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L=��=L=�� !"#$%&'(%)*+,-./01

�� !"#===�� !"#$%&'()*+),-./0123=L=��=L=�� 

�� !"#$%&'()*+,-./01234$56789:;12&<=

�� !"#$%&



4 432 2012 .10選擇

523隻強積金基金收費及賺蝕全公開

封面專題

市場速報

強制性公積金結餘直接影響退休後的生活，因此，大家都很關心強積金的收費與表現。我們搜查了市場上523隻 

強積金基金的資料，發現以過去5年的平均年度回報計，表現最好的基金的回報率為5.81%，最差的則錄得跌幅-14.04%；

在341隻可提供比較數據的基金中，有159隻基金皆「見紅」！倘從更長期的10年平均年度回報看，回報表現較為可觀。 

強積金「僱員自選安排」（即「強積金半自由行」）下月推行，屆時僱員可自由轉移自己現職強制性供款所累積的強積

金。看看我們的分析，再思考一下你想不想轉！

計劃及基金數目大  選擇不容易
現時市場上有眾多強積金計劃及基金，一

般消費者不容易或沒有時間蒐集大量而複雜的基

金資料，更遑論作出適合自己的選擇。

為了讓消費者有一目了然的參考資料，將

市場上各強積金計劃及基金作比較，本會在今年

7月至9月中向各強積金公司收集強積金資料（包

括：基金選項、基金收費、投資回報及服務範疇）

進行研究分析，研究結果刊載於本文及隨本刊附

上的「強積金比較表」（附表一：強積金基金的投

資表現及收費、附表二：強積金公司個別計劃的

基金選擇及服務範疇）。消費者亦可往本會網站

（www.consumer.org.hk），查閱有關電子檔案，

獲取按強積金公司、計劃及基金名稱、基金收費

及回報表現等欄目排序或篩選的資料。

研究涵蓋本港現時15間直接向僱主及僱員

提供強積金計劃的公司，涉及39個強積金計劃，

包括36個集成信託計劃、2個行業計劃和1個僱主

營辦計劃，合共523隻基金。

其中4個強積金計劃（包括AMTD強積金計

劃、海通MPF退休金、ING強積金集成信託基本計

劃及ING強積金集成信託綜合計劃）的服務供應

商不願意參與是次研究。本報告內有關該4個強積

金計劃的資料，乃本會透過上述服務供應商的網

站及熱線電話取得。對於有個別供應商拒絕提供

資料，令本會關注在「強積金半自由行」實施後，

一般消費者是否容易獲得相關資訊，幫助他們作

出重要的退休投資決定。

轉換強積金公司/計劃的考慮因素

我應該算是第一代要供強積金

的人，那時人工很低，簡直不

想供。我覺得，選擇一個你不

認識的人幫你運用你的錢去搵

錢，違背從小到大的理念：錢

應該由自己管理。我覺得強積

金的理念是美好的，執行上的

風險卻難預料。

我是一個對數字極不敏感的

人，沒有參與任何投資活動，

唯一有的就是強積金，我記得

當時揀了保守基金。之後有人

對我說：「你咁後生，應該揀高

風險的，到年紀大的時候，才

揀保本都未遲喎！」

梁烈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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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隻強積金基金收費及賺蝕全公開強積金半自由
行下月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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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公眾十分關注強積金的收費是否合理。

與本會2008年的強積金研究結果比較，現時整體強積金的收費率有下降。基金

的平均開支比率（FER）由2008年的1.98%下降至2012年的1.73%，減幅逾1成。但期間

強積金淨資產值及基金收費的增長速度非常快，前者由$2,495億大幅升至$3,843億，

增幅超過5成；每年的基金收費總額亦由＄49億增至＄66億，升近三成半（見表一）。

表一：強積金資產值及基金收費變化
2008年6月 2012年6月 變化

● 基金開支比率（平均）* 0.60% - 4.02%(1.98%) 0.18% - 4.62%(1.73%)  13%
● 基金淨資產值＊ $2,495億 $3,843億  54%
● 基金收費總額(年度) $49億 $66億  35%

＊ 資料來源：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積金局）統計數字。註

香港強積金收費是否貴？

就強積金收費是否昂貴的問題，業界在今年5月發表了一份顧問報告（見註），

報告的資料顯示，香港強積金的平均基金開支比率為1.74%，遠高於報告中提及其他

4個海外相類計劃國家的基金收費，當中以智利的收費最低，僅0.56%；英國、澳洲及

新加坡的收費分別是1.19%、1.21%和1.41%。

有意見認為，強積金在港推行年期相對較短，整體的基金資產規模較其他地方

小（例如澳洲的退休資產是香港的20倍），因此在香港強積金資產規模未夠大之前，

難以降低收費。

然而若與智利比較，它的基金資產規模是香港的3倍，但基金收費僅為香港的

1/3。本會相信，除資產規模外，基金表現及行政效率等，同樣是衡量基金收費是否

合理的重要因素。

隨着強積金制度已運作一段日子，基金資產規模快速增長，電子化服務減省行

政開支，以及推行「僱員自選安排」促進市場競爭，本會認為強積金收費有進一步減

價空間。

〔註：就顧問報告內容，業界向本會提供了進一步資料，並指有關報告提供了

多個評估角度，除以基金收費（總基金費用total management fees）佔基金資產值

的百分比作比較（即上述比較）外，亦比較了基金受託人及行政費用（trustee and 

administration fees）的實際金額；以每名成員計算，本港的強積金受託人及行政費每

年平均為$1,577，而澳洲的相關收費金額為$1,760。〕

本文介紹強積金計劃成員在決定轉

換強積金公司時須考慮的事項，並就研究結

果提出建議。

「轉」或「不轉」的考慮因素
儘管強積金成員將有更大自主權，但

要在市場上39個強積金計劃（多達500隻

基金）中選出適合自己的投資選項，一點也

不容易。挑選基金就像約會一樣。揀選合

適的伴侶可讓你維持一段較長久的關係；

反之，可能成為你煩惱的根源。因此，在未

說“I do”前，宜仔細瞭解你心儀的基金。

在決定是否轉換強積金公司前，你

應先檢視一下現有強積金帳戶的情況，比

較僱主選用的強積金公司與市場上其他強

積金公司的分別，看看現有選擇能否滿足

你的需要才作決定。

一般來說，在選擇強積金公司/計劃

時，你應考慮以下4項因素，包括：（1）基

金選擇、（2）基金收費、（3）基金表現，以

及（4）強積金公司的服務水平（見表二）。

除考慮上述因素外，你亦應瞭解清

楚自己的風險承受能力及投資目標，選出

合適的投資組合。謹記：千萬不要因「人轉

我轉」的羊羣心態而跟風「轉會」，亦不用

急於轉，應着眼於自己的需要。

下文我們將比較各強積金公司提供

的基金選擇、基金收費、投資回報及服務

範疇，供參考之用。有關個別強積金計劃

及基金的詳細資料，見附表。

（1）基金選擇

無論你是25歲抑或55歲，挑選合適

的投資選項直接影響你可以累積到的強

積金數額。市場上有眾多的基金，一些冠

以穩定、均衡，甚至是保證、保守等名稱的

基金是否恰如其名非常穩陣？混合資產基

金又是否一定較股票基金的風險為低？一

些標榜低收費的指數基金、採用自動導航

的目標日期基金，又是否如你所理解的一

樣？

表二：比較強積金公司之間的各項因素
比較項目 重點考慮

● 基金選擇
基金的投資目標、風
險程度及選擇項目

基金是否符合自己的投資需要及提供足夠選擇

● 基金收費
以同類基金的收費作
比較

「基金開支比率」FER越低越好，FER這指標可較全面地
反映基金的整體投資成本，而非單比較「基金管理費」

● 基金表現
以同類基金的投資表
現作比較

應注重基金的長線持續回報，而非短期最高回報；然而過
去回報只宜作參考，不可作為將來回報的指標

● 服務水平
瞭解強積金公司的服
務範疇及服務承諾

資訊發放及基金轉換的渠道是否充足、方便及貼近自己需
要，例如：有否提供網上查閱/處理帳戶、個人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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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比較各類別基金的
        數目及風險程度

類別 數目
風險指標*

(最低–最高)

整體** 523 0.00% ̂ – 24.92%

股票基金 184 13.59% – 24.92%
混合資產基金 211 3.48% – 18.89%
債券基金 43 2.30% – 6.73%
保證基金 31 0.00% ^ – 14.07%
保守基金 45 0.00% ^ – 0.26%
貨幣市場基金
及其他基金

9 0.13% – 0.41%

*  列表內的基金風險資料乃根據個別強積
金公司所提供之數據編製。「風險指標」
(或稱「風險標記」)顯示基金的風險程度，
風險指標數字越大，基金的風險越高，即
基金表現的波動越大。此數字是根據基金
過往的回報率計算出其年度標準差。

** 有個別基金分為不同的基金單位等級，
其收費、回報及風險程度各有不同，本
會將每個基金等級視作獨立基金處理。

^  雖然部分基金的風險程度為零，但不等
於完全沒有風險，基金仍會受到其他因
素如通脹及信用風險等所影響。

註

你承受風險的能力

要衡量某基金是否適合自己，很大

程度上視乎個人的投資目標，這取決於（i）

你的風險承受能力、（ii）距離退休的年期及

（iii）退休目標。

低風險的投資策略〔例如選擇保證基

金或強積金保守基金（保守基金）〕較適合

需要平穩及低風險的人士。如果你臨近退

休，打算在5年內提取你的強積金，選取較

保守的基金可能較適合你。一些高風險的

投資選項（例如股票基金或混合資產基金）

可提供潛在高回報，潛在風險卻也可能同

樣高，你必須審視自己的風險承受能力。

當定下投資目標後，便已縮窄可揀選

基金的範圍。

市場上有什麼選擇？

截至今年9月中，市場上有39個強積

金計劃合共523隻基金，換言之，每個強積

金計劃平均有13隻（最少3隻，最多26隻）

低至高風險程度的基金可供選擇。強積金

基金主要分為5大類，按風險分類依次為：

股票基金、混合資產基金、債券基金、保證

基金及保守基金。當中以股票基金及混合

資產基金佔最多，分別是35%及40%（見

表三及圖一）。

挑選基金產品小貼士

◆ 基金選擇多固然好，但最重要的是揀選

符合自己投資需要的基金。

◆ 不同基金的名稱或類別即使相同，兩

者的投資目標、策略和資產分布也可能

有所不同，因而其風險及回報將有差

別；切勿概括地以為某類基金的潛在

風險較另一類基金低。舉例說，同類別

的「股票基金」的風險程度也有頗大差

異；一些「混合資產基金」的風險程度

亦未必低於股票基金。

◆ 基金即使名為「保守」、「保證」，不代表

毫無風險，須注意其他因素例如回報能

否追上通脹、自己是否符合附帶條件等。

◆ 「目標日期基金」或「指數基金」在某程

度上可減輕成員管理強積金的功夫，但

不代表可免除投資風險。

◆ 若在衡量某基金是否適合自己時出現疑

問，應先諮詢獨立理財專家的意見，切

強積金實施逾11年，相信大部分成員

對5大類別強積金基金已有一定認識，因此

下文主要聚焦於近年推出的新興基金及成

員須多加留意的基金。

◆ 股票基金

股票基金主要投資

在核准股票市場上交

易的股票，潛在

回報與潛在風

險較高。股票基

金可細分為單一地方股票

基金（如香港股票基

金）、地區性股票基金

（如亞洲股票基金）及全球性

股票基金，當中以香港股票基

金佔較多，有55隻基金。

近年市場出現了一些收費

較低的指數基金，是股票基金的一種。

指數基金（Index Tracking Fund）

指數基金是採用被動式管理的基金，

投資目標是追蹤個別（例如恒生指數）或

數個市場指數的表現。相對於主動式管理

的基金，指數基金的營運成本較低，因為

基金經理一般只須參照指數的成份股比

例作出買賣，毋須進行研究分析。

除收費較低外，指數基金的表現緊

貼指數表現，是大市移動的縮影，相對

較易明白及具透明度。但由於不同因

素的影響，兩者的表現未必完全

相同。例如：指數基金涉及一些

收費及開支，但相關指數不會

反映這些交易成本的影響。

你須留意的風險，包括追蹤

誤差風險、缺乏因應市況變化而

改變投資策略的自由、成份股改變

的風險。在牛市時，被動型的指數基金有

機會跑輸主動型基金。

◆ 混合資產基金

混合資產基金主要投資於環球或區

域性的股票和債券。混合資產基金可以有不

同名稱（例如平穩基金、均衡基金、增長基

金），其潛在風險及回報皆不同。混合資產

基金主要分為4大類別：股票成分佔>20%-

40%、>40%-60%、>60%-80%及>80%-

100%的基金。簡單來說，投資於股票的比

重越高，風險程度相對越高。股票佔資產成

分>80%-100%的混合資產基金在這類別中

數目較多，有60隻基金。

市場上提供的人生階段基金（調整資

產組合服務）或目標日期基金，是混合資產

基金的一種。

目標日期基金（Target-Date Fund）

近年市場上有一些俗稱「懶人基金」

的目標日期基金，為一些不諳投資或無暇

封面專題

5大類別強積金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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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股票 55

美國股票 15
日本股票 9

歐洲股票 12

環球股票 31

大中華股票 23
其他股票 6

亞洲股票（日本除外）33

圖一：强積金基金的分布情況

保守基金 45
保證基金 31

債券基金 43

混合資產基金 
211 

貨幣市場基金及
其他基金 9

股票基金 184

較低，你的供款用於投資的數額便愈高，潛

在淨回報也相對愈高。研究結果顯示，強

積金收費差異很大，就算是同類基金的收

費也有很大的差距。不要小看1%收費的分

別，可令你的強積金戶口結餘有天淵之別！

勿在銷售人員游說下草率作出決定。

（2）基金收費

基金收費是選擇強積金計劃時一項

重要考慮。收費間接影響投資淨回報，收費

強積金半自由行好唔好？兩睇啦，一般對投資有經驗的人，覺得某程度上

終於可以取回自主權，控制自己的錢，會覺得幾好。但我對投資不感興趣，

對我來說，是沒有分別的。我始終相信，想自己的生活怎樣，要靠雙手努力。

你說強積金的回報快，還是我努力多接工作的回報更快更大呢？

「FER」與「基金管理費」有分別

強積金基金收取許多不同名目的費

用，主要有「基金管理費」及其他開支費用。

要較準確及全面比較不同基金的投

資成本，可參考「基金開支比率」（Fund 

Expense Ratio，FER），這是指強積金基金

總開支（包括基金管理費在內）佔基金資

產值的百分比。以強積金恒指基金為例，

各個基金的「基金管理費」介乎0.85%至

1.24%不等，計及基金所有開支的「基金開

支比率」為1.10%-1.59%。

但基金開支比率仍未能反映強積金

定期管理強積金帳戶的人士，提供較簡易

的方法處理強積金投資。

目標日期基金採用以人生階段為基

礎的退休投資策略。簡單而言，基金投資

組合由成員年輕時較為進取，邁向退休時

自動調整至較為保守。

有些基金提供不同的目標年份，可理

解為基金的到期年份。你可揀選近自己退

休年期的目標基金，或根據自己的預期退

休年份去選擇相應的目標日期基金。

留意有些基金的資產分配策略是按

照預設的「資產分配軌道」作出變化，一般

不可以因應個人需要而暫緩或更改基金的

資產分配，但你可轉換至其他基金。

另有些強積金計劃提供基金自動導

航或資產調配服務，而非獨立的目標日期

基金。有關服務會根據成員年齡或預設年

期，自動調配個別基金在成員的投資組合

中的比重。

現時市場上的目標日期基金各有不

同，即使基金具有相同的目標日期，股票及

債券的投資比重或資產分配軌道也各有不

同，基金回報及風險亦可能會有差別。你

要留意有關基金亦有機會出現虧損。

◆ 債券基金

債券基金投資於債券或債務工具上，

一般屬於低風險穩定增長的基金，它的表

現可能會受債券評級及匯率波動影響。

◆ 保證基金

保證基金的風險較低，但投資回報

也相對較低。保證基金提供不同程度的保

證回報，有些提供「本金」保證，有些則提

供「回報」保證。現時，大部分保證基金所

提供的保證都設有條件。

附帶條件

鎖定期–中途從保證基金轉出資

產，例如轉換基金、轉移權益、離職、僱主

把強積金帳戶轉至另一強積金計劃，或投資

在保證基金的投資期少於某個特定年期（例

如供款需達36個月至90個月不等），回報保

證將受影響。

提取權益–只在指定的情況下提取累

算權益，才可享有回報保證，例如年屆正常

退休年齡、提早退休、身故、完全喪失工作能

力、永久性離港、申索小額結餘或終止受僱。

另有些計劃的保證人只需在事先通知

的情況下，便可單方面終止保證或更改保證

的回報率。因此，投資保證基金前，你應細閱

相關細則，以瞭解保證基金的投資風險（包

括保證人的信用風險及各項附帶條款）。

◆ 保守基金

保守基金只可以投資於港元資產，例

如存款及債券，因此風險程度相對較低，但

並不等於完全沒有風險，它的表現可能會受

利率波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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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對你收取的其他收費，例如：計劃參加

費、年費、供款費、買賣差價、權益提取費

等。不過，到現時為止這些收費多獲豁免。

基金收費差異大

不同強積金公司的基金收費有很大

差異。根據研究資料，強積金基金的開支

比率最高可達4.62%，最低0.17%，平均為

1.75%（見表四）。據業界表示，部分基金

收費較貴，可能是由於其基金資產相對較

小，又或是推出市場的時間尚短所致。

以同類基金比較，基金收費水平也有

很大分別，可相差1至4個百分點，其中以混

合資產基金、保守基金及股票基金的收費

差距較大。各混合資產基金的開支比率介

乎0.44%至4.62%之間，最高與最低可相

距達10倍；保守基金及股票基金的收費差

距分別是6倍及5倍。債券基金及保證基金

的收費差距相對較低，分別是1倍及2倍。

若以細項分類比較，以股票成分佔

>60%-80%的混合資產基金為例，最低與

最高基金開支比率分別是1.23%及3.86%，

差距收窄至2倍（見圖二）。附表一提供個

別基金的收費資料。本研究採用的基金分

類乃根據各基金計劃在其基金便覽中的

「基金類型描述」及「基金資產分布」編

製，並由個別強積金公司按有關分類提供

基金資料。

哪一隻基金收費最平？

截至本報告付印前，在眾多基金中，

以「滙豐機構富達退休集成信託計劃」的

強積金保守基金收費最平，基金開支比率

僅0.17%。而「銀聯AMTD強積金計劃」的

AMTD景順目標2048退休基金的收費高達

4.62%，為所有基金中收費最貴的基金。

港人熱衷投資的股票基金及混合資

產基金，則以「友邦強積金尚選計劃」的全

球基金及「友邦強積金優選計劃」的基金

經理精選退休基金最平，基金開支比率分

別為0.51%及0.44%。就債券基金而言，收

費最平的是「銀聯景順強積金策略計劃」

的環球債券基金H及「滙豐恒生強積金智

選計劃」的環球債券基金，基金開支比率

均為1.21%。保證基金則以「信安強積金

計劃800系列」的資本保證基金D最平，為

1.33%。

要注意上述提到某一間公司的某一

隻基金收費最平，並不代表該公司旗下的

所有基金都是最平，宜小心作比較。

就強積金基金最新的收費水平，成

員應向所屬的強積金公司查詢。

按基金的平均開支比率比較，最貴的

是保證基金，平均高達2.24%。僅次於保證

基金的是股票基金及混合資產基金，平均

收費分別為1.91%及1.89%。債券基金的平

均收費也達1.64%。所有基金類別中以保

守基金的平均收費最低，只是0.55%。但須

留意，保守基金的收費方式有別於其他基

金，它只可在基金回報高於積金局公布的

「訂明儲蓄利率」時，才能收取費用。一般

而言，保守基金收費較低而回報亦較低。

撇除保守基金不計，在研究的樣

本中，只有6隻基金的基金開支比率低於

1%。

你支付的基金費用是否偏高？

在評估基金收費的高低前，你首先要

知道你的基金收費，然後比較它是否高於

同類基金的平均水平（見附表一）。

舉例說，若然你持有的香港股票基

金的開支比率為2.25%，它不但高於所有

香港股票基金的平均開支比率，亦偏向較

高水平。如圖二所示，香港股票基金的收

費可以相差很大，由最低的1.10%至最高的

2.54%，平均開支比率為1.65%。

不過，除比較收費外，你亦應留意基

金表現，尤其是基金的長線表現。即使基

金的收費低，但如果回報表現遜色，你便

要從基金收費及基金表現中取平衡，不宜

只單看基金收費的平與貴。

表四：比較不同類別基金的開支比率（FER）

類別 數目
基金開支比率*

基金計劃 - 基金名稱
平均** 最低 - 最高

整體 *** 423 1.75% 0.17% - 4.62%

股票基金 134 1.91% 0.51% - 2.96%
友邦強積金尚選計劃-全球基金

東亞強積金集成信託計劃-歐洲股票基金

混合資產
基金

181 1.89% 0.44% - 4.62%
友邦強積金優選計劃-基金經理精選退休基金

銀聯AMTD強積金計劃-AMTD景順目標2048
退休基金

債券基金 30 1.64% 1.21% - 2.85%

銀聯景順強積金策略計劃-環球債券基金H

滙豐恒生強積金智選計劃-環球債券基金

銀聯AMTD強積金計劃-AMTD景順環球債券基金

保證基金 31 2.24% 1.33% - 3.86%
信安強積金計劃800系列-資本保證基金D

萬通萬全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保證基金

保守基金 42 0.55% 0.17% - 1.17%

滙豐機構富達退休集成信託計劃-
強積金保守基金

銀聯BCT強積金行業計劃-強積金保守基金

銀聯BCT積金之選-強積金保守基金 

貨幣市場
基金及
其他基金

5 — 1.13% - 1.43% —

*   列表內的資料乃根據個別強積金公司所提供之最近期基金開支比率編製。

**  平均基金開支比率乃本會按相關基金的淨資產值加權計算所得的平均值。

*** 由於部分基金的成立日期不足兩年，按積金局指引毋須提供基金開支比率，因此，在此項分析
研究中，可供比較的基金數目為423隻基金。

註

封面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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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金表現

