%以下產業或國家僅以其他列示 

或公開資訊觀測站（https://mops.twse.com.tw/）自行下載。地址：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167號17樓。客服專線：02-2175-8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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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進行配息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
配息可能因利息收入、股息收入、權利金收入或其他可分配收入尚未進帳或短期間不足支付配息，而有部分配息來自於本金的風險。基金配息組成項目表
已揭露於公司網站，投資人可至http://www.megafunds.com.tw查詢。 

投資人申購本基金係持有基金受益憑證，而非以上投資組合及基金前十大持債圖表提及之投資資產或標的。 

累計報酬率(%) 三個月 六個月 一年 兩年 三年 今年以來 成立以來 

台幣累積A -4.42 2.31 -5.03 -21.13 -- -2.05 -21.49 
台幣配息B -4.42 2.31 -5.03 -21.12 -- -2.05 -21.49 
台幣後收累積NA -4.42 2.31 -5.03 -21.13 -- -2.05 -21.49 
台幣後收配息NB -4.42 2.31 -5.03 -21.12 -- -2.05 -21.49 
美元累積A -3.38 3.76 -3.14 -18.84 -- -0.95 -19.14 
美元配息B -3.38 3.76 -3.14 -18.84 -- -0.95 -19.13 
美元後收累積NA -3.38 3.76 -3.14 -18.84 -- -0.95 -19.13 
美元後收配息NB -3.38 3.76 -3.14 -18.84 -- -0.95 -19.13 
人民幣累積A -2.55 1.86 -4.32 -18.25 -- -1.30 -18.17 
人民幣配息B -2.55 1.86 -4.32 -18.24 -- -1.30 -18.16 
人民幣後收累積NA -2.55 1.86 -4.32 -18.25 -- -1.30 -18.17 
人民幣後收配息NB -2.55 1.86 -4.32 -18.24 -- -1.30 -18.16 

  累積型 配息型 

台幣級別 7.8503 7.0314 

台幣後收級別 7.8503 7.0314 

美元級別 8.0860 7.2428 

美元後收級別 8.0861 7.2428 

人民幣級別 8.1826 7.1840 

人民幣後收級別 8.1827 7.18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