基金投資表現直接影響你退休時的

強積金結餘。相信你和很多成員一樣，非常

關心自己所揀選的基金是賺錢抑或虧蝕，

但未必清楚應以何準則來衡量基金的表現

是否達標。研究資料顯示，強積金基金之間

的表現差異很大，即使同類基金的表現也有

很大分別。此外，基金表現與收費未必有直

接關係，收費高的基金，回報不一定高。

評估基金表現

當評估基金表現時，你應參考基金的

累算回報及年率化回報。累算回報反映了基

金在有關投資期內累積的回報，而年率化

回報則是基金於該期間的每年平均回報。

市面上大部分強積金計劃都有提供過去1

年、3年、5年和10年的回報表現數據。

由於強積金是一項長線投資，以5年

和10年的回報數據作參考較為合適，採用

較長期的數據可以剔除一些影響基金表現

的短期因素。有良好且穩定長期回報的基金

可為你帶來更佳回報，若它能夠達到回報

在升市和跌市時都超越同類基金的平均表

現，便最為理想。不過，往績不能作為未來

表現的指標，只可用作參考。

除累積回報及年率化回報外，基金表

現可以有不同的比較基準，例如：以市場上

其他相類似的投資工具（如恒生指數）甚至

通脹率作比較，所達到的目的也各有不同。

如以通脹率比較，可知道你的累算權益有否

貶值；而以相關市場的指數來比較個別基金■累算權益    ■收費

A 基金 B 基金 C 基金

$1,800,000
$1,600,000

$1,400,000

$1,200,000

$1,000,000

$800,000

$600,000

$400,000

$200,000

$-

30 年內每月供款投資 $2,000

（假設每年有 5% 回報）

A 基金收費：1％；B 基金收費：2％；C基金收費：3％

比較基金收費小貼士

◆ 以同類基金的收費作比較，並須考慮不

同基金的投資目標、策略和資產分布是

否相類似，因涉及不同程度的風險和回

報。

◆ 同類別基金亦有分被動式管理（指數基

金）及主動式管理的基金，前者的收費

一般較低，比較時要瞭解清楚。

◆ 盡量以同一開始及終結期的基金開支

比率數據作比較。

◆ 基金開支比率屬滯後數據，只反映上一

個財政期的數字，並不反映最近期的收

費調整情況。

◆ 除收取基本收費外，一些基金還設有額

外的收費，如保證費、儲備費、表現費

或帳戶維持費等。

◆ 有部分保守基金的收費是透過扣除成員

帳戶中的基金單位收取費用，而非從基

金資產中直接扣除，比較基金回報時，

要注意有關數據是否已反映相關費用。

◆ 強積金公司提供的基金單位回贈，雖可

降低基金收費，但多屬一次性優惠。

香港
股票
基金

美國
股票
基金

日本
股票
基金

亞洲
股票
基金
(日本
除外)

歐洲
股票
基金

環球
股票
基金

大中華
股票
基金

混合
資產
基金
(>20﹪- 
40﹪
股票)

混合
資產
基金
(>40﹪- 
60﹪
股票)

混合
資產
基金
(>60﹪- 
80﹪
股票)

混合
資產
基金
(>80﹪- 
100﹪
股票)

港元
債券
基金

環球
債券
基金

保證
基金

保守
基金

◆
最高

2.54 2.40 2.74 2.54 2.96 2.77 2.40 2.66 3.06 3.86 4.62 2.03 2.85 3.86 1.17

◆
最低

1.10 1.33 1.74 1.26 1.73 0.51 1.35 1.22 1.30 1.23 0.44 1.38 1.21 1.33 0.17

●
平均

1.65 1.98 2.10 1.91 2.03 1.77 2.14 1.82 1.87 1.88 1.96 1.74 1.59 2.24 0.55

平均
1.75﹪

收費FER% 圖二：主要基金類別的收費
5.00

4.50

4.00

3.50

3.00

2.50

2.00

1.50

1.00

0.50

0.00

你或許如很多成員一樣，認為各基金收費差不多，相差1%至2%，影響不大，無謂

花費時間左揀右揀。但從文中的分析可見，同類基金的最低與最高收費可以相差很大。基

金收費會左右你戶口的結餘，因為無論基金表現好或壞，戶口都一直被扣除費用。收費愈

高，淨回報相應愈被拖低，甚至可吃掉你將來強積金資產的顯著部分。

從以下例子可見，每年支付額外1%的收費，30年下來，將會令你的強積金戶口結餘

減少16%！

選擇收費較低的基金

假設：你由35歲開始每月供款$2,000

（連同僱主供款部分）至65歲，每年平均回報

5%，基金收費1%（A基金），不包括通脹因素。

這30年間總供款達$72萬，在複息效應下，在

你退休時可得到的累積金額約$139萬。

但當基金收費是2%（B基金），假設上述

條件不變，當你退休時，你的強積金累積結餘

只得$117萬，減少了$22萬。若基金收費是3%

（C基金）的話，強積金戶口將減少＄40萬。

別小看 1% 收費差異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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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現，則可避免「將橙與蘋果比較」。

基金表現相當參差

很多成員都只會專注於自己強積金戶

口結餘的增減，而沒有留意其實不同強積

金公司的基金表現有很大分別。以較多人

選擇的香港股票基金為例，該類基金過去

5年的平均年度表現相當參差，最好和最差

的回報表現，分別為5.67%及-3.86%。附

表一提供個別基金的回報表現資料。

在主要基金類別中（見表五），以

股票基金的回報差距最大，表現最差的

股票基金5年來的平均年度回報錄得跌幅

達-14.04%，最好表現的則為5.67%，兩者

相差接近20個百分點。至於混合資產基金

的表現介乎-4.51%至3.19%之間，高低差

距近8個百分點；保證基金的表現由-0.41%

至4.00%不等，相差逾4個百分點。債券基

金及保守基金的高低表現差距分別約為3

個百分點及1個百分點。

若以細項分類比較，根據不同地

區分類的股票基金的表現亦同樣參差。

香港股票基金5年來的平均年度回報率

為-0.92%，與所有其他地區性股票基金同

樣是「負回報」，而表現最差的是日本股票

基金，平均回報率是-11.18%。

如圖三所示，市場上有不少 基金

（159隻，約佔可作比較樣本的4成半）過

去5年內的平均每年回報皆「見紅」（負回

報，見圖三紅線以下），除了重災區的日

本、歐洲及環球股票基金外，還包括大中

華、美國、亞洲及香港股票基金，和股票成

分佔60%以上的混合資產基金。

哪一隻基金表現最好？

研究中搜集到的數據顯示，以過去

5年平均回報計，整體基金中以「宏利環球

精選強積金計劃」的國際債券基金錄得最

好表現，年均回報率為5.81%，而「東亞強

積金集成信託計劃」的日本股票基金則錄

得最大跌幅-14.04%。 

在股票基金方面，表現最好的基金

為「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的永明首域強

積金香港股票基金B，回報率達5.67%。在

混合資產基金類別中，「滙豐機構富達退

休集成信託計劃」的資本穩定基金表現最

好，回報率是3.19%。保守基金則以「銀聯

景順強積金策略計劃」的強積金保守基金

A及H表現較佳，均為0.87%。

以基金類別的平均回報率比較，表現

較好的是債券基金，錄得4.41%升幅。其他

基金如保證基金、保守基金及混合資產基

金的平均回報都較為遜色，分別是1.09%、

0.55%及0.34%。股票基金則錄得負回報，

僅得-2.66%。

倘看長一點，以10年基金年均回報比

較，回報表現較為可觀。股票基金及混合

資產基金錄得較佳的表現，平均年度回報

分別為5.69%及5.59%。債券基金、保證基

金及保守基金則只分別錄得3.08%、2.15%

及0.78%的回報率。有部分強積金公司在

兩段時期的平均回報都較理想。

要注意的是往績不能作為未來表現

的指標，只可用作參考。 

表五：比較主要基金類別過去5年及10年的平均年度回報

類別

扣除收費後的基金表現 *

5年 10年

平均** 最低 - 最高 平均** 最低 - 最高

整體*** 0.24% (-14.04%) - 5.81% 4.84% (-1.47%) - 15.32%

股票基金 (-2.66%)

(-14.04%) - 5.67%

5.69%

(-1.47%) - 15.32%
東亞強積金集成信託計劃-
日本股票基金

宏利環球精選強積金計劃-
日本股票基金

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永明
首域強積金香港股票基金B

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永明首域
強積金香港股票基金B

混合資產
基金

0.34%

(-4.51%) - 3.19%

5.59%

3.56% - 8.25%
宏利環球精選強積金計劃-
進取基金

加皇渣打強積金計劃-全面-
滙豐強積金A系列平穩基金

滙豐機構富達退休集成
信託計劃-資本穩定基金

銀聯RCM強積金精選計劃-
增長基金T

債券基金 4.41%

2.96% - 5.81% 

3.08%

1.81% - 4.95%
安盛AXA強積金易富之選-
AXA鄧普頓環球債券基金

加皇渣打強積金計劃-全面-
施羅德強積金港元定息基金

宏利環球精選強積金計劃-
國際債券基金

加皇渣打強積金計劃-全面-
鄧普頓強積金環球債券基金

保證基金 1.09%

(-0.41%) - 4.00%

2.15%

0.59% - 4.61%
萬通萬全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保證基金

宏利環球精選強積金計劃-利息基金
宏利寫意生活強積金計劃-利息基金

安盛AXA強積金明智之選- 
AXA保證基金 

ING強積金基本計劃-本金保證投資
組合

保守基金 0.55%

0.20% - 0.87%

0.78%

0.56% - 1.29%
安盛AXA強積金明智之選-
AXA強積金保守基金

安盛AXA強積金明智之選-
AXA強積金保守基金

銀聯景順強積金策略計劃-
強積金保守基金A及H

東亞強積金行業計劃-
強積金保守基金

同期通脹率：	過去1年、3年及5年的年率化通脹率（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分別為3.7%、4.1%
及3.5%，摘錄自積金局統計摘要；過去10年的年率化通脹率為1.8%，根據統計
處數據編製。

*			 列表內的資料乃根據個別強積金公司所提供之基金回報率編製。各強積金公司提供的最新基
金回報表現資料截至不同時期，介乎2012年6月至2012年8月之間。為達致公平比較，本研究
採用有較多強積金公司可提供基金回報數據之時期，為2012年6月。

**		 基金平均回報率乃本會按同類基金計算所得的平均值。

***	由於部分基金未有足夠業績紀錄，毋須提供基金表現數據。在此項分析研究中，可提供5年及
10年基金表現數據資料的基金數目分別為341隻及264隻基金。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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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基金回報是否合理？

要評估你的強積金的表現，可以將有

關基金過去（如5年或10年）的平均投資表

現與同類基金比較，由此可知道你所持的

基金有否超越或落後於其他同類基金的表

現，是你考慮是否需要轉換基金抑或轉移

資產至另一間強積金公司的其中一項重要

指標。

舉例說，你持有的投資選項是股票

成分佔>20%-40%的混合資產基金，而它

的5年平均回報為3.09%，那麼它的回報便

高於同類基金的平均水平2.13%，亦即是你

的投資為你賺取同類基金中較佳的收益。

反之，若你的基金的回報率低於同類

基金的平均回報率，你需要瞭解這是由於市

場環境因素，抑或只是你揀選的基金因個

別原因而表現落後於其他同類基金。若是前

者，它會影響到強積金的大部分成員，最重

要的是不要恐慌，宜靜觀其變，切勿貿然為

止蝕或追捧而轉換基金，應從長線評核基

金的表現。若是後者，你可藉今次「半自由

行」的機會重新檢視所揀選的基金是否符

合自己的投資目標，並在有需要時作出變更

或轉換強積金公司。當然，養成定期檢討強

積金投資組合的習慣是一個理想的做法。

收費與回報未必可作直接比較

有意見認為部分強積金基金收費高，

是由於這些基金能夠取得高回報。不過，研

究資料顯示，基金的表現與收費未必有直

接關係，收費高的基金，回報未必一定高。

以股票成分佔>40%-60%的混合資

產基金為例，有1隻基金的收費為2.48%，

比同類別的另1隻基金的收費（1.30%）高

出近1倍。可是，前者的5年及10年平均回報

分別只得-0.36%及4.23%，而後者則分別為

1.54%及6.96%，反映後者在兩段時期的平

均表現均較為理想，但收費卻較便宜。

在研究的基金中，可見一些基金收費

較高卻不一定有較佳回報表現，而表現不

理想的基金亦不一定收費低。以同類基金

的平均開支比率及5年的年均回報率比較，

收取高於同類基金平均收費但回報水平低

於同類基金的平均回報的基金有109隻，

約佔可比較樣本的3成。

評估基金表現小貼士

◆ 強積金是一項長線投資，基金的長線持

續表現最重要。

◆ 以同類基金的回報表現比較，但不應單

憑基金名稱（例如：增長基金）作為分類

準則而將有關基金直接比較。有些「增長

基金」超過80%投資於股票，另有一些投

資於股票成分少於60%的同樣稱為「增

長基金」（通常叫「穩定增長基金」或「平

穩增長基金」）。不同的「增長基金」的投

資目標、策略和資產分布成分各有不同，

因而有不同程度的風險及回報。作比較

時，宜先瞭解個別基金的投資目標。

◆ 盡量以同一開始及終結期的回報數據

作比較。

◆ 過往業績雖不代表將來表現，但表現持

續欠佳的基金相信較難扭轉劣勢；回報

穩定的基金，其往績的參考性會較高。

◆ 尋找合理回報，須因應基金的類別而作

出調整。

◆ 大部分強積金基金的回報表現數據已

扣除收費開支，屬於淨回報。

◆ 有部分保證基金的回報保證未有反映

表現數據，因此在比較保證基金的回報

表現時，應格外小心。

（4）服務水平

在選擇強積金公司及計劃時，基金表

現和收費均不容忽視，但你亦要同時留意

不同強積金公司的服務水平，例如：查詢或

處理帳戶的途徑、轉換基金所需時間、諮

詢服務等能否切合個人需要。附表二提供

個別強積金公司的服務資料。

新增的電子化服務

強積金公司提供多種服務渠道，包括

熱線電話、互動語音系統、互聯網及客戶服

回報%
圖三：主要基金類別過去5年的平均回報表現

香港
股票
基金

美國
股票
基金

日本
股票
基金

亞洲
股票
基金
(日本
除外)

歐洲
股票
基金

環球
股票
基金

大中華
股票
基金

混合
資產
基金
(>20﹪- 
40﹪
股票)

混合
資產
基金
(>40﹪- 
60﹪
股票)

混合
資產
基金
(>60﹪- 
80﹪
股票)

混合
資產
基金
(>80﹪- 
100﹪
股票)

港元
債券
基金

環球
債券
基金

保證
基金

保守
基金

◆
最高

5.67 -0.75 -9.45 2.16 -8.78 -2.99 -1.73 3.19 2.38 1.77 0.09 4.34 5.81 4.00 0.87

◆
最低

-3.86 -3.52 -14.04 -6.31 -10.71 -7.86 -5.46 0.53 -0.36 -2.42 -4.51 3.17 2.96 -0.41 0.20

●
平均

-0.92 -2.24 -11.18 -0.54 -9.92 -5.39 -3.73 2.13 0.97 -0.60 -2.74 3.58 4.60 1.09 0.55

5.00

0.00

-5.00

-10.00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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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中心等，方便成員查詢及處理強積金帳

戶。部分與銀行機構有聯繫的強積金公司

亦會透過銀行分行及自動櫃員機網絡提供

強積金服務。另有一些強積金公司則透過

強積金中介人提供服務。

除上述渠道外，近年有不少強積金

公司透過電郵、手機短訊及/或手機應用

程式，提供更快捷的強積金理財及提示服

務，其中包括讓成員透過手機查閱強積金

帳戶結餘、供款紀錄及更改投資選擇等。

個人化諮詢服務未普及

現時大部分強積金公司每年向成員

免費提供印刷版的周年「權益報表」及「基

金便覽」各1份。有個別公司則提供半年

度、季度或月刊形式的權益報表。基金便

覽方面，則多以季刊形式在網上發放，亦有

部分公司提供基金便覽月刊。

支援服務方面，除一般熱線服務外，

只有小部分強積金公司在回應本會的問卷

調查時，明確表示有提供「個人化」諮詢服

務，例如：提供投資策劃服務、投資組合建

議或基金選擇意見等。另有部分公司雖有

提供諮詢服務，但表明並不提供投資建議，

或只提供基金資料，讓成員或查詢人士自

行制定投資策略。

本會認為，強積金中介人在銷售強

積金產品時，有責任提供專業理財諮詢服

務，協助成員及未來客戶揀選合適的強積

金產品。

轉換基金所需時間視乎遞交途徑

經常轉換基金或熱衷於將基金作「短

炒」的成員，須注意每年可轉換的次數、遞

交轉換指示的途徑及基金買賣定價日。

大部分強積金公司都不限轉換基金

次數，惟個別設有限制，例如滙豐及恒生

的「強積金易選計劃」每年只可轉換基金1

次；友邦、施羅德及ING的「保證基金」亦每

年只限轉出1次。

注意轉換基金所涉及的時間及處理

程序。一般而言，基金轉換可由收妥指示當

日至5個工作天內處理，而買賣定價日為完

成交易當日。但要注意透過不同途徑，以及

是否在截止時間前遞交轉換指示，也可能

影響轉換基金所需的時間及買賣定價日。

如透過網上或電話發出指示，最快可

於收妥指示當日處理基金轉換，而郵寄或傳

真則一般要1至5天。部分強積金公司（例如

「中國人壽強積金集成信託計劃」）則只限

於透過郵寄及/或傳真方式

遞交轉換指示。至於各

強積金公司的交易指示

截止時間，一般由中午

12時至下午6時不等；若

時限過後才發出指示，買

賣定價日會延後一個工作天。

轉移權益需時

另一個與「半自由行」息息相關的課

題是轉移累算權益的程序及處理時間。轉

移權益與轉換基金不同，前者涉及將資產

由原計劃的強積金公司（原受託人）轉移

至另一強積金公司（新受託人），相關程序

包括傳遞文件、核實資料、贖回基金、購入

新基金及發出確認等（見第15頁〈如何轉

換強積金公司？〉一文）。

研究資料顯示，各強積金公司所需

的時間不同，原受託人所需時間一般介乎

10至30天，而新受託人則需時由2至10天

不等。單是這兩項程序最長可達40天，即

約6星期。而據積金局估計，整個轉移流程

需時6至8星期。

要注意的是，在這段時間內會出現一

段「投資空檔期」（據業界的資料，在一般

受訪者的強積金故事
以下是一些不同年齡和身份的消費者對強積金的看法。他們的情況，你是否感同身受？

雖然上述只是個別被訪者的心聲，但相信不少成員都同樣希望自己的強積金投資能夠有較好的表現，卻又不清楚從何入手。另一

方面，若然你對強積金投資抱著「愛理不理」或「人轉我轉」的心態，則未必能為自己的退休投資帶來更佳收益。

Bill（30歲，零售店員)

一直沒理會自己的強積金

我的工作流動性很大，

過去經常轉工，因此有幾個強

積金戶口。我不時收到不同強

積金公司寄給我的信件，但很

少去理會它們。即使我翻閱

這些強積金權益報表也沒有

實質意義，因要等到退休時才

可取回款項。對強積金沒有感

覺，因為不太認識。  

Vani（42歲，研究員)

熱衷於打理自己的強積金

對強積金產生興趣可能是

因職業原故，亦由於擔心一些只

有小額結餘的戶口會被扣除費

用。因此，我積極整合強積金戶

口，除減省時間外，亦趁機轉往

收費較低的計劃。惟市場上缺

乏全面及便利的渠道，讓我可一

站式快速比較不同強積金公司

的基金收費及投資表現。

Ping（50歲，主任)

提起強積金非常激動

我十分重視強積金的投

資回報，亦經常留意市況及調

整投資組合，但奈何僱主揀

選的強積金公司一直表現不

濟。我和同事們又不可以更換

強積金公司，十分無奈！「半

自由行」終於出台，但卻不是

「全自由行」，我希望僱主供

款的部分也可以自由轉移！   

Lin（64歲，臨近退休人士）

不瞭解如何揀選強積金

我快將從工作退下來，

但對投資或強積金一無所知。

由於大部分同事都是較年輕一

輩，不會談及退休問題，反而經

常聽到他們提及買賣股票基金

的話題。我不知道自己應否跟

隨他們的做法，或者可以向誰

尋求合適的投資意見！

封面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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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下，投資空檔期約為1-2星期，但個別

基金或會涉及較長的投資空檔期），期間

成員的累算權益並沒有投資於任何基金，

若一旦市場出現大波動，將可能令其資產

在再度入市時出現落差，有機會出現「平賣

貴買」的情況。成員作出轉移決定前必須

審慎考慮這一點。

強積金基金與股票買賣不一樣，並非

實時交易，而是跟一般基金投資一樣，是以

「未知價」方式進行，即基金的交易價格要

待交易日收市後，根據基金資產淨值來釐

定。現時強積金基金的結算安排由強積金公

司制定，一般是以收妥指示後一個特定日子

計算，但由於市況或會波動，所以不能保證

賣出基金單位時的價格。而新受託人在接到

指示時會根據所訂定的日子購入基金，也不

能保證買入基金時的價格會否「最貴」。

儘管強積金指引已規範「強積金半

自由行」下轉移權益各個步驟的處理時間，

例如訂定原受託人需於30日內完成轉移手

續，但隨着電子化運作越趨普及，香港作

為國際金融中心，務須改善強積金轉換權

益的效率和透明度，盡量縮短個別步驟的

處理時間，例如：有關指引能進一步規範

在這30日內，原受託人需於指定日數內完

成資料核實程序，在其後的指定日數內完

成沽出有關基金，並在指定日數內將有關

現金交予新受託人。上述改進一方面可望

增加每個步驟的效率，從而可提高整體服

務水平，另一方面可減低成員因轉移其累

算權益須承担的風險，加強保障他們的強

積金權益。

防止非法轉移的保障措施

「強積金半自由行」另一個重要關注

點，是強積金公司將如何保障成員的累算

權益免被他人非法轉移。按現行安排，強

積金公司在查核你的轉移申請時，除要求

提供一般成員帳戶資料及核實成員身份證

明文件外，原受託人須核對你的簽署式樣

是否跟他們的系統紀錄相同，在資料無誤

下才進行轉移。

當辦妥轉移指示後，強積金公司一般

會在1星期內（介乎2至7天不等）將有關的

權益轉移結算書或確認書郵寄給你。除以

信函通知外，有個別公司提供手機短訊通

知服務，另有公司則將推出電郵確認服務，

這些都有助加強權益轉移的安全性。惟前

者只限權益轉入而不包括權益轉出通知。

本會認為，提供較快捷的通知途徑

如手機短訊或電郵確認服務，不單可提升

強積金公司的服務質素，亦增加成員對轉

移權益的信心。

揀選強積金公司小貼士

一間能為你提供稱心滿意服務的強

積金公司應擁有以下特質：

◆ 發布清晰、具參考價值的基金投資策略、

長期投資表現和投資風險管理資訊。

◆ 清楚披露受託人公司與基金經理之間

的關係。

◆ 提供快捷方便的服務，收取低廉收費。

◆ 準時發布基金便覽、權益報表、更新基

金投資表現及提供基金通訊。

◆ 提供以用家為本的查詢熱線、網站及理

財諮詢服務。

◆ 處理成員投訴和遵循法規方面有良好

紀錄。

 

市場動向
基金單位回贈吸引保留帳戶

「強積金半自由行」推行在即，不少

強積金公司已陸續推出林林總總的基金產

品選擇、服務及推廣優惠，以吸引新客「跳

槽」。你須留意現時大部分強積金公司推

出的基金單位回贈或管理費回扣優惠，都

設有條件，包括：

◆ 對象：只適用於保留帳戶的成員，尤以

全新客戶為主。

◆ 轉 移 金 額：最 低 金 額 要 求 一 般 由

＄10,000至＄50,000不等，亦有小部分

不設限。

◆ 轉入時限：須於指定期限前轉入全數累

算權益。

◆ 鎖定期：須留在計劃內一段期間，由最

少連續3個月至12個月不等。

◆ 回贈金額：多屬一次性優惠，回贈是以

轉移金額計算，可獲相等於$50至高達

轉移款額0.88%的紅利回贈（以轉移累

積結餘＄200,000計，最多可獲相等於

＄1,760的基金單位）；亦有按帳戶結存

資產值計算的，可獲相等於0.1%至高達

0.45%（按年計）的紅利回贈。

◆ 發放方式：須經過一段時間（例如轉移

周年日或季末）才獲分配紅利單位。

有關的紅利回贈優惠是以額外基金

單位形式存入保留帳戶內。另有個別公司

推出減費措施，亦是透過回贈基金單位方

式，以令實際收費達致低於標準基金管理

之前搬了家，最近卒之與強積金公司更

新了地址，順便加上電話號碼，之後收

到強積金公司以短訊通知一些資料，例

如告訴你已獲利，今個月的分紅已經分

到你的強積金戶口，我覺得幾盡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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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的水平。

此外，你須留意：

◆ 回贈的基金單位是帳戶結存的一部分，

因此會被收取與強積金帳戶相同的收

費及費用。

◆ 轉入之累算權益須保存在帳戶內至指

定期限，否則有可能被徵收基金單位回

贈的原本價值。在徵收時，採用的原本

價值可能會高於基金單位回贈之現值。

綜合來說，強積金公司推出的這些

優惠多屬一次性的迎新措施，而基金單位

回贈的等值金額一般只是數十元至幾千元

不等，並且須存放為「縛客」而設定的鎖定

期，及在某些情況下有機會要成員承擔費

用。本會認為，對成員來說，這些優惠的吸

引力遠不如直接降低基金收費水平實際。

在考慮轉換強積金公司時，成員應留

意有關公司可提供的基金選項、基金收費

和投資表現，切勿單憑推廣的「小恩小惠」

而決定選擇哪一間公司。

本會意見
透過是次研究，我們有以下幾點意見

及建議：

（1） 提供一站式資訊平台

「強積金半自由行」給予僱員更大的

自主權，僱員對強積金資訊的需求相應增

加。但強積金成員若要比較不同強積金公

司的基金表現和收費，須從個別公司取得

資料，或從相關機構取得比較資料，成員

難以便利地作出比較。

成員需要一個較全面、有公信力，可

供他們同時比較不同強積金計劃成本效益

（基金收費及投資回報）的資訊平台。本會

建議積金局考慮把其網上的「收費比較平

台」及「受託人服務比較平台」擴大為一站

式包括投資表現數據的強積金資訊平台，

方便成員查詢及同時比較基金的收費和回

報表現資料。此外，如果成員可以透過平台

查詢強積金帳戶資料、整合保留帳戶及瞭

解權益轉移的狀況等，相信有助推動成員

積極管理自己的強積金。

（2） 加強個人理財諮詢服務

強積金市場開放，強積金銷售活動會

更頻繁，如何確保成員獲得不偏不倚的投

資意見及加強規管強積金中介人的銷售行

為，是保障成員權益的重要環節。本會關注

成員普遍對強積金投資缺乏理解，亦不懂

得選擇適合自己的強積金公司及計劃，因

而很多時依賴強積金中介人的銷售意見。

為此，本會促請積金局嚴格監控強

積金的銷售過程，防止錯配銷售及潛在利

益衝突等問題。此外，無論有關投資諮詢

服務被稱為「投資意見」或「理財意見」，

本會認為，強積金作為一項強制性措施，

當局有責任建造一個令成員容易取得所需

及正確資訊的平台，而業界在銷售時，亦

應提供專業服務，協助成員及未來客戶揀

選合適的強積金產品。

（3） 下調基金收費

研究結果顯示，同類基金的表現相當

參差，而一些收費貴的基金不代表回報一

定好，令人關注某些表現不濟的強積金基

金是否物有所值、收費是否合理。

隨着強積金資產帶來經濟規模效益，

有更多強積金服務以電子化方式進行，而

積金局新設立的「電子自動化服務系統」將

加快強積金公司之間轉移權益的效率，相

信可減低強積金公司處理強積金的成本支

出，令基金收費有減價空間。事實上，香港

的強積金收費與其他地區比較仍高人一等，

收費有調低空間。雖然強積金公司陸續推

出優惠，惟以一次性回贈居多。本會促請強

積金公司直接降低收費，讓成員真正受惠。

（4）縮短轉戶時間

確保權益轉移的準確性及安全性固

然不容忽視，另投資空檔期若過長，不單可

能令成員低沽高買，亦可能會導致成員因

擔心風險問題而放棄作出轉移，直接影響

到成員積極行使法例賦予他們的自主權，

亦偏離促進市場競爭的目標。

積金局新設立的「電子自動化服務系

統」，應有助加快處理權益轉移的時間。故

此，本會建議積金局與業界就轉移程序制

定一個合理的權益轉移處理時間上限，以

提供更快捷、有效率的服務。

（5）制定「強積金全自由行」時間表

本會歡迎「強積金半自由行」的推

行，增加僱員管理強積金的自主權，惟僱員

暫時仍未能轉移僱主部分的累算權益。本

會明白全面開放強積金市場不可能一步到

位，當中涉及支付員工遣散費及長期服務

金問題，須循序漸進。

因此，本會建議積金局在檢討「半自

由行」運作之時，考慮增加有關安排的靈

活性，例如毋須僱員每年就新供款重新辦

理轉移手續。長遠而言，本會建議積金局

制定推行「全自由行」的時間表及相關的

配套措施及要求，讓各持份者知悉並按照

擬定的路線圖預早作好準備，避免發生如

「半自由行」一再延遲推行的情況。

結語
研究結果顯示，即使屬於同類基金，

各基金的收費及回報表現有明顯差異，如

何選擇將對你最終取得的強積金結餘有重

大影響。無論你現時累積的強積金金額有

多少，一分一毫也是血汗錢，值得大家積

極管理自己的強積金戶口。

轉移權益是一項重大決定。作為強

積金成員的你，有責任保障自身利益，查閱

強積金計劃的相關資料，並瞭解作出有關

轉變可帶來什麼好處或壞處。切勿「為轉

而轉」，亦不要急於轉移，或因銷售人員大

力游說或推廣優惠而草率作出決定，應審

慎考慮及仔細評估個人需要，才決定是否

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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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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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積金半自由行」實行後 
你可以怎樣做？
一筆過一年轉移一次

「強積金半自由行」只適用於轉移

僱員自己現職強制性供款所累積的強積

金、一年只可一次並且須全數一筆過轉

移，其後的新供款要每年辦手續轉移至自

選的強積金公司，轉移約需時6至8星期。

在「強積金半自由行」機制下，僱員

每年有一次機會將現職的強積金帳戶內

屬於自己強制性供款及投資回報，一筆過

轉移至自選的強積金公司及計劃。現職的

僱主強制性供款部分不能轉走，該供款須

保留於僱主沿用的強積金計劃內，待僱員

離職後才可轉移。這便是有關安排被稱為

「半自由行」的原因。

作為僱員的你，最快於今年11月1日便

可行使自主權（見下表），直接透過你自選

的強積金公司處理有關的轉移權益手續，

毋須經僱主安排。轉移流程及手續見右圖。

按積金局規定，強積金公司不可就成

員在「強積金半自由行」之下所作的權益轉

移，收取費用。

往後新供款需每年辦手續轉移

你首次轉移自己的累積供款後，你往

後的「新」供款不會自動轉移至你所揀選的

新強積金公司，隨後每個糧期的僱主及僱

員的新供款，會繼續存入僱主沿用的強積

金公司及計劃內。所以若你想轉移自己的

新供款，便要每年再辦理轉移手續，將當年

自己新存的供款轉至自選的強積金公司。

無論你現時參加強積金集成信託計

劃、行業計劃抑或僱主營辦計劃，在「半自

由行」機制下，你都可以另外揀選適合自己

的強積金公司。自僱人士則一如以往，可自

由選用任何一間強積金公司，不受「半自由

行」影響。

「強積金半自由行」下月推出後，僱員

如想把自己強制性供款所累積的強積金，

轉移去另一間強積金公司，要留意當中的

一些限制，例如一年只可轉移一次。

至於在過往受僱或自僱期間累積並

存放於保留帳戶（由11月開始，「保留帳戶」

會改名為「個人帳戶」）的累算權益，成員可

隨時轉移，不過成員只能於65歲退休時或

規例容許的情況下，才可提取當中款項。

審視轉移決定
首先，你須釐清轉換強積金公司及

計劃的原因：

◆ 為減低費用開支

◆ 現行基金過往的投資表現落後於同類

基金

◆ 配合自己的投資目標

◆ 為獲得更好的服務

若是基於以下原因，你毋須急於行

動：

◆ 基金近期出現負回報表現：切勿急躁，

應以較長期的平均回報再作比較

◆ 為追逐去年最優秀表現的基金：要明白

過去好的表現不代表將來亦一定好，換

言之，有關的基金未必能夠在未來幾年

依然名列前茅 

如何轉換強
積金公司？

轉移
次數

僱員
供款

僱主
供款

2012年：
11月1日至12月31日

1次
 

可轉
 

不可轉

2013年起每年：
1月1日至12月31日

1次
 

可轉
 

不可轉

「半自由行」時間表及轉移限制

1.  填寫「僱員自選安排」-  
 轉移選擇表格，並送交 

 新受託人

2.  查核資料，把資料 
 送交原受託人

原受託人
 

4. A. 結算轉入的累算權益，並且將累算 
  權益分配至僱員選擇的基金

 B. 向僱員發出權益「轉移確認書」

5. A. 收到原受託人發出的 
    「轉移結算書」；及

 B. 收到新受託人發出的 

  權益「轉移確認書」

僱員

新受託人

新受託人

僱員

 

3.  A. 查核資料，贖回僱員帳戶 
  內的基金單位，並把累算 

  權益轉移至新受託人

  B.  向僱員發出「轉移結算書」

轉移權益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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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基金資料
如決定轉換強積金公司及計劃，你宜

像平時購物一樣，先四處格價及比較。

在作任何轉換決定前，你應先瞭解一

下相關的基金資料。你可直接聯絡強積金

公司，或參考強積金公司提供的強積金計

劃「銷售文件」及「基金便覽」。

基金開支比率（FER）數據可參考相

關計劃的基金便覽。要找出同類基金的平

均基金開支比率及作出比較，則可利用積

金局網站內的「收費比較平台」（http://

cplatform.mpfa.org.hk)。另積金局最近

推出了「受託人服務比較平台」（http://

tscplatform.mpfa.org.hk），提供所有強積

金計劃的服務詳情。

有關個別基金的投資回報率，你可在

相關計劃的基金便覽找到，而香港投資基

金公會的網頁（www.hkifa.org.hk）則提供

基金表現比較資料。

善用強積金比較工作表
我們預備了一份「強積金比較工作

表」，方便你用來收集及填寫不同強積金

計劃的基金資料，以作比較。有關工作表可

於我們的網站（www.consumer.org.hk）

下載。

尋求意見／協助
投資意見

有關強積金投資方面的問題，你可向

強積金中介人或獨立的理財顧問尋求專業

意見。若有關人士建議你轉換強積金公司

及計劃，謹記向他們查詢以下問題：

◆ 新基金過去的投資表現與你當前的基

金比較如何

◆ 新基金的收費水平如何

◆ 新計劃提供的基金選項是否足夠及符

合你的投資需要

◆ 新計劃提供的資訊是否足夠及經常更新

◆ 轉移權益會否對你造成任何財務損失

◆ 對你的累算權益可能有重大影響的其

他事宜

你應要求他們清楚闡明為何認為有

關的基金產品適合你。

此外，在銷售過程中，你須留意： 

◆ 向你作出銷售或提供投資意見的人士

是否已註冊成為強積金中介人；

◆ 銷售人員有否提供主事中介人及附屬中

介人的資料，如名稱、聯絡方法（如營業

地址）、業務、強積金註冊編號等；

◆ 中介人會否就提供的服務直接向你收取

費用，或直接／間接獲得報酬（如佣金、

薪酬花紅），中介人亦須向你述明將會

得到的利益會否因應你對計劃/基金的

選擇而有差異；

◆ 當中介人提供強積金計劃/基金建議

時，你可要求對方解釋相關理據及提供

文件（如基金便覽、銷售文件)；

◆ 中介人如就基金選擇提出意見，便須向

你進行「適合性評估」。如你所選擇的

基金風險水平高於你的承受風險能力，

中介人須安排錄音，或在售後致電給你

作錄音，或以書面確認；

◆ 在簽署文件前，你應仔細閱讀並確定你

明白其中內容，在任何情況下，切勿簽

署空白或資料不全的文件或支票；

◆ 如要透過中介人付款，切勿支付現金。

支票或本票付款的抬頭應為強積金計

劃公司或計劃名稱；及

◆ 向中介人索取文件的副本作紀錄。

監管當局
你可透過積金局的電話熱線（2918 

0102）或網站（www.mpfa.org.hk）取得以

下服務：

◆ 查詢「強積金半自由行」及強積金資訊

◆ 查詢你持有多少個保留帳戶

◆ 核實強積金中介人的註冊身份

◆ 提出關於強積金中介人銷售及推廣活動

的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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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消費者委員會「2012年強積金基金研究比較表」。



附表一：強積金基金的投資表現及收費                                  （製表日期：2012 年 9 月 21日）

強積金
公司名稱

強積金計劃及基金名稱
（基金數目）

[1] [2]

截至：2012 年 6 月 最近期

 基金資產值  
基金

風險指標
[3]

基金表現（已扣除收費）[4] 基金收費

年率化回報（每年平均） 基金開支比率 
 [5]

基金管理費 [6]
其他收費 

[7]
1 年 3 年 5 年 10 年 現行及全新帳戶 保留帳戶

（百萬港元） (%) (%) （按基金資產淨值計算之年率 %）

所有基金（523）                                            平均  855.96 12.14 -6.79 4.75 0.24 4.84 1.75

最低  0.02 0.00 -22.83 -3.58 -14.04 -1.47 0.17

最高  13,482.20 24.92 4.53 14.44 5.81 15.32 4.62
股票基金（184）　　　　　                                    平均  811.26 19.96 -13.34 6.04 -2.66 5.69 1.91

最低  0.02 13.59 -22.83  -3.58 -14.04 -1.47 0.51

最高  13,482.20 24.92 4.53 14.44 5.67 15.32 2.96

香港股票基金（55）                                      平均  1,400.26 21.87 -13.53 3.18 -0.92 9.69 1.65

最低  1.04 18.62 -20.50 -0.75 -3.86 6.71 1.10

最高  12,446.21 24.92 -8.11 13.87 5.67 15.32 2.54

友邦信託

友邦強積金尚選計劃 - 香港股票基金  1,163.74 21.21 -18.18 -0.03 -2.66 9.69 2.35 2.15 2.15 友邦 [1]

友邦強積金尚選計劃 - 中港基金  16.42 / / / / / / 0.99 0.99 友邦 [1]

友邦強積金優選計劃 - 香港股票基金  2,509.95 21.18 -17.90 0.28 -2.34 9.92 2.06 1.90 1.90 友邦 [1]

友邦強積金優選計劃 - 中港基金  55.25 / / / / / / 0.99 0.99 友邦 [1]

友邦強積金簡選計劃 - 中港基金  1.43 / / / / / / 0.99 0.99 友邦 [1]

安盛信託
AXA 強積金易富之選 - AXA RCM 香港基金  856.46 20.79 -13.55 4.80 1.07 / 2.07 1.90 1.90

AXA 強積金明智之選 - AXA RCM 香港基金  375.88 / -13.27 / / / / 1.90 1.90 

銀聯信託

AMTD 強積金計劃 - AMTD 景順香港中國基金  85.54 / -18.05 / / / 2.49 — — AMTD [1]

BCT（強積金）行業計劃 - BCT（行業）香港股票基金  216.30 21.80 -16.87 2.18 -3.37 / 1.83 上限 1.535 上限 1.535

BCT 積金之選 - BCT 中國及香港股票基金  2,165.70 22.97 -17.26 1.73 / / 1.70 1.588 1.38 BCT [1]

BCT 積金之選 - BCT 恒指基金  333.60 / -10.40 / / / 1.10 0.85 - 0.89 0.85 - 0.90 BCT [1]

BCT 積金之選 - BCT 香港股票基金  1,756.60 21.79 -16.69 2.38 -3.24 / 1.65 上限 1.435 1.38 BCT [1]

景順強積金策略計劃 - 中港股票基金 - A  1,091.78 23.43 -17.07 2.14 -2.66 / 1.32 1.195 1.195 景順 [1]

景順強積金策略計劃 - 中港股票基金 - H  816.41 23.43 -16.97 2.27 -2.54 / 1.20 1.075 1.075 景順 [1]

RCM 強積金精選計劃 - 香港基金 A

 755.53 

21.39 -12.67 7.98 3.96 / 1.67 1.39 不適用 RCM [1]

RCM 強積金精選計劃 - 香港基金 B 21.39 -12.92 7.91 4.01 / 1.47 1.19 不適用 RCM [1]

RCM 強積金精選計劃 - 香港基金 T 21.39 -12.69 8.07 4.17 / 1.45 不適用 1.16 RCM [1]

交通
交通銀行愉盈退休強積金計劃 - 交通銀行香港動力股票成分基金  139.86 21.48 -12.48 7.85 / / 1.99 1.79 1.79 

交通銀行愉盈退休強積金計劃 - 交通銀行恆指成分基金  59.57 / -11.03 / / / 1.59 1.24 1.24 

東亞

東亞（強積金）行業計劃 - 東亞香港追蹤指數基金  1.04 / / / / / / 上限 0.70 上限 0.70

東亞（強積金）行業計劃 - 東亞（行業計劃 ）香港股票基金  51.53 / -15.16 / / / 1.67 1.20 - 2.30 1.20 - 2.30

東亞（強積金）集成信託計劃 - 東亞香港追蹤指數基金  10.72 / / / / / / 上限 0.70 上限 0.70

東亞（強積金）集成信託計劃 - 東亞（強積金）香港股票基金  461.54 21.27 -15.35 3.18 -1.26 / 1.88 1.20 - 2.30 1.20 - 2.30

中銀保誠

中銀保誠簡易強積金計劃 - 中銀保誠香港股票基金  3,132.76 21.39 -13.48 4.01 -1.45 / 1.71 1.6375 1.6375 

中銀保誠簡易強積金計劃 - 中銀保誠中證香港 100 指數基金 / / / / / / / 0.90 0.90

我的強積金計劃 - 我的香港股票基金  34.75 / -16.56 / / / / 0.99 0.99 

我的強積金計劃 - 我的香港追蹤指數基金  25.17 / -10.04 / / / / 0.70 0.70 

中國人壽 中國人壽強積金集成信託計劃 - 中國人壽香港股票基金  2.16 / / / / / / 1.70 1.70 

滙豐機構

富達退休集成信託計劃 - 香港股票基金  3,764.22 22.43 -16.85 3.22 1.63 9.83 1.74 上限 1.45 上限 1.45 富達 [1][2]

海通 MPF 退休金 - 海通香港特區基金 A
 175.55 

20.53 -20.50 -0.75 -2.81 14.18 2.01 1.68 不適用 海通 [1]

海通 MPF 退休金 - 海通香港特區基金 T 20.54 -20.42 -0.50 -2.52 14.86 1.73 不適用 1.53 

HSBC

恒生強積金精選計劃 - 恒指基金  4,551.41 20.86 -10.61 3.63 -0.57 7.95 1.38 0.90 0.90 

恒生強積金智選計劃 - 恒指基金  2,262.87 20.86 -10.61 3.63 -0.57 7.95 1.36 0.90 0.90 

恒生強積金智選計劃 - 中港股票基金  1,597.68 23.19 -18.97 2.14 -2.49 7.93 2.11 1.95 1.50 

恒生強積金自選計劃 - 恒指基金  13.47 / -10.61 / / / / 0.90 0.90 

滙豐強積金精選計劃 - 恒指基金  12,446.21 20.86 -10.61 3.63 -0.57 7.95 1.38 0.90 0.90 

滙豐強積金智選計劃 - 恒指基金  8,949.65 20.86 -10.61 3.63 -0.57 7.95 1.36 0.90 0.90 

滙豐強積金智選計劃 - 中港股票基金  5,908.07 23.19 -18.97 2.14 -2.49 7.93 2.11 1.95 1.50 

滙豐強積金自選計劃 - 恒指基金  155.84 / -10.61 / / / / 0.90 0.90 

施羅德強積金集成信託計劃 - 施羅德強積金香港投資組合  166.66 20.83 -13.09 — 1.20 11.67 1.87 1.50 1.50 

ING
ING 強積金基本計劃 - 香港股票投資組合  413.90 23.32 -13.45 3.96 0.30 12.47 2.41 1.930 - 1.985 1.930 - 1.985

ING 強積金綜合計劃 - 香港股票投資組合  205.80 23.34 -13.51 3.81 0.20 12.25 2.54 2.030 - 2.085 2.030 - 2.085

宏利
宏利環球精選 ( 強積金 ) 計劃 - 宏利 MPF 恒指基金  70.10 / / / / / / 0.90 0.90 宏利 [1]

宏利環球精選 ( 強積金 ) 計劃 - 宏利 MPF 香港股票基金  3,214.60 22.25 -16.61 1.87 -3.86 6.71 1.98 上限 1.90 1.25 - 1.90 宏利 [1]

美國萬通 萬全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 香港股票基金  143.11 24.92 -19.70 1.41 -3.50 / 1.53 1.37 - 1.38 1.37 - 1.38

信安

信安強積金計劃 600 系列 - 信安恒指基金 - N 類單位  54.95 / -10.65 / / / / 0.89 0.89 信安 [1]

信安強積金計劃 800 系列 - 信安恒指基金 - N 類單位  20.33 / / / / / / 0.89 0.89 信安 [2]

信安強積金計劃 800 系列 - 信安香港股票基金 - D 類單位  
 695.50 

22.17 -11.87 8.24 1.68 / 1.34 1.25 1.25 信安 [2]

信安強積金計劃 800 系列 - 信安香港股票基金 - I 類單位 22.17 -12.16 8.01 1.53 / 1.53 1.75 1.75 信安 [2]

加皇
渣打強積金計劃 - 全面 - 滙豐強積金 "A" 系列 - 中港股票基金  604.79 22.82 -18.93 2.15 -2.54 7.85 2.25 1.880 - 1.975 1.880 - 1.975

渣打強積金計劃 - 全面 - 美盛香港股票基金  292.75 23.32 -19.62 1.31 -3.79 8.31 1.59 上限 1.38 上限 1.38

永明

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 - 永明首域強積金香港股票基金 - A
 4,660.60 

18.62 -8.29 13.64 5.46 15.09 1.82 上限 1.775 不適用

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 - 永明首域強積金香港股票基金 - B 18.62 -8.11 13.87 5.67 15.32 1.62 上限 1.575 上限 1.575

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 - 永明景順強積金香港及中國股票基金 - A
 724.80 

23.29 -17.72 1.32 / / 2.10 上限 1.988 不適用

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 - 永明景順強積金香港及中國股票基金 - B 23.29 -17.56 1.52 / / 1.91 上限 1.788 上限 1.788

美國股票基金（15）                                      平均  213.82 15.97 2.19 13.06 -2.24 3.11 1.98

最低  0.19 14.41 -2.96 10.24 -3.52 2.15 1.33

最高  1,170.73 16.97 4.53 14.44 -0.75 3.30 2.40

友邦信託

友邦強積金尚選計劃 - 北美股票基金  142.76 15.59 4.28 14.15 -0.94 3.17 2.40 2.18 2.18 友邦 [1]

友邦強積金優選計劃 - 北美股票基金  327.79 15.58 4.53 14.44 -0.75 3.26 2.09 1.93 1.93 友邦 [1]

友邦強積金尚選計劃 - 美洲基金  2.04 / / / / / / 0.99 0.99 友邦 [1]

友邦強積金優選計劃 - 美洲基金  10.37 / / / / / / 0.99 0.99 友邦 [1]

友邦強積金簡選計劃 - 美洲基金  0.19 / / / / / / 0.99 0.99 友邦 [1]

東亞 東亞（強積金）集成信託計劃 - 東亞（強積金）北美股票基金  0.71 / / / / / / 上限 2.20 上限 2.20

中銀保誠 中銀保誠簡易強積金計劃 - 中銀保誠北美指數追蹤基金  / / / / / / / 0.99 0.99 

HSBC

恒生強積金智選計劃 - 北美股票基金  278.45 16.53 -0.12 13.09 -2.37 2.23 2.00 1.95 1.50 

恒生強積金自選計劃 - 自選美國股票基金  1.73 / 2.19 / / / / 0.99 0.99 

滙豐強積金智選計劃 - 北美股票基金  1,170.73 16.53 -0.12 13.09 -2.37 2.23 2.00 1.95 1.50 

滙豐強積金自選計劃 - 自選美國股票基金  15.01 / 2.19 / / / / 0.99 0.99 

宏利 宏利環球精選 ( 強積金 ) 計劃 - 宏利 MPF 北美股票基金  566.80 16.97 1.32 13.02 -3.52 2.15 1.99 上限 1.90 1.25 - 1.90 宏利 [1]

美國萬通 萬全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 美國股票基金  12.35 14.41 -2.96 10.24 -2.15 / 1.74 1.51 - 1.52 1.51 - 1.52

信安
信安強積金計劃 800 系列 - 信安美國股票基金 - D 類單位

 250.69 
16.06 2.72 12.81 -2.12 3.30 1.33 1.25 1.25 信安 [2]

信安強積金計劃 800 系列 - 信安美國股票基金 - I 類單位 16.05 2.39 12.56 -2.33 3.11 1.53 1.75 1.75 信安 [2]

日本股票基金（9）                                                平均  88.47 14.46 -8.94 -1.85 -11.18 0.42 2.10

最低  3.34 13.59 -14.14 -3.58 -14.04 -1.47 1.74

最高  335.10 15.24 -8.16 2.97 -9.45 0.47 2.74

友邦信託
友邦強積金尚選計劃 - 日本股票基金  114.24 13.59 -8.42 2.66 -9.70 0.42 2.41 2.08 2.08 友邦 [1]

友邦強積金優選計劃 - 日本股票基金  185.41 13.64 -8.16 2.97 -9.45 0.47 2.11 1.83 1.83 友邦 [1]

安盛信託
AXA 強積金易富之選 - AXA 鄧普頓日本股票基金  24.51 14.92 -9.64 -1.85 -11.18 / 2.39 1.88 1.88

AXA 強積金明智之選 - AXA 鄧普頓日本股票基金  9.48 / -11.09 / / / / 1.88 1.88 

東亞 東亞（強積金）集成信託計劃 - 東亞（強積金）日本股票基金  25.01 14.72 -8.55 -3.58 -14.04 / 2.74 上限 2.30 上限 2.30

中銀保誠
中銀保誠簡易強積金計劃 - 中銀保誠日本股票基金  94.41 15.10 -10.34 -2.76 -10.42 / 1.74 1.6375 1.6375

我的強積金計劃 - 我的日本股票基金  3.34 / -8.51 / / / / 0.97 0.97

宏利 宏利環球精選 ( 強積金 ) 計劃 - 宏利 MPF 日本股票基金  335.10 15.24 -14.14 -3.24 -13.08 -1.47 2.02 上限 1.90 1.25 - 1.90 宏利 [1]

美國萬通 萬全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 日本股票基金  4.72 14.01 -8.94 -0.42 -13.26 / 1.84 1.51 - 1.52 1.51 - 1.52

亞洲股票基金 ( 日本除外 )（33）                       平均  784.02 21.15 -14.26 9.21 -0.54 8.12 1.91

最低  1.08 18.37 -18.68 3.85 -6.31 4.71 1.26

最高  5,382.76 24.10 -3.53 14.37 2.16 11.32 2.54

友邦信託
友邦強積金尚選計劃 - 亞洲股票基金  753.14 24.10 -17.85 8.87 -2.62 / 2.37 2.08 2.08 友邦 [1]

友邦強積金優選計劃 - 亞洲股票基金  1,631.67 24.06 -17.56 9.18 -2.30 / 2.07 1.83 1.83 友邦 [1]

安盛信託
AXA 強積金易富之選 - AXA 富達亞太股票基金  337.32 20.87 -13.41 3.85 -3.69 / 2.01 1.90 1.90

AXA 強積金明智之選 - AXA 富達亞太股票基金  190.43 / -13.16 / / / / 1.90 1.90

銀聯信託

AMTD 強積金計劃 - AMTD 景順亞洲基金  22.79 / -15.19 / / / 2.53 — — AMTD [1]

BCT（強積金）行業計劃 - BCT（行業）亞洲股票基金  123.00 20.52 -11.06 9.83 -0.31 / 1.94 1.725 1.725

BCT 積金之選 - BCT 亞洲股票基金  1,702.40 20.51 -10.85 10.07 -0.11 / 1.74 1.625 1.38 BCT [1]

景順強積金策略計劃 - 亞洲股票基金 - A  250.47 19.03 -14.78 9.31 / / 1.38 1.195 1.195 景順 [1]

景順強積金策略計劃 - 亞洲股票基金 - H  161.61 19.03 -14.67 9.43 / / 1.26 1.075 1.075 景順 [1]

RCM 強積金精選計劃 - 亞洲基金 A

 605.02 

21.16 -14.78 9.54 -0.42 / 1.61 1.39 不適用 RCM [1]

RCM 強積金精選計劃 - 亞洲基金 B 21.16 -14.38 9.83 -0.18 / 1.42 1.19 不適用 RCM [1]

RCM 強積金精選計劃 - 亞洲基金 T 21.16 -14.39 9.90 -0.06 / 1.39 不適用 1.16 RCM [1]

交通 交通銀行愉盈退休強積金計劃 - 交通銀行亞洲動力股票成分基金  241.67 21.57 -9.53 11.13 -0.54 / 2.06 1.86 1.86 

東亞
東亞（強積金）行業計劃 - 東亞（行業計劃）亞洲股票基金  1.08 / / / / / / 1.20 - 2.30 1.20 - 2.30

東亞（強積金）集成信託計劃 - 東亞（強積金）亞洲股票基金  539.54 21.36 -14.74 7.25 -1.41 / 2.04 1.20 - 2.30 1.20 - 2.30

中銀保誠
中銀保誠簡易強積金計劃 - 中銀保誠亞洲股票基金  1,085.82 22.85 -18.66 6.48 -2.64 / 1.72 1.6375 1.6375

我的強積金計劃 - 我的亞洲股票基金  29.57 / -12.48 / / / / 0.99 0.99

滙豐機構

富達退休集成信託計劃 - 亞太股票基金  1,251.58 21.89 -13.04 8.82 1.47 / 1.66 上限 1.45 上限 1.45 富達 [1][2]

海通 MPF 退休金 - 海通亞太（香港以外）基金 A
 52.12 

19.62 -9.34 5.74 -6.31 4.71 2.54 1.68 不適用 海通 [1]

海通 MPF 退休金 - 海通亞太（香港以外）基金 T 19.63 -9.16 6.02 -5.89 5.42 2.26 不適用 1.53 

HSBC

恒生強積金智選計劃 - 亞太股票基金  1,486.07 22.31 -15.38 8.18 -3.02 7.33 2.03 1.95 1.50 

恒生強積金自選計劃 - 自選亞太股票基金  8.91 / -14.26 / / / / 0.99 0.99 

滙豐強積金智選計劃 - 亞太股票基金  5,382.76 22.31 -15.38 8.18 -3.02 7.33 2.03 1.95 1.50 

滙豐強積金自選計劃 - 自選亞太股票基金  101.88 / -14.26 / / / / 0.99 0.99 

施羅德強積金集成信託計劃 - 施羅德強積金亞洲投資組合  164.68 20.46 -10.89 — -0.16 11.12 1.75 1.45 1.45 

ING ING 強積金綜合計劃 - 亞洲股票投資組合  113.70 21.57 -11.07 7.76 -0.73 8.90 2.52 2.04 2.04 

宏利 宏利環球精選 ( 強積金 ) 計劃 - 宏利 MPF 亞太股票基金  3,119.10 20.50 -18.68 5.51 -3.46 6.71 2.00 上限 1.90 1.25 - 1.90 宏利 [1]

美國萬通 萬全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 亞太股票基金  129.21 18.37 -3.53 14.37 2.16 / 1.89 1.51 - 1.52 1.51 - 1.52

信安
信安強積金計劃 800 系列 - 信安亞洲股票基金 - D 類單位

 1,484.01 
21.91 -8.87 11.78 0.13 11.32 1.36 1.25 1.25 信安 [2]

信安強積金計劃 800 系列 - 信安亞洲股票基金 - I 類單位 21.91 -9.18 11.53 -0.06 11.19 1.57 1.75 1.75 信安 [2]

加皇 渣打強積金計劃 - 全面 - 施羅德強積金亞洲基金  564.09 20.51 -10.90 10.07 -0.03 10.99 1.79 1.58 1.58 

永明
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 - 永明 RCM 強積金亞洲股票基金 - A

 418.80 
21.36 -15.03 9.03 / / 2.08 上限 1.93 不適用

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 - 永明 RCM 強積金亞洲股票基金 - B 21.36 -14.86 9.24 / / 1.89 上限 1.73 上限 1.73

歐洲股票基金（12）                                                平均  257.66 20.67 -17.15 4.43 -9.92 1.12 2.03

最低  0.76 17.70 -22.25 1.68 -10.71 0.32 1.73

最高  1,090.76 23.02 -14.02 5.49 -8.78 3.36 2.96

友邦信託
友邦強積金尚選計劃 - 歐洲股票基金  272.64 23.02 -19.20 4.43 -10.71 2.89 2.36 2.08 2.08 友邦 [1]

友邦強積金優選計劃 - 歐洲股票基金  445.00 23.01 -18.97 4.75 -10.41 3.36 2.07 1.83 1.83 友邦 [1]

銀聯信託
AMTD 強積金計劃 - AMTD 景順歐洲基金  6.08 / -17.11 / / / 2.70 — — AMTD [1]

BCT 積金之選 - BCT 歐洲股票基金  81.80 18.55 -17.33 4.23 / / 1.73 1.588 1.38 BCT [1]

東亞 東亞（強積金）集成信託計劃 - 東亞（強積金）歐洲股票基金  9.79 / -14.02 / / / 2.96 上限 2.20 上限 2.20

中銀保誠 中銀保誠簡易強積金計劃 - 中銀保誠歐洲指數追蹤基金 / / / / / / / 0.99 0.99 

HSBC

恒生強積金智選計劃 - 歐洲股票基金  279.79 21.05 -22.25 1.68 -9.92 1.12 1.98 1.95 1.50 

恒生強積金自選計劃 - 自選歐洲股票基金  0.76 / -15.85 / / / / 0.99 0.99 

滙豐強積金智選計劃 - 歐洲股票基金  1,090.76 21.05 -22.25 1.68 -9.92 1.12 1.98 1.95 1.50 

滙豐強積金自選計劃 - 自選歐洲股票基金  9.47 / -15.85 / / / / 0.99 0.99 

宏利 宏利環球精選 ( 強積金 ) 計劃 - 宏利 MPF 歐洲股票基金  625.00 20.29 -17.15 5.49 -8.78 0.32 2.01 上限 1.90 1.25 - 1.90 宏利 [1]

美國萬通 萬全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 歐洲股票基金  13.19 17.70 -15.75 5.08 -9.27 / 1.83 1.51 - 1.52 1.51 - 1.52

環球股票基金（31）                                     平均  304.24 17.73 -8.87 7.52 -5.39 3.25 1.77

最低 0.10 16.11 -13.79 3.45 -7.86 1.02 0.51

最高  1,463.73 19.12 -5.33 10.49 -2.99 5.69 2.77

友邦信託

友邦強積金尚選計劃 - 綠色退休基金  62.98 17.03 -5.88 9.61 -5.04 / 0.77 2.125 2.125 友邦 [1]

友邦強積金尚選計劃 - 全球基金  67.88 17.72 -6.48 10.49 / / 0.51 0.99 0.99 友邦 [1]

友邦強積金優選計劃 - 綠色退休基金  132.67 17.02 -5.74 9.76 -4.97 / 0.69 1.875 1.875 友邦 [1]

友邦強積金優選計劃 - 全球基金  224.85 18.07 -6.61 10.45 / / 0.52 0.99 0.99 友邦 [1]

友邦強積金簡選計劃 - 全球基金  0.10 / / / / / / 0.99 0.99 友邦 [1]

安盛信託
AXA 強積金易富之選 - AXA 富達環球股票基金  158.86 18.01 -8.11 6.51 -7.86 / 1.96 1.90 1.90 

AXA 強積金明智之選 - AXA 富達環球股票基金  1,272.35 17.88 -8.18 7.48 -6.42 1.02 1.97 1.90 1.90 

銀聯信託

BCT（強積金）行業計劃 - BCT（行業）環球股票基金  61.50 18.61 -9.13 7.61 -6.34 / 2.07 1.725 1.725 

BCT 積金之選 - BCT 環球股票基金  692.60 18.58 -8.87 7.88 -6.11 / 1.85 1.625 1.38 BCT [1]

BCT 積金之選 - BCT 國際股票基金  97.00 18.14 -7.50 8.82 / / 1.64 1.45 1.38 BCT [1]

BCT 積金之選 - BCT 世界股票基金  / / / / / / / 上限 0.99 上限 0.99 BCT [1]

東亞 東亞（強積金）集成信託計劃 - 東亞（強積金）環球股票基金  24.20 / -9.49 / / / 2.60 1.20 - 2.20 1.20 - 2.20

中銀保誠
中銀保誠簡易強積金計劃 - 中銀保誠環球股票基金  1,463.73 17.15 -9.51 6.93 -2.99 / 1.72 1.6375 1.6375

我的強積金計劃 - 我的環球股票基金  17.50 / -8.38 / / / / 0.97 0.97 

中國人壽 中國人壽強積金集成信託計劃 - 中國人壽樂休閒環球股票基金  65.70 17.57 -13.72 5.19 / / 1.83 1.638 1.638 

滙豐機構

富達退休集成信託計劃 - 環球股票基金  1,044.59 18.60 -7.65 8.81 -3.80 / 1.62 上限 1.45 上限 1.45 富達 [1][2]

海通 MPF 退休金 - 海通環球分散基金 A
 39.57 

16.11 -11.99 3.45 -3.56 2.77 2.77 — — 海通 [1]

海通 MPF 退休金 - 海通環球分散基金 T 16.12 -11.90 3.72 -3.28 3.38 2.49 — —

HSBC

恒生強積金易選計劃 - 環球股票基金  6.00 19.12 -12.99 6.27 / / 1.63 1.25 1.00

滙豐強積金易選計劃 - 環球股票基金  52.89 19.12 -12.99 6.27 / / 1.65 1.25 1.00

施羅德強積金集成信託計劃 - 施羅德強積金國際投資組合  81.30 16.14 -5.33 — -3.74 3.25 1.90 1.50 1.50

ING
ING 強積金基本計劃 - 國際股票投資組合  144.10 18.52 -9.10 7.44 -6.14 3.41 2.33 1.87 - 1.88 1.87 - 1.88

ING 強積金綜合計劃 - 國際股票投資組合  63.60 18.53 -9.20 7.25 -6.26 3.25 2.50 1.97 - 1.98 1.97 - 1.98

宏利 宏利環球精選 ( 強積金 ) 計劃 - 宏利 MPF 國際股票基金  1,379.40 17.05 -8.39 7.93 -6.14 2.30 1.99 上限 1.90 1.25 - 1.90 宏利 [1]

美國萬通 萬全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 環球證券基金  118.54 16.57 -8.87 8.60 -5.98 / 1.79 1.51 - 1.52 1.51 - 1.52

信安
信安強積金計劃 800 系列 - 信安國際股票基金 - D 類單位

 478.82 
17.52 -5.56 9.21 -5.18 4.52 1.34 1.25 1.25 信安 [2]

信安強積金計劃 800 系列 - 信安國際股票基金 - I 類單位 17.52 -5.87 8.96 -5.39 4.35 1.54 1.75 1.75 信安 [2]

加皇
渣打強積金計劃 - 全面 - 景順環球股票基金  134.66 17.82 -13.71 4.69 -3.97 5.69 2.03 1.788 1.788 

渣打強積金計劃 - 全面 - 鄧普頓強積金環球股票基金  97.53 18.55 -9.17 7.56 -6.38 3.15 2.23 1.91 - 1.92 1.91 - 1.92

永明
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 - 永明景順強積金環球股票基金 - A

 231.50 
17.84 -13.79 4.44 / / 2.10 上限 1.988 不適用

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 - 永明景順強積金環球股票基金 - B 17.84 -13.62 4.64 / / 1.90 上限 1.788 上限 1.788

大中華股票基金（23）                                    平均  1,325.84 22.66 -18.94 2.42 -3.73 / 2.14

最低  0.10 20.84 -21.88 -1.37 -5.46 / 1.35

最高  13,482.20 24.72 -15.49 3.64 -1.73 / 2.40

友邦信託
友邦強積金尚選計劃 - 大中華股票基金  1,392.25 20.86 -19.48 -0.69 -5.46 / 2.40 2.18 2.18 友邦 [1]

友邦強積金優選計劃 - 大中華股票基金  2,973.36 20.84 -19.22 -0.39 -5.15 / 2.11 1.93 1.93 友邦 [1]

安盛信託 AXA 強積金明智之選 - AXA 摩根大中華股票基金  / / / / / / / 1.37 1.37 

銀聯信託

BCT 積金之選 - BCT 大中華股票基金  0.10 / / / / / / 上限 0.99 上限 0.99 BCT [1]

RCM 強積金精選計劃 - 大中華基金 A

 19.88 

/ / / / / / 1.39 不適用 RCM [1]

RCM 強積金精選計劃 - 大中華基金 B / / / / / / 1.19 不適用 RCM [1]

RCM 強積金精選計劃 - 大中華基金 T / / / / / / 不適用 1.16 RCM [1]

交通
交通銀行愉盈退休強積金計劃 - 交通銀行中國動力股票成分基金  190.63 22.70 -17.69 2.39 / / 1.99 1.79 1.79 

交通銀行愉盈退休強積金計劃 - 交通銀行大中華股票成分基金  23.77 / -15.49 / / / / 1.79 1.79 

東亞

東亞（強積金）行業計劃 - 東亞中國追蹤指數基金  1.51 / / / / / / 1.20 1.20 

東亞（強積金）行業計劃 - 東亞（行業計劃）大中華股票基金  66.55 / -17.78 / / / 2.08 1.20 - 2.30 1.20 - 2.30

東亞（強積金）集成信託計劃 - 東亞中國追蹤指數基金  4.54 / / / / / / 1.20 1.20 

東亞（強積金）集成信託計劃 - 東亞（強積金）大中華股票基金  728.43 22.43 -18.25 3.53 -2.31 / 2.34 1.20 - 2.30 1.20 - 2.30

中銀保誠
中銀保誠簡易強積金計劃 - 中銀保誠中國股票基金  2,526.48 23.36 -21.47 -1.37 / / 1.71 1.6375 1.6375

我的強積金計劃 - 我的中國股票基金  64.40 / -18.26 / / / / 0.99 0.99

HSBC

恒生強積金智選計劃 - 中國股票基金  545.07 / -20.38 / / / 2.00 1.95 1.50 

滙豐強積金智選計劃 - 中國股票基金  2,044.91 / -20.38 / / / 2.00 1.95 1.50 

恒生強積金自選計劃 - 恒生 H 股指數基金  11.09 / -21.88 / / / / 0.90 0.90 

滙豐強積金自選計劃 - 恒生 H 股指數基金  123.68 / -21.88 / / / / 0.90 0.90 

宏利 宏利環球精選 ( 強積金 ) 計劃 - 宏利 MPF 中華威力基金  13,482.20 24.72 -21.71 3.64 -1.73 / 2.27 1.95 1.95 宏利 [1][2][3]

美國萬通 萬全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 大中華股票基金  31.32 / -18.66 / / / / 1.58 1.58

信安
信安強積金計劃 800 系列 - 信安中國股票基金 - D 類單位

 960.86 
23.20 -17.17 2.67 / / 1.35 1.25 1.25 信安 [2]

信安強積金計劃 800 系列 - 信安中國股票基金 - I 類單位 23.19 -17.44 2.45 / / 1.55 1.75 1.75 信安 [2]

其他股票基金（6）                                  平均  164.26 20.94 -22.72 6.05 / / 2.06

最低  0.02 14.78 -22.83 5.79 / / 2.05

最高  775.80 24.03 1.71 13.33 / / 2.40

友邦信託

友邦強積金尚選計劃 - 亞歐基金  0.64 / / / / / / 0.99 0.99 友邦 [1]

友邦強積金優選計劃 - 亞歐基金  3.52 / / / / / / 0.99 0.99 友邦 [1]

友邦強積金簡選計劃 - 亞歐基金  0.02 / / / / / / 0.99 0.99 友邦 [1]

滙豐機構
海通 MPF 退休金 - 海通韓國基金 A

 41.31 
24.02 -22.83 5.79 -4.31 5.48 2.40 1.68 不適用 海通 [1]

海通 MPF 退休金 - 海通韓國基金 T 24.03 -22.72 6.05 -4.03 6.11 2.12 不適用 1.53 

宏利 宏利環球精選 ( 強積金 ) 計劃 - 宏利 MPF 康健護理基金  775.80 14.78 1.71 13.33 / / 2.05 1.95 1.95 宏利 [1]

2012年強積金基金研究

混合資產基金（211）                                                平均  897.38 12.34 -6.79 5.05 0.34 5.59 1.89
最低  3.22 3.48 -15.53 3.19 -4.51 3.56 0.44
最高  9,526.32 18.89 1.70 10.85 3.19 8.25 4.62

>20%-40% 股票（48）                                         平均  578.09 6.88 -2.35 4.35 2.13 5.05 1.82
最低  7.96 3.48 -4.60 3.19 0.53 3.56 1.22
最高  5,434.61 8.43 1.70 5.63 3.19 5.95 2.66

友邦信託

友邦強積金尚選計劃 - 穩定資本組合  1,086.06 7.68 -3.69 3.37 1.83 4.38 2.37 2.00 - 2.18 2.00 - 2.18 友邦 [1]

友邦強積金尚選計劃 - 富達穩定資本基金  7.96 / -3.04 / / / / 上限 2.125 上限 2.125 友邦 [1]

友邦強積金尚選計劃 - RCM 穩定資本基金  40.73 7.14 -2.98 3.19 1.31 / 2.54 2.08 2.08 友邦 [1]

友邦強積金優選計劃 - 穩定資本組合  1,720.72 7.68 -3.39 3.67 2.13 4.69 2.09 1.75 - 1.93 1.75 - 1.93 友邦 [1]

友邦強積金優選計劃 - 富達穩定資本基金  32.25 / -2.68 / / / / 上限 1.875 上限 1.875 友邦 [1]

友邦強積金優選計劃 - RCM 穩定資本基金  115.49 7.16 -2.61 3.64 1.70 / 2.14 1.83 1.83 友邦 [1]

安盛信託
AXA 強積金易富之選 - AXA 平穩基金  173.55 6.82 -4.60 4.03 0.53 / 1.92 1.79 1.79

AXA 強積金明智之選 - AXA 平穩基金  1,238.11 6.84 -4.53 3.43 1.69 4.56 1.93 1.79 1.79

銀聯信託

AMTD 強積金計劃 - AMTD RCM 穩定資本基金  26.79 / -2.77 / / / 2.47 — — AMTD [1]

AMTD 強積金計劃 - AMTD RCM 靈活資產基金  10.95 / 0.48 / / / 2.66 — — AMTD [1]

BCT（強積金）行業計劃 - BCT（行業）目標回報基金  43.00 3.49 1.15 4.06 2.24 / 1.89 1.53 1.53

BCT（強積金）行業計劃 - BCT（行業）E30 混合資產基金  489.30 6.93 -2.06 4.27 2.67 5.22 1.80 1.588 1.588

BCT 積金之選 - BCT 目標回報基金  395.10 3.48 1.47 4.35 2.56 / 1.64 1.33 1.33 BCT [1]

BCT 積金之選 - BCT E30 混合資產基金  2,427.60 6.99 -2.41 4.01 2.06 5.19 1.77 1.625 1.38 BCT [1]

景順強積金策略計劃 - 資本穩定基金 - A  712.81 7.04 -1.61 4.77 2.97 5.44 1.34 1.195 1.195 景順 [1]

景順強積金策略計劃 - 資本穩定基金 - H  279.77 7.04 -1.50 4.90 3.09 5.59 1.22 1.075 1.075 景順 [1]

RCM 強積金精選計劃 - 穩定資本基金 A

 305.68 

7.12 -1.67 4.47 2.39 5.64 1.55 1.39 不適用 RCM [1]

RCM 強積金精選計劃 - 穩定資本基金 B 7.12 -1.57 4.55 2.52 5.81 1.34 1.19 不適用 RCM [1]

RCM 強積金精選計劃 - 穩定資本基金 T 7.12 -1.79 4.43 2.52 5.95 1.31 不適用 1.16 RCM [1]

RCM 強積金精選計劃 - 目標回報基金 A

 151.04 

3.49 1.18 4.25 2.39 / 1.65 1.39 不適用 RCM [1]

RCM 強積金精選計劃 - 目標回報基金 B 3.49 1.67 4.55 2.64 / 1.46 1.19 不適用 RCM [1]

RCM 強積金精選計劃 - 目標回報基金 T 3.49 1.70 4.57 2.74 / 1.43 不適用 1.16 RCM [1]

東亞
東亞（強積金）行業計劃 - 東亞（行業計劃）平穩基金  1,330.67 7.83 -2.94 4.65 1.48 5.05 1.90 1.20 - 2.30 1.20 - 2.30

東亞（強積金）集成信託計劃 - 東亞（強積金）平穩基金  1,456.10 7.85 -3.28 4.28 1.20 4.68 2.24 1.20 - 2.30 1.20 - 2.30

中銀保誠 中銀保誠簡易強積金計劃 - 中銀保誠平穩基金  5,434.61 7.50 -3.06 3.93 2.87 5.52 1.70 1.6375 1.6375

中國人壽 中國人壽強積金集成信託計劃 - 中國人壽樂休閒資本穩定基金  15.93 6.87 -2.13 4.49 / / 1.86 1.638 1.638

滙豐機構 富達退休集成信託計劃 - 資本穩定基金  1,038.76 8.17 -2.10 5.63 3.19 5.52 1.61 上限 1.45 上限 1.45 富達 [1][2]

HSBC

恒生強積金智選計劃 - 靈活管理基金  29.26 / -0.68 / / / 1.77 1.50 1.10

恒生強積金智選計劃 - 平穩基金  60.15 / -3.92 / / / 1.67 1.65 1.25

滙豐強積金智選計劃 - 靈活管理基金  135.81 / -0.68 / / / 1.80 1.50 1.10

滙豐強積金智選計劃 - 平穩基金  254.94 / -3.92 / / / 1.69 1.65 1.25

施羅德強積金集成信託計劃 - 施羅德強積金資本平穩投資組合  52.36 6.25 -1.34 — 2.39 4.56 1.92 1.50 1.50

ING ING 強積金綜合計劃 - 平穩投資組合  39.20 6.37 -1.67 4.23 2.12 4.14 2.41 1.729 - 1.759 1.729 - 1.759

信安

信安強積金計劃 500 系列 - 平穩增長基金 - A 類別

 618.02 

8.38 -3.77 4.90 1.67 4.97 2.07 1.750 - 2.025 1.750 - 2.025 信安 [3]

信安強積金計劃 500 系列 - 平穩增長基金 - B 類別 8.43 -3.65 5.05 1.81 5.12 1.86 1.550 - 1.825 1.550 - 1.825 信安 [3]

信安強積金計劃 500 系列 - 平穩增長基金 - C 類別 8.41 -3.62 5.11 1.87 5.19 1.76 1.450 - 1.725 1.450 - 1.725 信安 [3]

信安強積金計劃 500 系列 - 平穩增長基金 - T 類別 8.43 -3.48 5.25 2.00 5.32 1.60 1.300 - 1.575 1.300 - 1.575 信安 [3]

信安強積金計劃 800 系列 - 信安平穩回報基金 - D 類單位
 337.98 

8.33 -3.22 5.59 2.25 4.54 1.34 1.25 1.25 信安 [2]

信安強積金計劃 800 系列 - 信安平穩回報基金 - I 類單位 8.33 -3.40 5.42 2.09 4.43 1.52 1.49 1.49 信安 [2]

加皇

新地強積金僱主營辦計劃 - 滙豐穩定資本基金  551.63 7.48 -3.76 4.16 1.59 4.30 1.63 1.350 - 1.465 1.350 - 1.465

渣打強積金計劃 - 全面 - 富達環球投資基金 - 資本穩定基金  70.92 8.00 -2.28 5.32 2.89 5.23 1.96 上限 1.66 上限 1.66

渣打強積金計劃 - 全面 - 滙豐強積金 "A" 系列 - 平穩基金  154.67 7.51 -4.28 3.53 0.96 3.56 2.25 1.880 - 1.975 1.880-1.975

渣打強積金計劃 - 全面 - 美盛平穩增長基金  53.44 7.09 -2.06 3.87 1.50 4.15 1.97 上限 1.38 上限 1.38

渣打強積金計劃 - 全面 - RCM 穩定資本基金  42.21 7.09 -2.27 3.80 1.95 5.03 2.04 1.58 1.58

永明

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 - 永明首域強積金平穩基金 - A
 980.60 

6.09 -1.95 5.35 2.70 4.91 1.86 上限 1.775 不適用

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 - 永明首域強積金平穩基金 - B 6.09 -1.76 5.56 2.91 5.12 1.66 上限 1.575 上限 1.575

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 - 永明 RCM 強積金穩定資本基金 - A
 53.30 

7.19 -2.44 3.65 / / 2.06 上限 1.93 不適用

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 - 永明 RCM 強積金穩定資本基金 - B 7.19 -2.23 3.86 / / 1.85 上限 1.73 上限 1.73

>40%-60% 股票（46）                                       平均  654.83 10.54 -5.12 4.81 0.97 5.22 1.87
最低  4.76 9.22 -8.78 3.80 -0.36 4.23 1.30
最高  4,230.88 11.66 -2.01 8.90 2.38 6.96 3.06

友邦信託

友邦強積金尚選計劃 - 均衡組合  1,532.38 10.57 -6.39 3.81 0.34 4.90 2.37 2.00 - 2.18 2.00 - 2.18 友邦 [1]

友邦強積金尚選計劃 - 富達穩定增長基金  11.56 / -6.41 / / / / 上限 2.125 上限 2.125 友邦 [1]

友邦強積金尚選計劃 - RCM 穩定增長基金  106.02 10.36 -5.09 3.80 0.50 / 2.42 2.08 2.08 友邦 [1]

友邦強積金優選計劃 - 均衡組合  2,386.18 10.57 -6.10 4.11 0.63 5.22 2.08 1.75 - 1.93 1.75 - 1.93 友邦 [1]

友邦強積金優選計劃 - 富達穩定增長基金  49.50 / -5.25 / / / / 上限 1.875 上限 1.875 友邦 [1]

友邦強積金優選計劃 - RCM 穩定增長基金  241.71 10.34 -4.83 4.14 0.81 / 2.10 1.83 1.83 友邦 [1]

銀聯信託

AMTD 強積金計劃 - AMTD 景順目標 2018 退休基金  11.68 / -6.14 / / / 3.06 — — AMTD [1]

AMTD 強積金計劃 - AMTD RCM 穩定增長基金  23.47 / -5.02 / / / 2.51 — — AMTD [1]

BCT（強積金）行業計劃 - BCT（行業）E50 混合資產基金  345.20 9.81 -5.24 4.51 0.97 5.65 1.81 1.588 1.588

BCT 積金之選 - BCT E50 混合資產基金  2,565.80 10.07 -4.54 4.96 0.97 5.93 1.77 1.625 1.38 BCT [1]

RCM 強積金精選計劃 - 穩定增長基金 A

 522.22 

10.35 -4.04 4.83 1.32 6.61 1.53 1.39 不適用 RCM [1]

RCM 強積金精選計劃 - 穩定增長基金 B 10.35 -3.95 5.06 1.53 6.82 1.33 1.19 不適用 RCM [1]

RCM 強積金精選計劃 - 穩定增長基金 T 10.35 -3.91 4.95 1.54 6.96 1.30 不適用 1.16 RCM [1]

交通 交通銀行愉盈退休強積金計劃 - 交通銀行平穩增長成分基金  221.26 9.42 -2.76 6.64 1.67 / 1.88 1.65 1.65

東亞
東亞（強積金）行業計劃 - 東亞（行業計劃）均衡基金  885.11 10.62 -5.65 4.75 0.15 5.53 1.91 1.20 - 2.30 1.20 - 2.30

東亞（強積金）集成信託計劃 - 東亞（強積金）均衡基金  1,331.16 10.64 -5.97 4.43 -0.15 5.21 2.25 1.20 - 2.30 1.20 - 2.30

中銀保誠
中銀保誠簡易強積金計劃 - 中銀保誠均衡基金  4,230.88 10.50 -5.87 4.51 1.49 5.91 1.71 1.6375 1.6375

我的強積金計劃 - 我的平穩基金  23.98 / -2.01 / / / / 0.99 0.99

滙豐機構 富達退休集成信託計劃 - 平穩增長基金  1,765.35 11.15 -4.81 6.21 2.15 6.28 1.63 上限 1.45 上限 1.45 富達 [1][2]

HSBC

恒生強積金智選計劃 - 平穩增長基金  676.68 10.87 -6.79 4.48 -0.04 4.51 1.81 1.75 1.35

恒生強積金自選計劃 - 自選平穩增長基金  4.76 / -6.02 / / / / 0.99 0.99

滙豐強積金智選計劃 - 平穩增長基金  2,873.31 10.87 -6.79 4.48 -0.04 4.51 1.81 1.75 1.35

滙豐強積金自選計劃 - 自選平穩增長基金  72.14 / -6.02 / / / / 0.99 0.99

施羅德強積金集成信託計劃 - 施羅德強積金平穩增長投資組合  83.66 9.29 -2.70 — 1.73 5.61 1.81 1.50 1.50

ING
ING 強積金基本計劃 - 平穩增長投資組合  157.10 10.76 -6.98 4.23 -0.18 4.43 2.28 1.570 - 1.915 1.570 - 1.915

ING 強積金綜合計劃 - 平穩增長投資組合  57.60 10.76 -7.19 4.00 -0.36 4.23 2.48 1.670 - 2.015 1.670 - 2.015

宏利

宏利環球精選 ( 強積金 ) 計劃 - 宏利 MPF 富達平穩增長基金  1,270.70 10.99 -5.37 5.58 1.56 / 2.25 1.95 1.95 宏利 [1]

宏利環球精選 ( 強積金 ) 計劃 - 宏利 MPF2015 退休基金  35.00 / -7.50 / / / / 上限 1.90 1.25 - 1.90 宏利 [1]

宏利寫意生活 ( 強積金 ) 計劃 - 宏利 MPF2015 退休基金  8.70 / -7.50 / / / / 上限 1.90 1.25 - 1.90 宏利 [1]

美國萬通
萬全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 亞洲均衡基金  250.65 11.38 -2.20 8.90 0.61 / 1.82 1.51 - 1.52 1.51 - 1.52

萬全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 環球均衡基金  186.66 9.88 -4.04 5.45 0.34 4.79 1.66 1.37 - 1.38 1.37 - 1.38

信安

信安強積金計劃 600 系列 - 信安長線增值基金 - D 類單位
 533.37 

11.27 -5.00 6.71 1.15 5.00 1.35 1.25 1.25 信安 [1]

信安強積金計劃 600 系列 - 信安長線增值基金 - I 類單位 11.26 -5.26 6.33 0.78 4.70 1.70 1.49 1.49 信安 [1]

信安強積金計劃 800 系列 - 信安長線增值基金 - D 類單位
 616.69 

11.26 -4.96 6.73 1.16 5.04 1.34 1.25 1.25 信安 [2]

信安強積金計劃 800 系列 - 信安長線增值基金 - I 類單位 11.26 -5.14 6.54 1.01 4.93 1.51 1.49 1.49 信安 [2]

加皇

新地強積金僱主營辦計劃 - 富達穩定增長基金  400.75 10.97 -4.72 6.32 2.30 6.67 1.52 1.42 - 1.44 1.42 - 1.44

新地強積金僱主營辦計劃 - RCM 穩定增長基金  247.32 10.33 -4.10 4.79 1.38 6.80 1.53 1.395 - 1.415 1.395 - 1.415

新地強積金僱主營辦計劃 - 新地強積金基金  350.71 11.25 -8.78 4.08 1.47 / 1.57 1.29 - 1.31 1.29 - 1.31

渣打強積金計劃 - 全面 - 美盛平衡基金  107.08 10.08 -4.09 5.04 0.24 4.63 1.80 上限 1.38 上限 1.38

渣打強積金計劃 - 全面 - 渣打穩定基金  265.71 10.71 -6.13 4.75 0.94 4.82 2.15 1.755 - 2.065 1.755 - 2.065

渣打強積金計劃 - 全面 - 鄧普頓強積金亞洲均衡基金  235.23 11.66 -2.52 8.48 0.19 6.76 2.18 1.91  -1.92 1.91 - 1.92

渣打強積金計劃 - 基本 - 渣打穩定基金  571.43 10.72 -6.14 4.79 0.92 4.97 2.18 1.755 - 2.065 1.755 - 2.065

永明

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 - 永明首域強積金均衡基金 - A
 860.70 

9.22 -3.59 6.99 2.17 5.68 1.87 上限 1.775 不適用

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 - 永明首域強積金均衡基金 - B 9.22 -3.40 7.21 2.38 5.89 1.66 上限 1.575 上限 1.575

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 - 永明 RCM 強積金穩定增長基金 - A
 73.60 

10.43 -4.67 4.13 / / 2.04 上限 1.93 不適用

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 - 永明 RCM 強積金穩定增長基金 - B 10.43 -4.47 4.35 / / 1.85 上限 1.73 上限 1.73

>60%-80% 股票（57）                                         平均  1,047.51 13.67 -7.87 5.40 -0.60 6.30 1.88
最低  3.22 12.30 -12.34 4.27 -2.42 4.68 1.23
最高  8,226.08 14.42 -4.31 8.63 1.77 7.60 3.86

安盛信託
AXA 強積金易富之選 - AXA 均衡基金  278.66 13.23 -9.70 4.46 -2.42 / 1.92 1.79 1.79

AXA 強積金明智之選 - AXA 均衡基金  1,441.97 13.38 -9.64 5.14 -1.79 5.16 1.88 1.79 1.79

銀聯信託

AMTD 強積金計劃 - AMTD 景順目標 2028 退休基金  10.03 / -8.78 / / / 2.96 — — AMTD [1]

AMTD 強積金計劃 - AMTD 景順目標 2038 退休基金  4.94 / -12.34 / / / 3.86 — — AMTD [1]

AMTD 強積金計劃  - AMTD RCM 均衡基金  18.27 / -7.60 / / / 2.52 — — AMTD [1]

BCT（強積金）行業計劃 - BCT（行業）E70 混合資產基金  428.70 12.90 -8.49 4.62 -0.76 5.94 1.81 1.588 1.588

BCT 積金之選 - BCT E70 混合資產基金  4,500.60 13.40 -6.85 5.66 -0.64 6.23 1.75 1.625 1.38 BCT [1]

景順強積金策略計劃 - 均衡基金 - A  908.37 13.10 -8.01 5.13 -0.41 6.20 1.35 1.195 1.195 景順 [1]

景順強積金策略計劃 - 均衡基金 - H  461.63 13.10 -7.90 5.26 -0.29 6.35 1.23 1.075 1.075 景順 [1]

RCM 強積金精選計劃 - 均衡基金 A

 562.11 

13.98 -6.76 4.85 -0.62 7.16 1.52 1.39 不適用 RCM [1]

RCM 強積金精選計劃 - 均衡基金 B 13.98 -6.63 5.00 -0.47 7.35 1.33 1.19 不適用 RCM [1]

RCM 強積金精選計劃 - 均衡基金 T 13.98 -6.57 5.25 -0.25 7.60 1.30 不適用 1.16 RCM [1]

RCM 強積金精選計劃 - 東方太平洋基金 A

 8.27 

/ / / / / / 1.39 不適用 RCM [1]

RCM 強積金精選計劃 - 東方太平洋基金 B / / / / / / 1.19 不適用 RCM [1]

RCM 強積金精選計劃 - 東方太平洋基金 T / / / / / / 不適用 1.16 RCM [1]

交通 交通銀行愉盈退休強積金計劃 - 交通銀行均衡成分基金  181.23 12.93 -5.04 7.80 0.64 / 1.88 1.65 1.65

東亞
東亞（強積金）行業計劃 - 東亞（行業計劃）增長基金  1,304.20 13.82 -8.39 4.93 -1.32 6.45 1.87 1.20 - 2.30 1.20 - 2.30

東亞（強積金）集成信託計劃 - 東亞（強積金）增長基金  2,530.88 13.82 -8.74 4.54 -1.74 6.03 2.21 1.20 - 2.30 1.20 - 2.30

中銀保誠 我的強積金計劃 - 我的均衡基金  16.34 / -4.31 / / / / 0.99 0.99

中國人壽
中國人壽強積金集成信託計劃 - 中國人壽平衡基金  160.11 14.42 -8.27 6.37 -0.17 6.54 2.10 1.70 1.70

中國人壽強積金集成信託計劃 - 中國人壽樂休閒平衡基金  23.50 12.74 -8.53 4.89 / / 1.85 1.638 1.638

滙豐機構 富達退休集成信託計劃 - 均衡基金  2,351.20 14.36 -7.93 6.27 0.72 6.74 1.64 上限 1.45 上限 1.45 富達 [1][2]

HSBC

恒生強積金精選計劃 - 均衡基金  2,844.29 14.07 -9.82 4.87 -1.60 4.86 1.94 1.85 1.45

恒生強積金智選計劃 - 均衡基金  1,276.16 14.07 -9.82 4.87 -1.60 4.86 1.93 1.85 1.45

恒生強積金自選計劃 - 自選均衡基金  3.22 / -8.88 / / / / 0.99 0.99

滙豐強積金精選計劃 - 均衡基金  8,226.08 14.07 -9.82 4.87 -1.60 4.86 1.94 1.85 1.45

滙豐強積金智選計劃 - 均衡基金  5,399.54 14.07 -9.82 4.87 -1.60 4.86 1.93 1.85 1.45

滙豐強積金自選計劃 - 自選均衡基金  54.78 / -8.88 / / / / 0.99 0.99

施羅德強積金集成信託計劃 - 施羅德強積金均衡投資組合  164.73 12.83 -4.93 — 0.71 6.39 1.80 1.50 1.50

ING
ING 強積金基本計劃 - 均衡增長投資組合  161.80 13.18 -5.00 7.34 0.76 6.22 2.02 1.629 - 1.659 1.629 - 1.659

ING 強積金綜合計劃 - 均衡增長投資組合  71.50 13.25 -5.14 7.16 0.61 6.03 2.19 1.729 - 1.759 1.729 - 1.759

宏利

宏利環球精選 ( 強積金 ) 計劃 - 宏利 MPF 增長基金  3,411.40 13.82 -10.24 5.02 -2.05 4.76 2.01 上限 1.90 1.25 - 1.90 宏利 [1]

宏利環球精選 ( 強積金 ) 計劃 - 宏利 MPF2020 退休基金  40.90 / -10.02 / / / / 上限 1.90 1.25 - 1.90 宏利 [1]

宏利寫意生活 ( 強積金 ) 計劃 - 宏利 MPF 增長基金  4,473.80 13.82 -10.24 5.02 -2.05 4.76 2.01 上限 1.90 1.25 - 1.90 宏利 [1]

宏利寫意生活 ( 強積金 ) 計劃 - 宏利 MPF2020 退休基金  8.70 / -10.02 / / / / 上限 1.90 1.25 - 1.90 宏利 [1]

美國萬通 萬全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 環球增值基金  286.69 13.38 -6.35 6.12 -1.69 4.92 1.65 1.37 - 1.38 1.37 - 1.38

信安

信安強積金計劃 500 系列 - 平衡增長基金 - A 類別

 622.58 

14.11 -7.15 6.67 -0.91 6.26 2.10 1.750 - 2.025 1.750 - 2.025 信安 [3]

信安強積金計劃 500 系列 - 平衡增長基金 - B 類別 14.15 -7.03 6.82 -0.76 6.41 1.88 1.550 - 1.825 1.550 - 1.825 信安 [3]

信安強積金計劃 500 系列 - 平衡增長基金 - C 類別 14.12 -6.98 6.89 -0.70 6.49 1.79 1.450 - 1.725 1.450 - 1.725 信安 [3]

信安強積金計劃 500 系列 - 平衡增長基金 - T 類別 14.15 -6.89 7.03 -0.58 6.61 1.62 1.300 - 1.575 1.300 - 1.575 信安 [3]

信安強積金計劃 600 系列 - 信安環球增長基金 - D 類單位
 860.38 

14.21 -6.77 7.50 -0.26 6.75 1.36 1.25 1.25 信安 [1]

信安強積金計劃 600 系列 - 信安環球增長基金 - I 類單位 14.20 -7.02 7.12 -0.62 6.47 1.71 1.49 1.49 信安 [1]

信安強積金計劃 800 系列 - 信安環球增長基金 - D 類單位
 839.07 

14.20 -6.73 7.52 -0.23 6.77 1.34 1.25 1.25 信安 [2]

信安強積金計劃 800 系列 - 信安環球增長基金 - I 類單位 14.19 -6.91 7.33 -0.39 6.66 1.52 1.49 1.49 信安 [2]

加皇

新地強積金僱主營辦計劃 - 富達均衡基金  669.83 14.11 -7.84 6.38 0.87 7.13 1.53 1.42 - 1.44 1.42 - 1.44

新地強積金僱主營辦計劃 - RCM 均衡基金  245.69 / -6.78 / / / 1.44 1.395 - 1.415 1.395 - 1.415

渣打強積金計劃 - 全面 - 富達環球投資基金 - 均衡基金  172.55 14.15 -8.14 6.03 0.49 6.60 1.90 上限 1.68 上限 1.68

渣打強積金計劃 - 全面 - 滙豐強積金”A”系列 - 均衡基金  244.96 13.93 -9.90 4.83 -1.79 4.68 2.24 1.880 - 1.975 1.880 - 1.975

渣打強積金計劃 - 全面 - 景順環球均衡基金  64.94 12.88 -8.66 4.34 -1.06 5.38 2.13 1.788 1.788

渣打強積金計劃 - 全面 - RCM 均衡基金  103.07 13.95 -6.98 4.62 -0.82 6.89 1.84 1.58 1.58

渣打強積金計劃 - 全面 - 施羅德強積金均衡基金  74.05 12.86 -5.00 7.45 0.64 6.08 2.01 1.625 1.625

渣打強積金計劃 - 全面 - 渣打平衡基金  405.39 13.65 -8.28 5.54 -0.48 5.38 2.09 1.755 - 2.065 1.755 - 2.065

渣打強積金計劃 - 基本 - 渣打平衡基金  917.49 13.66 -8.26 5.59 -0.48 5.62 2.13 1.755 - 2.065 1.755 - 2.065

永明

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 - 永明首域強積金增長基金 - A
 1,299.60 

12.30 -5.17 8.41 1.57 6.34 1.87 上限 1.775 不適用

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 - 永明首域強積金增長基金 - B 12.30 -4.98 8.63 1.77 6.56 1.67 上限 1.575 上限 1.575

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 - 永明 RCM 強積金均衡基金 - A
 51.30 

14.11 -7.23 4.27 / / 2.04 上限 1.93 不適用

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 - 永明 RCM 強積金均衡基金 - B 14.11 -7.04 4.48 / / 1.84 上限 1.73 上限 1.73

>80%-100% 股票（60）                                     平均  1,168.81 17.36 -11.41 5.89 -2.74 6.41 1.96
最低  3.63 13.29 -15.53 4.44 -4.51 4.60 0.44
最高  9,526.32 18.89 -0.87 10.85 0.09 8.25 4.62

友邦信託

友邦強積金尚選計劃 - 富達增長基金  12.84 / -11.31 / / / / 上限 2.125 上限 2.125 友邦 [1]

友邦強積金尚選計劃 - 增長組合  3,429.92 16.88 -12.23 4.44 -3.40 5.47 2.38 2.00 - 2.18 2.00 - 2.18 友邦 [1]

友邦強積金尚選計劃 - RCM 增長基金  221.03 17.87 -10.12 4.47 -2.97 / 2.38 2.08 2.08 友邦 [1]

友邦強積金尚選計劃 - 基金經理精選退休基金  66.47 13.34 -1.18 10.74 / / 0.60 2.00 - 2.18 2.00 - 2.18 友邦 [1]

友邦強積金優選計劃 - 富達增長基金  65.68 / -10.94 / / / / 上限 1.875 上限 1.875 友邦 [1]

友邦強積金優選計劃 - 增長組合  4,027.64 16.87 -11.94 4.75 -3.12 5.78 2.09 1.75 - 1.93 1.75 - 1.93 友邦 [1]

友邦強積金優選計劃 - RCM 增長基金  377.57 17.84 -9.80 4.82 -2.68 / 2.09 1.83 1.83 友邦 [1]

友邦強積金優選計劃 - 基金經理精選退休基金  368.85 13.29 -0.87 10.85 / / 0.44 1.75 - 1.93 1.75 - 1.93 友邦 [1]

安盛信託
AXA 強積金易富之選 - AXA 增長基金  395.00 16.44 -11.47 4.73 -3.91 / 1.92 1.79 1.79 

AXA 強積金明智之選 - AXA 增長基金  1,723.40 16.67 -11.55 5.84 -3.91 5.14 1.88 1.79 1.79 

銀聯信託

AMTD 強積金計劃 - AMTD 景順目標 2048 退休基金  3.63 / -15.53 / / / 4.62 — — AMTD [1]

AMTD 強積金計劃 - AMTD RCM 增長基金  33.07 / -10.06 / / / 2.49 — — AMTD [1]

BCT 積金之選 - BCT E90 混合資產基金  99.30 17.22 -10.83 6.17 / / 1.68 1.45 1.38 BCT [1]

BCT 積金之選 - BCT 儲蓄易 2020 基金  97.30 17.44 -10.69 6.23 / / 1.72 1.45 1.38 BCT [1]

BCT 積金之選 - BCT 儲蓄易 2025 基金  74.70 18.10 -11.31 6.32 / / 1.74 1.45 1.38 BCT [1]

BCT 積金之選 - BCT 儲蓄易 2030 基金  71.30 18.33 -11.47 6.36 / / 1.74 1.45 1.38 BCT [1]

BCT 積金之選 - BCT 儲蓄易 2035 基金  67.50 18.51 -11.42 6.48 / / 1.74 1.45 1.38 BCT [1]

BCT 積金之選 - BCT 儲蓄易 2040 基金  130.90 18.49 -11.48 6.45 / / 1.71 1.45 1.38 BCT [1]

景順強積金策略計劃 - 增長基金 - A  1,352.95 18.10 -13.22 5.36 -3.32 6.41 1.35 1.195 1.195 景順 [1]

景順強積金策略計劃 - 增長基金 - H  723.63 18.10 -13.12 5.49 -3.21 6.56 1.23 1.075 1.075 景順 [1]

RCM 強積金精選計劃 - 增長基金 A

 944.84 

17.82 -9.40 5.32 -2.29 7.83 1.52 1.39 不適用 RCM [1]

RCM 強積金精選計劃 - 增長基金 B 17.82 -8.85 5.58 -2.07 8.05 1.32 1.19 不適用 RCM [1]

RCM 強積金精選計劃 - 增長基金 T 17.82 -9.21 5.65 -1.97 8.25 1.30 不適用 1.16 RCM [1]

交通 交通銀行愉盈退休強積金計劃 - 交通銀行動力增長成分基金  90.43 17.64 -9.67 4.96 -2.64 / 2.05 1.805 1.805

中銀保誠
中銀保誠簡易強積金計劃 - 中銀保誠增長基金  6,435.79 16.88 -11.67 5.06 -2.03 5.82 1.71 1.6375 1.6375

我的強積金計劃 - 我的增長基金  25.55 / -10.42 / / / / 0.99 0.99

中國人壽 中國人壽強積金集成信託計劃 - 中國人壽增長基金  269.38 17.79 -11.27 6.59 -1.73 7.01 2.11 1.70 1.70 

滙豐機構

富達退休集成信託計劃 - 增長基金  3,343.74 17.64 -10.88 6.39 -0.84 7.07 1.65 上限 1.45 上限 1.45 富達 [1][2]

富達退休集成信託計劃 - 富達「儲蓄易」2020 基金  74.83 17.82 -10.74 6.35 / / 1.75 上限 1.45 上限 1.45 富達 [1][2]

富達退休集成信託計劃 - 富達「儲蓄易」2025 基金  54.39 18.45 -11.39 6.36 / / 1.79 上限 1.45 上限 1.45 富達 [1][2]

富達退休集成信託計劃 - 富達「儲蓄易」2030 基金  62.66 18.71 -11.56 6.39 / / 1.78 上限 1.45 上限 1.45 富達 [1][2]

富達退休集成信託計劃 - 富達「儲蓄易」2035 基金  69.07 18.83 -11.62 6.44 / / 1.77 上限 1.45 上限 1.45 富達 [1][2]

富達退休集成信託計劃 - 富達「儲蓄易」2040 基金  174.35 18.89 -11.55 6.53 / / 1.71 上限 1.45 上限 1.45 富達 [1][2]

HSBC

恒生強積金精選計劃 - 增長基金  3,147.87 17.48 -13.17 4.97 -3.38 4.96 2.04 1.95 1.50

恒生強積金智選計劃 - 增長基金  1,696.56 17.48 -13.17 4.97 -3.38 4.96 2.03 1.95 1.50

滙豐強積金精選計劃 - 增長基金  9,526.32 17.48 -13.17 4.97 -3.38 4.96 2.04 1.95 1.50

滙豐強積金智選計劃 - 增長基金  6,974.48 17.48 -13.17 4.97 -3.38 4.96 2.03 1.95 1.50

施羅德強積金集成信託計劃 - 施羅德強積金增長投資組合  97.20 16.08 -7.18 — 0.09 7.62 1.88 1.50 1.50

ING ING 強積金綜合計劃 - 增長投資組合  61.80 17.64 -13.30 4.72 -3.45 4.76 2.48 1.670 - 2.015 1.670 - 2.015

宏利

宏利環球精選 ( 強積金 ) 計劃 - 宏利 MPF 進取基金  4,636.60 16.94 -13.18 5.10 -4.51 4.60 2.02 上限 1.90 1.25 - 1.90 宏利 [1]

宏利環球精選 ( 強積金 ) 計劃 - 宏利 MPF 富達增長基金  2,309.10 17.38 -11.45 5.76 -1.41 / 2.28 1.95 1.95 宏利 [1]

宏利環球精選 ( 強積金 ) 計劃 - 宏利 MPF2025 退休基金  40.80 / -11.38 / / / / 上限 1.90 1.25 - 1.90 宏利 [1]

宏利環球精選 ( 強積金 ) 計劃 - 宏利 MPF2030 退休基金  33.60 / -12.01 / / / / 上限 1.90 1.25 - 1.90 宏利 [1]

宏利環球精選 ( 強積金 ) 計劃 - 宏利 MPF2035 退休基金  27.80 / -12.20 / / / / 上限 1.90 1.25 - 1.90 宏利 [1]

宏利環球精選 ( 強積金 ) 計劃 - 宏利 MPF2040 退休基金  24.10 / -12.30 / / / / 上限 1.90 1.25 - 1.90 宏利 [1]

宏利環球精選 ( 強積金 ) 計劃 - 宏利 MPF2045 退休基金  38.50 / -12.34 / / / / 上限 1.90 1.25 - 1.90 宏利 [1]

宏利寫意生活 ( 強積金 ) 計劃 - 宏利 MPF 進取基金  6,571.60 16.94 -13.18 5.10 -4.51 4.60 2.02 上限 1.90 1.25 - 1.90 宏利 [1]

宏利寫意生活 ( 強積金 ) 計劃 - 宏利 MPF2025 退休基金  7.50 / -11.38 / / / / 上限 1.90 1.25 - 1.90 宏利 [1]

宏利寫意生活 ( 強積金 ) 計劃 - 宏利 MPF2030 退休基金  7.30 / -12.01 / / / / 上限 1.90 1.25 - 1.90 宏利 [1]

宏利寫意生活 ( 強積金 ) 計劃 - 宏利 MPF2035 退休基金  5.90 / -12.20 / / / / 上限 1.90 1.25 - 1.90 宏利 [1]

宏利寫意生活 ( 強積金 ) 計劃 - 宏利 MPF2040 退休基金  7.40 / -12.30 / / / / 上限 1.90 1.25 - 1.90 宏利 [1]

宏利寫意生活 ( 強積金 ) 計劃 - 宏利 MPF2045 退休基金  14.00 / -12.34 / / / / 上限 1.90 1.25 - 1.90 宏利 [1]

信安

信安強積金計劃 500 系列 - 進取增長基金 - A 類別

 1,050.81 

17.07 -8.79 7.36 -2.48 6.55 2.11 1.750 - 2.025 1.750 - 2.025 信安 [3]

信安強積金計劃 500 系列 - 進取增長基金 - B 類別 17.06 -8.70 7.52 -2.34 6.70 1.89 1.550 - 1.825 1.550 - 1.825 信安 [3]

信安強積金計劃 500 系列 - 進取增長基金 - C 類別 17.09 -8.64 7.60 -2.28 6.78 1.80 1.450 - 1.725 1.450 - 1.725 信安 [3]

信安強積金計劃 500 系列 - 進取增長基金 - T 類別 17.07 -8.49 7.75 -2.16 6.90 1.63 1.300 - 1.575 1.300 - 1.575 信安 [3]

加皇

渣打強積金計劃 - 全面 - 富達環球投資基金 - 增長基金  320.04 17.37 -11.10 6.16 -1.03 6.99 1.88 上限 1.68 上限 1.68

渣打強積金計劃 - 全面 - RCM 增長基金  246.57 17.82 -9.39 5.18 -2.43 7.66 1.78 1.58 1.58

渣打強積金計劃 - 全面 - 渣打增長基金  625.48 16.54 -10.92 5.93 -2.80 5.35 2.02 1.755 - 2.065 1.755 - 2.065

渣打強積金計劃 - 基本 - 渣打增長基金  1,925.52 16.55 -10.92 5.97 -2.80 5.60 2.08 1.755 - 2.065 1.755 - 2.065

如何使用附表一：
想知道你現有強積金基金的收費及表現情況？
●	你首先要知道你的基金計劃及基金名稱（可在你的「強積金權益報表」中找到）及所屬
的基金類別。

●	根據以上資料，在附表一先找出有關的基金類別區域（如「香港股票基金」區域），然後
在內搜索你的基金及其回報和收費數據。

想知道你的基金與同類基金的比較？
●	要評估你的基金的收費或回報表現，或它與市場上其他基金的分別，你可於附表一有關
區域的最前位置，找到該類別基金的「平均」、「最低」及「最高」基金表現及基金開支
比率數據，然後將同類基金的平均水平與你持有的基金作比較。

強積金
公司名稱

強積金計劃及基金名稱
（基金數目）

[1] [2]

截至：2012 年 6 月 最近期

 基金資產值  
基金

風險指標
[3]

基金表現（已扣除收費）[4] 基金收費

年率化回報（每年平均） 基金開支比率 
 [5]

基金管理費 [6]
其他收費 

[7]
1 年 3 年 5 年 10 年 現行及全新帳戶 保留帳戶

（百萬港元） (%) (%) （按基金資產淨值計算之年率 %）

重要事項
在作出基金選擇前，你必須衡量個人可承受風險的能力及投資目標，從而選擇最適合你的基金。你不應僅依賴此
附表或研究報告提供之資料而作出投資決定。有關各強積金計劃的詳情及最新數據資料不時更新，在作出最終
投資決定前，你應向所屬的強積金公司查詢最新資料。要注意，往績不能作為未來表現的指標，只可用作參考。

使用指南
附表一：提供按類別（分為	股票基金 、	混合資產基金 、	債券基金 、	保證基金 、	保守基金 、	貨幣市場基金   

及	其他基金 ）劃分的強積金基金的最近期基金收費，及基金在過去1年、3 年、5 年及10 年的年度
回報資料。附表的電子檔案已上載至本會網站 (http://www.consumer.org.hk），利用該電子檔案可
將資料按強積金公司、强積金計劃或基金名稱、基金收費或回報表現等欄目排序或進行篩選。

附表二：提供強積金公司個別計劃的基金選擇及服務範疇。



附表二：強積金公司個別計劃的基金選擇及服務範疇

強積金公司及強積金計劃名稱
（核准成分基金數目）

基金轉換：轉換投資組合 / 更改投資分配 累算權益轉移：轉移 / 提取權益 權益 / 基金資訊 查詢 / 處理帳戶途徑 其他服務

免費轉換 / 更改次數 
（每年計）

處理時間 - 從收妥指示後起計所需之時間
基金轉換/ 
更改確認書

處理時間 - 從收妥指示 / 轉入權益後起計所需之時間 發放形式 ( 每年免費提供份數 )
熱線
電話

互動
語音 
系統

傳真 互聯網
客戶
服務
中心

其他 
定期

研討會/
講座

免費
諮詢 / 

顧問服務

定期
通訊

基金
投資
教材

其他轉移權益至
其他計劃

處理由其他計劃
轉入之權益

提取權益 權益報表 基金便覽

  美國友邦退休金管理及信託有限公司     www.aia.com.hk    熱線：2100 1888 （僱主） 2200 6288（成員）

友邦強積金尚選計劃 (25) 股票基金：11 混合資產基金：10 債券基金：2 保證基金：1 保守基金：1
網上 / 互動語音：次數不限
郵寄：1次（轉出保證組合：1次）

收妥指示當天（透過網上 / 互動話音，截止時間為下午 4 時）
5 工作天內（透過郵寄）

18 曆日內 5 工作天內 18 曆日內 季刊：郵寄及網上版
月刊：網上版 
（郵寄 1 份）

手機短訊及電郵提示服務
手機應用程式

友邦強積金優選計劃 (25) 股票基金：11 混合資產基金：10 債券基金：2 保證基金：1 保守基金：1

友邦強積金簡選計劃 (8) 股票基金：4 債券基金：2 保證基金：1 保守基金：1

  安盛信託有限公司   www.axa.com.hk   熱線：2802 2812

AXA 強積金 – 易富之選 (9) 股票基金：4 混合資產基金：3 債券基金：1 保守基金：1

 次數不限

更改現有帳戶結餘的投資分配
收妥指示當天（透過網上，截止時間為下午 6 時）

2 工作天內（ 透過郵寄）

更改未來供款的投資分配
收妥指示當天（透過網上，截止時間為下午 6 時）

1 工作天內（ 透過郵寄）

18 曆日內 
（僱員自選安排）

30 曆日內
（其他）

3 工作天內 30 曆日內 年刊：郵寄及網上版
月刊：網上版

季刊：網上版及手機版
（郵寄 1 份）

手機應用程式

AXA 強積金 – 明智之選 (13) 股票基金：5 混合資產基金：3 債券基金：2 保證基金：1 保守基金：1 貨幣市場基金：1

   銀聯信託有限公司   AMTD - www. amtd.com.hk 熱線：3161 3688 / 銀聯信託 - www.bcthk.com  熱線：2298 9388 （僱主） 2298 9333 （僱員 / 公眾）/ 景順 - www.mpf.invesco.com.hk 熱線：2842 7878 / RCM - www.rcm.com.hk 熱線：2298 9098（僱主）2298 9000 （僱員 / 公眾）

AMTD 強積金計劃 (14)    股票基金：3 混合資產基金：9 債券基金：1 保守基金：1 次數不限 1 工作天內（透過網上 / 郵寄 / 傳真，截止時間為下午 2 時） 30 曆日內 — 30 曆日內 年刊 月刊：郵寄及網上版 — — — — — —

BCT（強積金）行業計劃 (9) 股票基金：3 混合資產基金：4 債券基金：1 保守基金：1
次數不限 收妥指示當天（透過網上 / 互動話音 / 傳真 / 郵寄，截止時間為下午 4 時） 14 工作天內 2 工作天內 14 工作天內

半年刊 : 郵寄 
月刊：網上版

季刊 : 郵寄
自動櫃員機及

銀行分行
手機短訊及電郵提示服務

手機應用程式BCT 積金之選 (22) 股票基金：9 混合資產基金：10 債券基金：2 保守基金：1

景順強積金策略計劃 (8) 股票基金：2 混合資產基金：3 債券基金：1 保證基金：1 保守基金：1 次數不限
收妥指示當天（透過網上 / 傳真 / 互動話音，截止時間為下午 4 時）

1 工作天內（透過郵寄）
6 工作天內（保證基金）

11 工作天內 3 工作天內 11 工作天內
年刊 : 郵寄 

（可要求發放季刊）
月刊：電郵 

（郵寄 1 份）
手機短訊及電郵提示服務

RCM 強積金精選計劃 (10) 股票基金：3 混合資產基金：6 保守基金：1 次數不限

更改現有帳戶結餘的投資分配
2 工作天內（透過網上 / 傳真 / 郵寄，截止時間為下午 5 時）

更改未來供款的投資分配
收妥指示當天（透過網上 / 傳真 / 郵寄，截止時間為下午 5 時）

11 工作天內 3 工作天內 11 工作天內 半年刊 : 郵寄
月刊：網上版 
（郵寄 1 份）

    交通銀行信託有限公司   www.bocomtrust.com.hk    熱線：2269 9699 / 2905 8779 / 2905 8756

交通銀行愉盈退休強積金計劃 (11) 股票基金：5 混合資產基金：3 債券基金：1 保證基金：1 保守基金：1
次數不限 

（至 2013 年 12 月 31日）
 收妥指示當天（透過網上 / 互動話音 / 郵寄，截止時間為正午 12 時） 30 曆日內 10 工作天內 30 曆日內

季刊；第 1季（郵寄及網上版）；
第 2 至 4 季（網上版）

季刊 : 郵寄及網上版
自動櫃員機及

銀行分行
手機短訊及電郵提示服務

   東亞銀行（信託）有限公司   www.hkbea.com   熱線：2211 1777

東亞（強積金）行業計劃 (10) 股票基金：5 混合資產基金：3 保守基金：1 貨幣市場基金：1

次數不限

更改現有帳戶結餘的投資分配
1工作天內（透過傳真，截止時間為下午3 時；網上 / 互動話音，截止時間為下午5 時；郵寄，截止時間為收妥郵件當天）

更改未來供款的投資分配
1工作天內（透過傳真，截止時間為下午3時；網上 /互動話音，截止時間為凌晨12時；郵寄，截止時間為收妥郵件當天）

15 曆日內 5 工作天內 15 曆日內

年刊及季刊 : 郵寄 
月刊：提供予臨時僱員
（如當月有供款紀錄）

季刊：郵寄及網上版 自動櫃員機及 
銀行分行

手機短訊及電郵提示服務
手機應用程式

東亞（強積金）集成信託計劃 (16) 股票基金：9 混合資產基金：3 債券基金：1 保證基金：1 保守基金：1 貨幣市場基金：1

更改現有帳戶結餘的投資分配
2工作天內（透過傳真，截止時間為下午3 時；網上 / 互動話音，截止時間為下午5 時；郵寄，截止時間為收妥郵件當天）

更改未來供款的投資分配
2工作天內（透過傳真，截止時間為下午3時；網上/互動話音，截止時間為凌晨12時；郵寄，截止時間為收妥郵件當天）

年刊 : 郵寄 
（可要求發放季刊）

   中銀國際英國保誠信託有限公司   www.bocpt.com  我的強積金計劃 - 熱線：2929 3366 / 中銀保誠簡易強積金計劃 - 熱線：2929 3030

中銀保誠簡易強積金計劃 (13) 股票基金：8 混合資產基金：3 債券基金：1 保守基金：1
次數不限

收妥指示當天（透過網上 / 互動話音 / 智能手機 / 平板電腦，截止時間為下午 6 時）
2 個工作天內（透過郵寄 / 傳真）

18 曆日內 3 工作天內
30曆日內（永久離開香港） 
14 曆日內（其他申索原因）

年刊：郵寄 / 網上版
季刊：網上版 
（郵寄 1 份）

自動櫃員機及
銀行分行

手機及平板電腦應用程式
我的強積金計劃 (12) 股票基金：6 混合資產基金：3 債券基金：2 保守基金：1

   中國人壽保險 ( 海外 ) 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公司   www.chinalife.com.hk   熱線：3999 5555

中國人壽強積金集成信託計劃 (9) 股票基金：2 混合資產基金：4 保證基金：2 保守基金：1 次數不限 2 工作天內（透過郵寄 / 傳真表格，截止時間為正午 12 時） 30 曆日內 3 工作天內 30 曆日內 年刊：郵寄 季刊：郵寄及網上版

   滙豐機構信託服務（亞洲）有限公司   富達 - www.fidelity.com.hk  熱線：2629 2677 ( 僱主 )  2500 1666 （僱員）/ 海通 - www.htisec.com  熱線：3663 7288（僱主） 2500 1600（成員）

富達退休集成信託計劃 (15) 股票基金：3 混合資產基金：9 債券基金：2 保守基金：1 次數不限 3 工作天內（透過網上 / 郵寄 / 傳真，截止時間為下午 5 時） 30 曆日內 5 工作天內 30 曆日內 年刊：郵寄
月刊：郵寄 / 網上版 /

互動語音
電郵提示服務

〔只限於特別自願性供款 (SVC) 帳戶〕

海通 MPF 退休金 (5) 股票基金：4 保守基金：1 次數不限 5 工作天內（透過郵寄） 30 曆日內 — 30 曆日內 年刊 半年刊：網上版 — — — 不定期 —

   HSBC Provident Fund Trustee (Hong Kong) Ltd    恒生 -  www.hangseng.com/empf  熱線：2288 6822（僱主） 2213 2213（僱員）/ 滙豐 - www.hsbc.com.hk/mpf  熱線：2583 8033（僱主） 3128 0128（僱員）/ 施羅德 - www.schroders.com.hk  熱線：2971 0200

恒生強積金易選計劃 (3) 股票基金：1 債券基金：1 保守基金：1 1 次（所有遞交方法）

2 工作天內（透過網上 / 互動話音，截止時間為下午 4 時）
5 工作天內（透過郵寄）

30 曆日內 7 工作天內 30 曆日內 年刊：郵寄 季刊：郵寄 / 網上版
自動櫃員機及

銀行分行

恒生強積金精選計劃 (5) 股票基金：1 混合資產基金：2 保證基金：1 保守基金：1

次數不限恒生強積金智選計劃 (14) 股票基金：6 混合資產基金：5 債券基金：1 保證基金：1 保守基金：1

恒生強積金自選計劃 (9) 股票基金：5 混合資產基金：2 債券基金：1 保守基金：1

滙豐強積金易選計劃 (3) 股票基金：1 債券基金：1 保守基金：1 1 次（所有遞交方法）

2 工作天內（透過網上 / 互動話音，截止時間為下午 4 時）
5 工作天內（透過郵寄）

30 曆日內 7 工作天內 30 曆日內 年刊：郵寄
季刊：郵寄 / 網上版

月刊：網上版
自動櫃員機及

銀行分行
手機應用程式

滙豐強積金精選計劃 (5) 股票基金：1 混合資產基金：2 保證基金：1 保守基金：1

次數不限滙豐強積金智選計劃 (14) 股票基金：6 混合資產基金：5 債券基金：1 保證基金：1 保守基金：1

滙豐強積金自選計劃 (9) 股票基金：5 混合資產基金：2 債券基金：1 保守基金：1

施羅德強積金集成信託計劃 (10) 股票基金：3 混合資產基金：4 債券基金：1 保證基金：1 保守基金：1 次數不限（轉出保證投資組合：1次） 1 工作天內（透過傳真，截止時間為下午 5 時；網上，截止時間為下午 6 時；郵寄） 10 工作天內 10 工作天內 10 工作天內 年刊：郵寄 季刊：網上版（郵寄1份）

ING Pension Trust Limited   www.ing.com.hk  熱線：3183 1900

ING 強積金基本計劃 (6) 股票基金：2 混合資產基金：2 保證基金：1 保守基金：1 次數不限 
（轉出保證投資組合：1 次）

3-5 工作天內（透過網上 / 郵寄 / 傳真，截止時間為下午 5 時） 17 工作天內 — 17 工作天內 年刊：郵寄
季刊：網上版 
（郵寄 1 份）

不定期 不定期 不定期
ING 強積金綜合計劃 (9) 股票基金：3 混合資產基金：4 保證基金：1 保守基金：1

   宏利公積金信託有限公司   www.manulife.com.hk  熱線：2108 1234（僱主） 2108 1388（僱員） 2108 1313 （Smart call）

宏利環球精選 ( 強積金 ) 計劃 (26) 股票基金：9 混合資產基金：11 債券基金：3 保證基金：2 保守基金：1

次數不限

轉換投資組合
1 工作天內（透過網上 / 互動話音，截止時間為下午 4 時）

2 工作天內（透過傳真）
5 工作天內（透過郵寄）

更改投資分配
收妥指示當天（透過網上 / 互動話音，截止時間為下午 4 時）

1 工作天內（透過傳真）
4 工作天內（透過郵寄）

30 曆日內 8 工作天內 30 曆日內
年刊：郵寄 

月刊：網上版 
月刊：網上版  
（郵寄 1 份）

透過強積金
中介人

手機短訊及電郵提示服務
電子平台（遞交申請）

宏利寫意生活 ( 強積金 ) 計劃 (12) 混合資產基金：9 保證基金：2 保守基金：1

   美國萬通信託有限公司   www.massmutualasia.com  熱線：2919 9115

萬全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13) 股票基金：7 混合資產基金：3 債券基金：1 保證基金：1 保守基金：1 次數不限 收妥指示當天（透過網上 / 郵寄，截止時間為下午 4 時） 30 曆日內 5 工作天內 30 曆日內 半年刊：郵寄 月刊：網上版（郵寄1份）

    信安信託（亞洲）有限公司   www.principal.com.hk   熱線：2827 1233

信安強積金計劃 500 系列 (5) 混合資產基金：3 保證基金：1 保守基金：1

次數不限

更改現有結餘的投資分配
1 工作天內（透過網上 / 互動話音，截止時間為下午 4 時）

5 工作天內（透過郵寄 / 傳真，截止時間為下午 6 時）

更改未來供款的投資分配
收妥指示當天（透過網上 / 互動話音，截止時間為下午 4 時）

3 工作天內（透過郵寄 / 傳真，截止時間為下午 6 時）

12 工作天內 5 工作天內 12 工作天內

500 系列
年刊：郵寄 / 網上版 

半年刊：郵寄 / 網上版

600 及 800 系列
年刊：郵寄 / 網上版

半年刊：網上版

年刊：郵寄及網上版 
季刊：網上版

手機短訊、電郵服務及
手機應用程式

信安強積金計劃 600 系列 (6) 股票基金：1 混合資產基金：2 保證基金：1 保守基金：1 其他基金：1

信安強積金計劃 800 系列 (15) 股票基金：6 混合資產基金：3 債券基金：2 保證基金：2 保守基金：1 其他基金：1

   加皇信託香港有限公司   渣打 - www.standardchartered.com.hk  新地 - www.shkp.com  熱線：3183 1717

新地強積金僱主營辦計劃 (8) 混合資產基金：6 保證基金：1 保守基金：1

次數不限

轉換投資組合
4 工作天內（透過郵寄 / 傳真，截止時間為下午 4 時半；透過網上 / 互動話音，截止時間為下午 6 時）

更改投資分配
1 工作天內（透過郵寄 / 傳真，截止時間為下午 4 時半；透過網上 / 互動話音，截止時間為下午 6 時）

30 曆日內 
（通常在18曆日內）

５工作天內
30 曆日內 

（通常在 12 工作天內）
半年刊：郵寄及網上版

季刊：網上版 
（郵寄 1 份）

不定期 電郵提示服務

渣打強積金計劃 – 全面 (26) 股票基金：5 混合資產基金：16 債券基金：3 保證基金：1 保守基金：1
手機短訊及電郵提示服務

渣打強積金計劃 – 基本 (5) 混合資產基金：3 保證基金：1 保守基金：1

   香港永明金融有限公司   www.sunlife.com.hk  熱線：3183 1888

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 (14) 股票基金：4 混合資產基金：6 債券基金：2 保守基金：1 貨幣市場基金：1 次數不限

更改現有帳戶結餘的投資分配
3 工作天內（透過傳真：截止時間為下午 4 時半；網上 / 互動話音：截止時間為下午 6 時正；郵寄）

更改未來供款的投資分配
1 工作天內（透過傳真：截止時間為下午 4 時半；網上 / 互動話音：截止時間為下午 6 時正；郵寄）

15 工作天內 5 工作天內 15 工作天內 半年刊：郵寄及網上版
季刊：網上版 
( 郵寄 2 份 )

電郵提示服務 
（預期於 2012 年 12 月推出）

債券基金（43）                                          平均  228.63 4.78 1.05 4.30 4.41 3.08 1.64 

最低  0.14 2.30 -1.54 2.51 2.96 1.81 1.21 

最高  1,569.10 6.73 4.18 6.64 5.81 4.95 2.85 

港元債券基金（9）                                             平均  296.10 2.50 2.56 2.68 3.58 2.17 1.74

最低  10.71 2.30 1.95 2.51 3.17 1.81 1.38

最高  862.70 2.65 3.97 4.26 4.34 2.38 2.03

銀聯信託 BCT 積金之選 - BCT 港元債券基金  193.80 / 2.55 / / / 1.38 1.25 1.25 BCT [1]

中銀保誠 我的強積金計劃 - 我的港元債券基金  10.71 / 3.00 / / / / 0.99 0.99

滙豐機構 富達退休集成信託計劃 - 香港債券基金  403.60 2.47 3.97 4.26 4.34 / 1.65 上限 1.45 上限 1.45 富達 [1][2]

HSBC 施羅德強積金集成信託計劃 - 施羅德強積金港元定息投資組合  38.88 2.63 2.50 — 3.36 2.24 1.93 1.50 1.50

宏利 宏利環球精選 ( 強積金 ) 計劃 - 宏利 MPF 香港債券基金  862.70 2.64 2.56 2.64 3.67 2.14 1.83 上限 1.50 1.00 - 1.50 宏利 [1][2]

信安 信安強積金計劃 800 系列 - 信安香港債券基金 - N 類單位  12.60 / / / / / / 0.99 0.99 信安 [2]

加皇 渣打強積金計劃 - 全面 - 施羅德強積金港元定息基金  67.48 2.65 2.60 2.51 3.17 1.81 2.03 1.50 1.50

永明
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 - 永明首域強積金定息基金 - A

 779.00 
2.30 1.95 2.68 3.48 2.17 1.86 上限 1.775 不適用

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 - 永明首域強積金定息基金 - B 2.30 2.16 2.88 3.69 2.38 1.65 上限 1.575 上限 1.575

亞太債券基金（5）                                             平均  39.72 / / / / / /

最低  0.31 / / / / / /

最高  89.46 / / / / / /

友邦信託

友邦強積金尚選計劃 - 亞洲債券基金  22.52 / / / / / / 0.99 0.99 友邦 [1]

友邦強積金優選計劃 - 亞洲債券基金  89.46 / / / / / / 0.99 0.99 友邦 [1]

友邦強積金簡選計劃 - 亞洲債券基金  0.31 / / / / / / 0.99 0.99 友邦 [1]

安盛信託 AXA 強積金明智之選 - AXA 摩根亞洲債券基金 / / / / / / / 1.33 1.33

宏利 宏利環球精選 ( 強積金 ) 計劃 - 宏利 MPF 亞太債券基金  46.60 / / / / / / 上限 1.50 1.00 - 1.50 宏利 [1][2]

環球債券基金（29）                                          平均  236.63 5.54 0.91 4.46 4.60 4.44 1.59

最低  0.14 4.08 -1.54 3.12 2.96 3.77 1.21

最高  1,569.10 6.73 4.18 6.64 5.81 4.95 2.85

友邦信託

友邦強積金尚選計劃 - 環球債券基金  113.27 6.68 -0.14 4.31 / / 1.29 1.085 1.085 友邦 [1]

友邦強積金優選計劃 - 環球債券基金  363.43 6.66 -0.14 4.30 / / 1.29 1.085 1.085 友邦 [1]

友邦強積金簡選計劃 - 環球債券基金  0.14 / / / / / / 1.085 1.085 友邦 [1]

安盛信託
AXA 強積金易富之選 - AXA 鄧普頓環球債券基金  98.96 6.33 -0.70 4.60 2.96 / 1.92 1.73 1.73 

AXA 強積金明智之選 - AXA 鄧普頓環球債券基金  85.60 / -1.18 / / / / 1.73 1.73 

銀聯信託

AMTD 強積金計劃 - AMTD 景順環球債券基金  11.52 / 0.76 / / / 2.85 — — AMTD [1]

BCT（強積金）行業計劃 - BCT（行業）環球債券基金  58.20 6.73 -0.82 6.19 4.62 / 2.00 1.73  - 1.74 1.73 - 1.74 

BCT 積金之選 - BCT 環球債券基金  733.60 6.71 -0.33 6.64 5.00 / 1.58 1.44 - 1.45 1.38 BCT [1]

景順強積金策略計劃 - 環球債券基金 - A  258.55 4.12 2.79 4.18 4.90 / 1.33 1.195 1.195 景順 [1]

景順強積金策略計劃 - 環球債券基金 - H  162.62 4.12 2.91 4.31 5.03 / 1.21 1.075 1.075 景順 [1]

交通 交通銀行愉盈退休強積金計劃 - 交通銀行環球債券成分基金  8.85 / 2.22 / / / / 0.84 - 0.99 0.84 - 0.99

東亞 東亞（強積金）集成信託計劃 - 東亞（強積金）環球債券基金  140.23 4.48 1.80 4.29 3.10 / 1.86 0.99 - 2.09 0.99 - 2.09

中銀保誠
中銀保誠簡易強積金計劃 - 中銀保誠債券基金  1,034.49 4.45 1.64 3.12 4.28 / 1.55 1.4875 1.4875

我的強積金計劃 - 我的環球債券基金  15.62 / 0.02 / / / / 0.97 0.97

滙豐機構 富達退休集成信託計劃 - 國際債券基金  433.19 5.33 4.18 5.78 4.97 / 1.65 上限 1.45 上限 1.45 富達 [1][2]

HSBC

恒生強積金易選計劃 - 環球債券基金  3.16 5.03 1.05 3.76 / / 1.22 0.99 0.99

恒生強積金智選計劃 - 環球債券基金  101.85 / 1.05 / / / 1.21 0.99 0.99

恒生強積金自選計劃 - 環球債券基金  3.65 / 1.05 / / / / 0.99 0.99 

滙豐強積金易選計劃 - 環球債券基金  36.54 5.03 1.05 3.76 / / 1.27 0.99 0.99

滙豐強積金智選計劃 - 環球債券基金  434.58 / 1.05 / / / 1.24 0.99 0.99

滙豐強積金自選計劃 - 環球債券基金  36.27 / 1.05 / / / / 0.99 0.99

宏利 宏利環球精選 ( 強積金 ) 計劃 - 宏利 MPF 國際債券基金  1,569.10 4.73 2.03 4.62 5.81 4.37 1.83 上限 1.50 1.00 - 1.50 宏利 [1][2]

美國萬通 萬全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 環球債券基金  66.29 6.24 -0.52 6.42 4.88 / 1.77 1.41 - 1.42 1.41 - 1.42

信安
信安強積金計劃 800 系列 - 信安國際債券基金 - D 類單位

 361.77 
6.18 -0.35 4.86 4.58 4.57 1.33 1.25 1.25 信安 [2]

信安強積金計劃 800 系列 - 信安國際債券基金 - I 類單位 6.18 -0.54 4.67 4.40 4.44 1.53 1.49 1.49 信安 [2]

加皇
渣打強積金計劃 - 全面 - 景順強積金債券基金  57.35 4.08 2.41 3.74 4.41 3.77 1.88 1.488 1.488

渣打強積金計劃 - 全面 - 鄧普頓強積金環球債券基金  121.47 6.71 -0.74 6.09 4.53 4.95 2.09 1.81 - 1.82 1.81 -1.82

永明
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 - 永明首域強積金環球債券基金 - A

 78.70 
/ -1.54 / / / 1.84 上限 1.775 不適用

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 - 永明首域強積金環球債券基金 - B / -1.35 / / / 1.63 上限 1.575 上限 1.575

保證基金（31） [8]                                                    平均  1,331.00 3.10 0.41 2.21 1.09 2.15 2.24

最低  37.23 0.00 -4.05 -0.11 -0.41 0.59 1.33

最高  4,569.34 14.07 4.01 6.35 4.00 4.61 3.86

友邦信託

友邦強積金尚選計劃 - 保證組合  1,786.67 0.00 1.52 2.08 2.21 1.99 1.64 1.50 1.50 友邦 [1][2][3]

友邦強積金優選計劃 - 保證組合  3,464.23 0.00 1.52 2.21 2.40 2.15 1.72 1.50 1.50 友邦 [1][2][3]

友邦強積金簡選計劃 - 保證組合  253.75 0.00 1.52 2.21 2.40 2.15 1.72 1.50 1.50 友邦 [1][2][3]

安盛信託 AXA 強積金明智之選 - AXA 保證基金  1,357.31 / 4.01 4.00 4.00 2.77 2.26 1.00 1.00 AXA [1]

銀聯信託 景順強積金策略計劃 - 回報保證基金 - G  630.23 4.86 1.22 6.20 1.23 2.93 2.68 2.675 2.675 景順 [1][2]

交通 交通銀行愉盈退休強積金計劃 - 交通銀行保證回報成分基金  690.17 3.81 -2.36 0.36 0.54 2.11 1.87 1.6975 1.6975 交通 [1]

東亞 東亞（強積金）集成信託計劃 - 東亞（強積金）保證基金  648.07 4.79 1.36 6.35 1.38 3.20 2.54 上限 2.50 上限 2.50 東亞 [1]

中國人壽
中國人壽強積金集成信託計劃 - 中國人壽保證基金  365.02 14.07 -1.46 2.65 1.56 2.40 2.04 1.50 1.50 中國人壽 [1]

中國人壽強積金集成信託計劃 - 中國人壽樂休閒保證基金  56.51 / 3.01 4.44 / / 2.67 1.50 1.50 中國人壽 [2]

HSBC

恒生強積金精選計劃 - 保證基金  2,010.13 1.87 -0.47 1.07 0.11 0.78 2.79 2.70 2.25 恒生 [1]

恒生強積金智選計劃 - 保證基金  801.56 1.87 -0.47 1.07 0.11 0.78 2.79 2.70 2.25 恒生 [1]

滙豐強積金精選計劃 - 保證基金  4,569.34 1.87 -0.47 1.07 0.11 0.78 2.79 2.70 2.25 滙豐 [1]

滙豐強積金智選計劃 - 保證基金  3,541.21 1.87 -0.47 1.07 0.11 0.78 2.79 2.70 2.25 滙豐 [1]

施羅德強積金集成信託計劃 - 施羅德強積金本金保證投資組合  37.23 3.20 0.31 — 3.36 4.41 1.89 1.57 - 2.35 1.57 - 2.35 施羅德 [1]

ING
ING 強積金基本計劃 - 本金保證投資組合  261.40 3.37 1.83 3.42 3.64 4.61 1.95 1.560 - 1.615 1.560 - 1.615 ING [1]

ING 強積金綜合計劃 - 本金保證投資組合  133.60 3.33 1.73 3.27 3.49 4.48 2.08 1.660 - 1.715 1.660 - 1.715 ING [1]

宏利

宏利環球精選 ( 強積金 ) 計劃 - 宏利 MPF 利息基金  4,181.40 0.04 0.01 0.11 0.53 0.59 1.84 1.75 1.75 宏利 [1][4]

宏利環球精選 ( 強積金 ) 計劃 - 宏利 MPF 穩健基金  3,180.60 5.30 -3.02 3.11 1.27 3.09 1.99 1.90 1.25 - 1.90 宏利 [1][6]

宏利寫意生活 ( 強積金 ) 計劃 - 宏利 MPF 利息基金  3,003.10 0.04 0.01 0.11 0.53 0.59 1.84 1.75 1.75 宏利 [1][4]

宏利寫意生活 ( 強積金 ) 計劃 - 宏利 MPF 穩健基金  3,480.40 5.30 -3.02 3.11 1.27 3.09 1.99 上限 1.90 1.25 - 1.90 宏利 [1][6]

美國萬通 萬全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 保證基金  100.88 6.85 -4.05 2.05 -0.41 / 3.86 3.37 - 3.38 3.37 - 3.38 萬全 [1]

信安

信安強積金計劃 500 系列 - 保證基金 - G 類別  186.04 4.77 0.73 5.67 0.72 2.47 3.16 上限 2.77 上限 2.77 信安 [3][4]

信安強積金計劃 600 系列 - 信安長線保證基金 - D 類單位
 583.63 

4.79 1.31 6.29 1.31 3.08 2.58 1.50 1.50 信安 [1][5]

信安強積金計劃 600 系列 - 信安長線保證基金 - I 類單位 4.79 0.90 5.88 0.92 2.77 2.92 2.00 2.00 信安 [1][5]

信安強積金計劃 800 系列 - 信安資本保證基金 - D 類單位
 298.71 

0.03 0.14 0.05 0.66 0.92 1.33 1.25 1.25 信安 [2]

信安強積金計劃 800 系列 - 信安資本保證基金 - I 類單位 0.04 -0.01 -0.11 0.51 0.81 1.52 1.40 1.40 信安 [2]

信安強積金計劃 800 系列 - 信安長線保證基金 - D 類單位 
 670.53 

4.79 1.32 6.30 1.33 3.12 2.57 1.50 1.50 信安 [2][5]

信安強積金計劃 800 系列 - 信安長線保證基金 - I 類單位 4.79 1.00 6.06 1.12 2.94 2.77 2.00 2.00 信安 [2][5]

加皇

新地強積金僱主營辦計劃 - 渣打在職平均回報保證基金  207.10 1.15 0.42 0.87 1.05 0.99 2.80 2.665 - 2.685 2.665 - 2.685 渣打 [1]

渣打強積金計劃 - 全面 - 渣打在職平均回報保證基金  220.65 1.15 0.41 0.82 0.97 0.81 2.86 2.675 2.675 渣打 [1]

渣打強積金計劃 - 基本 - 渣打在職平均回報保證基金  548.60 1.15 0.40 0.83 0.98 0.83 2.87 2.675 2.675 渣打 [1]

強積金
公司名稱

強積金計劃及基金名稱
（基金數目）

[1] [2]

截至：2012 年 6 月 最近期

 基金資產值  
基金

風險指標
[3]

基金表現（已扣除收費）[4] 基金收費

年率化回報（每年平均） 基金開支比率 
 [5]

基金管理費 [6]
其他收費 

[7]
1 年 3 年 5 年 10 年 現行及全新帳戶 保留帳戶

（百萬港元） (%) (%) （按基金資產淨值計算之年率 %）

列表內的資料乃根據個別強積金公司向本會所提供之數據編製。有關的「基金資產值」、「基金
風險指標」及「基金表現」資料之截止日期概為2012年6月（另有說明除外），「基金收費」資料則為最
近期之數據。涉及個別強積金公司的資料見下列註釋。

—		該強積金公司沒有提供有關數據。

	/			強積金基金的成立日期少於指定期限（如基金的成立日期不足2年，便不須提供基金開支比率）或
未有足夠業績紀錄，毋須提供有關數據。

[1]	 「基金數目」-	由於有個別基金分為不同的基金單位等級，其收費、回報及風險程度各有不同，在
本研究中，本會將每個基金等級視作獨立基金處理。列表上的基金數目因此比核准成分基金的實
際數目為多。

[2]	 	 基金分類	-	在本研究所採用的基金分類乃根據各基金計劃在其基金便覽中的「基金類型描述」及
「基金資產分佈」編製，並由各強積金公司按有關分類提供基金資料。

[3]		「基金風險指標」-「風險指標」（或稱「風險標記」）顯示基金的風險程度，風險指標數字越大，風
險便越高，即基金價格波幅越大。此數字是根據基金過往的回報率計算出其年度標準差。

[4] 「基金表現」	-	各強積金公司提供的最新基金回報表現資料截止日期，介乎2012年6月至2012年8
月。為達致公平比較，本研究採用有較多強積金公司可提供回報數據之日期，為2012年6月。有關
數據已扣除收費，為淨回報收益。基金平均回報率乃本會按同類基金計算所得的平均值。

[5]		「基金開支比率」-	基金開支比率為各基金計劃提供最近期的基金收費。平均基金開支比率乃本會
按相關基金的淨資產值加權計算所得的平均值。

[6]		「基金管理費」-	收費包括成分基金及所有基礎基金的基金管理費。

[7]	「其他收費」-「其他收費」包括由僱主/成員帳戶直接或間接支付的費用，如「計劃參加費」、「年
費」、「供款費」、「買賣差價」、「權益提取費」等，到現時為止這些收費多為「零」、「不適用」、
「現行豁免」或「豁免」（另有說明除外）。除基本收費外，「其他收費」還包括個別基金計劃收取
的額外收費，如「保證費」、「獎勵費」、「表現費」、「成員帳戶維持費」等。

[8]	「保證基金」-	除收取基本收費外，部分保證基金還會收取額外的「保證費」或「儲備費」。各強積
金公司收取的保證費佔每年淨資產值的0.135%至2%不等，此保證費從基金資產中扣除，並已
反映在基金開支比率內。現時市面上的保證基金大部分提供有條件保證（如鎖定期及提款條件
等），詳情請參閱相關計劃的銷售文件。

[9]	「保守基金」-「貨幣市場基金-強積金保守基金」在本研究中概稱為「保守基金」。保守基金設有特
別的收費模式，可透過（i）扣除基金資產，或（ii）扣除成員帳戶中的基金單位收取。大部分保守基
金採用方法（i），因此基金單位價格、基金資產值及基金表現已反映收費的影響。另有小部分保守
基金採用方法（ii），即收費的影響不能在基金單位價格中反映出來，而基金便覽所列出的基金表
現數據則已反映收費的影響。本研究所列載的基金資產值及基金表現數據已將收費反映在內。

[10] 「貨幣市場基金」-「貨幣市場基金-非強積金保守基金」在本研究中概稱為「貨幣市場基金」。

友邦信託：
「基金風險指標」數據截止日期為2012年5月
友邦 [1]	-「成員帳戶維持費」現時豁免
友邦 [2]	-「保證費」不適用
友邦 [3]	-	列表所載之「基金管理費」乃計算回扣後之收費水平
友邦 [4] -「獎勵費」基金於扣除收費後的回報淨額超逾積金局訂明的每月儲蓄利率，超出之數將視作獎

勵費

安盛信託：
AXA [1] -「保證費」1%

銀聯信託：
AMTD [1]	-	僱主/保留成員/自僱人士：「參加費」最多	$8,000
BCT [1] -	自僱人士：「參加費」$500
景順 [1] -	僱主/自僱人士：「參加費」最多	$8,000
景順 [2]	-「保證費」1%
RCM [1] -	僱主：「參加費」$50,000（少於200人或少於＄2千萬）；自僱人士：「參加費」$5,000

交通：
交通 [1]	-「保證費」0.135%

東亞：
東亞 [1]	-「保證費」1%；回報保證並未反映在表現數據內

中國人壽：
中國人壽 [1]	 -「緩解儲備」相等於有關基礎基金按每周淨資產值的0.0077%比率計算的款額，

將每日由投資回報轉入緩解儲備，用作緩解基金之保證回報率。基金表現之回報
計算並未衡量保證回報，若基金實際回報少於保證回報，其差額將以額外的基金
單位存入成員帳戶作彌補

中國人壽 [2]	-「保證費」1%；基金表現之回報計算已衡量保證回報

滙豐機構：
富達 [1]	-「參加費」(可酌情收取)：每名僱主$50,000及/或每名僱員$250；自僱人士/SVC成員$250	
富達 [2]	-「獎勵費」現時豁免
海通 [1]	-「參加費」不超過$10,000，「賣出差價」不超過2%
海通 [2]	-「參加費」不超過$10,000	

HSBC：
恒生 [1]	-「保證費」0.75%
滙豐 [1]	-「保證費」0.75%
施羅德 [1]	-「保證費」不適用

ING：
ING [1]	-「保證費」0.22%	-	0.925%

宏利：
宏利 [1]	-	自僱人士：「參加費」$500、「年費」$500、「權益提取費」每次$250
宏利 [2]	-	列表所載之「基金管理費」由2012年11月起生效
宏利 [3]	-「業績表現費」是按超過基金目標淨資產值的款額乘以已發行單位的平均數之12%
宏利 [4]	-「保證費」$0
宏利 [5]	-	自僱人士：「參加費」$500、「年費」$500
宏利 [6]	-「保證費」$0，有保證儲備

美國萬通：
萬全 [1] -「保證費」2%；保證基金的表現數據只反映其實際表現

信安：
信安 [1]	-	自僱人士：「參加費」$1,000（若符合某些情況可獲豁免）
信安 [2]	-	僱主：「年費」暫時豁免；自僱人士：「年費」$3,000（若符合某些情況可獲豁免）
信安 [3]	-	僱主/自僱人士：「參加費」$1,000（若符合某些情況可獲豁免）
信安 [4]	-「保證費」1%
信安 [5]	-「保證費」不高於1%

加皇：
渣打 [1]	-「保證費」不適用；表現數據未包括回報保證，因保證回報只可於特定原因下取回

註

保守基金（45）[9]                                      平均  1,157.48 0.07 0.02 0.02 0.55 0.78 0.55

最低  1.95 0.00 -0.06 -0.07 0.20 0.56 0.17

最高  7,556.17 0.26 0.73 0.25 0.87 1.29 1.17

友邦信託

友邦強積金尚選計劃 - 強積金保守基金  909.39 0.00 0.11 0.10 0.52 0.75 0.68 1.14 1.14 友邦 [4]

友邦強積金優選計劃 - 強積金保守基金  1,557.95 0.00 0.11 0.10 0.55 0.77 0.68 1.14 1.14 友邦 [4]

友邦強積金簡選計劃 - 強積金保守基金  49.69 0.00 0.11 0.10 0.45 0.72 0.68 1.14 1.14 友邦 [4]

安盛信託
AXA 強積金易富之選 - AXA 強積金保守基金  299.43 0.00 0.00 0.00 0.21 / 0.36 0.99 0.99

AXA 強積金明智之選 - AXA 強積金保守基金  651.14 0.05 0.00 -0.03 0.20 0.56 0.34 0.99 0.99

銀聯信託

AMTD 強積金計劃 - AMTD 景順強積金保守基金  41.92 / 0.01 / / / 0.68 1.38 1.38 AMTD [1]

BCT（強積金）行業計劃 - BCT（行業）強積金保守基金  893.50 0.04 0.03 0.02 0.52 0.83 1.17 0.99 0.99

BCT 積金之選 - BCT 強積金保守基金  3,308.70 0.04 0.08 0.03 0.54 0.79 1.17 0.99 0.99 BCT [1]

景順強積金策略計劃 - 強積金保守基金 - A  567.31 0.11 0.73 0.25 0.87 1.07 0.53 0.663 0.663 景順 [1]

景順強積金策略計劃 - 強積金保守基金 - H  384.63 0.11 0.72 0.25 0.87 1.07 0.52 0.663 0.663 景順 [1]

RCM 強積金精選計劃 - 強積金保守基金 A

 562.69 

0.04 0.02 0.00 0.56 0.79 0.60 0.99 不適用 RCM [1]

RCM 強積金精選計劃 - 強積金保守基金 B 0.04 0.02 0.00 0.56 0.78 0.60 0.99 不適用 RCM [1]

RCM 強積金精選計劃 - 強積金保守基金 T 0.04 0.03 0.00 0.62 0.87 0.60 不適用 0.96 RCM [1]

交通 交通銀行愉盈退休強積金計劃 - 交通銀行強積金保守基金  431.58 0.01 0.11 0.11 0.77 1.18 0.85 1.2375 1.2375

東亞
東亞（強積金）行業計劃 - 東亞（行業計劃）強積金保守基金  1,328.69 0.13 0.14 0.11 0.80 1.29 1.07 0.79 0.79

東亞（強積金）集成信託計劃 - 東亞（強積金）保守基金  943.09 0.12 0.15 0.09 0.70 1.12 1.04 0.79 0.79

中銀保誠
中銀保誠簡易強積金計劃 - 中銀保誠強積金保守基金  5,657.08 0.10 0.50 0.17 0.81 1.06 0.63 0.80 0.80

我的強積金計劃 - 我的強積金保守基金  33.55 / 0.01 / / / / 0.79 0.79

中國人壽 中國人壽強積金集成信託計劃 - 中國人壽強積金保守基金  120.43 0.21 0.01 -0.02 0.35 0.61 0.83 1.20 1.20

滙豐機構

富達退休集成信託計劃 - 強積金保守基金  1,825.19 0.01 0.00 0.01 0.50 0.72 0.17 1.08 1.08 富達 [1][2]

海通 MPF 退休金 - 海通強積金保守基金 A
 76.05 

0.01 0.00 0.00 0.45 0.71 0.48 1.05 不適用 海通 [2]

海通 MPF 退休金 - 海通強積金保守基金 T 0.01 0.09 0.06 0.61 0.88 0.42 不適用 0.90

HSBC

恒生強積金易選計劃 - 強積金保守基金  1.95 0.14 0.02 0.24 / / 0.32 0.79 0.79

恒生強積金精選計劃 - 強積金保守基金  3,388.53 0.14 0.02 0.24 0.67 1.23 0.34 0.79 0.79

恒生強積金智選計劃 - 強積金保守基金  1,731.80 0.14 0.02 0.24 0.67 1.23 0.34 0.79 0.79

恒生強積金自選計劃 - 強積金保守基金  10.66 / 0.02 / / / / 0.79 0.79

滙豐強積金易選計劃 - 強積金保守基金  23.20 0.14 0.02 0.24 / / 0.33 0.79 0.79

滙豐強積金精選計劃 - 強積金保守基金  7,556.17 0.14 0.02 0.24 0.67 1.23 0.34 0.79 0.79

滙豐強積金智選計劃 - 強積金保守基金  7,115.24 0.14 0.02 0.24 0.67 1.23 0.34 0.79 0.79

滙豐強積金自選計劃 - 強積金保守基金  127.52 / 0.02 / / / / 0.79 0.79

施羅德強積金集成信託計劃 - 施羅德強積金保守投資組合  37.25 0.14 0.00 — 0.54 0.97 0.26 1.175 1.175

ING
ING 強積金基本計劃 - 強積金保守投資組合  110.70 0.24 0.00 -0.03 0.51 0.73 0.43 1.19 1.19

ING 強積金綜合計劃 - 強積金保守投資組合  56.90 0.26 0.00 -0.03 0.46 0.68 0.43 1.29 1.29

宏利
宏利環球精選 ( 強積金 ) 計劃 - 宏利 MPF 保守基金  1,471.20 0.03 0.02 0.01 0.36 0.65 0.57 0.75 0.75 宏利 [5]

宏利寫意生活 ( 強積金 ) 計劃 - 宏利 MPF 保守基金  1,141.90 0.03 0.02 0.01 0.36 0.65 0.57 0.75 0.75 宏利 [5]

美國萬通 萬全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 強積金保守基金  117.48 0.06 -0.06 -0.07 0.36 0.58 0.40 1.02 - 1.03 1.02 - 1.03

信安

信安強積金計劃 500 系列 - 強積金保守基金 - A 類別
 374.01 

0.00 0.00 0.00 0.50 0.72 0.60 0.95 0.95 信安 [3]

信安強積金計劃 500 系列 - 強積金保守基金 - T 類別 0.00 0.00 0.00 0.55 0.78 0.62 0.95 0.95 信安 [3]

信安強積金計劃 600 系列 - 信安強積金保守基金 - N 類單位  329.71 0.00 0.01 0.01 0.58 0.80 0.94 0.95 0.95 信安 [1]

信安強積金計劃 800 系列 - 信安強積金保守基金 - N 類單位  367.97 0.00 0.01 0.01 0.59 0.80 0.94 0.95 0.95 信安 [2]

加皇

新地強積金僱主營辦計劃 - 渣打強積金保守基金  269.10 0.00 -0.03 0.06 0.59 0.78 0.64 1.40 1.40

渣打強積金計劃 - 全面 - 渣打強積金保守基金  452.91 0.00 -0.03 0.02 0.51 0.71 0.67 1.425 1.425

渣打強積金計劃 - 基本 - 渣打強積金保守基金  1,448.40 0.00 -0.03 0.05 0.55 0.73 0.64 1.425 1.425

永明
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 - 永明首域強積金保守基金 - A

 524.40 
0.01 0.01 0.00 0.38 0.65 0.47 上限 1.195 不適用

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 - 永明首域強積金保守基金 - B 0.01 0.00 0.00 0.45 0.68 0.47 上限 1.195 上限 1.195

貨幣市場基金（5）[10]                                       平均  443.83 0.41 0.00 0.30 0.31 0.77 1.13

最低  443.83 0.41 0.00 0.30 0.31 0.77 1.13

最高  443.83 0.41 0.00 0.30 0.31 0.77 1.13

安盛信託 AXA 強積金明智之選 - AXA 流動基金  443.83 0.41 0.00 0.30 0.31 0.77 1.13 0.99 0.99

東亞
東亞（強積金）行業計劃 - 東亞（行業計劃）人民幣及港幣貨幣市場基金  / / / / / / / 0.79 0.79

東亞（強積金）集成信託計劃 - 東亞（強積金）人民幣及港幣貨幣市場基金 / / / / / / / 0.79 0.79

永明
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 - 永明強積金人民幣及港元基金 - A

/ 
/ / / / / / 上限 1.30 不適用

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 - 永明強積金人民幣及港元基金 - B / / / / / / 上限 1.25 上限 1.25

其他基金（4）                                                  平均   482.50 0.13 -0.11 -0.38 -0.06 0.45 1.36

最低  404.07 0.13 -0.17 -0.51 -0.24 0.24 1.33

最高  560.92 0.14 -0.07 -0.33 -0.01 0.50 1.43

信安

信安強積金計劃 600 系列 - 信安港元儲蓄基金 - D 類單位
 404.07 

0.13 -0.08 -0.34 -0.02 0.47 1.34 1.25 1.25 信安 [1]

信安強積金計劃 600 系列 - 信安港元儲蓄基金 - I 類單位 0.14 -0.17 -0.51 -0.24 0.24 1.43 1.35 1.35 信安 [1]

信安強積金計劃 800 系列 - 信安港元儲蓄基金 - D 類單位
 560.92 

0.13 -0.07 -0.33 -0.01 0.50 1.33 1.25 1.25 信安 [2]

信安強積金計劃 800 系列 - 信安港元儲蓄基金 - I 類單位 0.13 -0.13 -0.41 -0.09 0.43 1.36 1.35 1.35 信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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