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強積金預設基金名單（截至 2014 年 5 月 31 日）  
核准受託人  強積金計劃  強積金預設基金名稱  
友邦（信託）有限公司  友邦強積金優選計劃  保證組合  
友邦（信託）有限公司  友邦強積金簡選計劃  保證組合  
友邦（信託）有限公司  友邦強積金尚選計劃  保證組合  
安盛信託有限公司  A X A 強積金  — 易富

之選  
A X A 強積金保守基金  

安盛信託有限公司  A X A 強積金  — 明智

之選  
A X A 強積金保守基金  

銀聯信託有限公司  德盛安聯強積金計劃  德盛安聯強積金保守基

金  
銀聯信託有限公司  A M T D 強積金計劃  A M TD  RC M 穩定資本

基金  
銀聯信託有限公司  BC T（強積金）行業

計劃  
BC T（行業）E3 0 混

合資產基金  
銀聯信託有限公司  BC T 積金之選  BC T E 30 混合資產基

金  

銀聯信託有限公司  景順強積金策略計劃  資本穩定基金  
交通銀行信託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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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亞銀行（信託）有限

公司  
東亞（強積金）行業計

劃  
東亞（行業計劃）平穩

基金  
東亞銀行（信託）有限

公司  
東亞（強積金）集成信

託計劃  
東亞（強積金）平穩基

金  
東亞銀行（信託）有限

公司  
東亞（強積金）享惠計

劃  
東亞平穩基金  

中銀國際英國保誠信託

有限公司  
中銀保誠簡易強積金計

劃  
中銀保誠平穩基金  

中銀國際英國保誠信託

有限公司  
我的強積金計劃  我的平穩基金  

中國人壽信託有限公司  中國人壽強積金集成信

託計劃  
中國人壽平衡基金  

富衛退休金信託有限公

司  
富衛強積金集成信託基

本計劃  
富衛強積金基本計劃本

金保證投資組合  
富衛退休金信託有限公

司  
富衛強積金集成信託綜

合計劃  
富衛強積金綜合計劃本

金保證投資組合  
 
 
 
 

 
 

 
 

   



核准受託人  強積金計劃  強積金預設基金名稱  
滙豐機構信託服務（亞

洲）有限公司  
富達退休集成信託*  資本穩定基金  

富達「儲蓄易」2 020
基金  
富達「儲蓄易」2 025
基金  
富達「儲蓄易」2 030
基金  
富達「儲蓄易」2 035
基金  
富達「儲蓄易」2 040
基金  

滙豐機構信託服務（亞

洲）有限公司  
海通 MP F 退休金  海通亞太（香港以外）

基金  
海通環球分散基金  
海通香港特區基金  
海通韓國基金  
海通強積金保守基金  

HSBC Provident Fund 
Trustee (Hong Kong) 
Limited 

恒生強積金易選計劃  環球債券基金  
環球股票基金  
強積金保守基金  

HSBC Provident Fund 
Trustee (Hong Kong) 
Limited 

恒生強積金精選計劃  強積金保守基金  

HSBC Provident Fund 
Trustee (Hong Kong) 
Limited  

恒生強積金智選計劃  強積金保守基金  

HSBC Provident Fund 
Trustee (Hong Kong) 
Limited  

恒生強積金自選計劃  強積金保守基金  

HSBC Provident Fund 
Trustee (Hong Kong) 
Limited  

滙豐強積金易選計劃  環球債券基金  
環球股票基金  
強積金保守基金  

HSBC Provident Fund 
Trustee (Hong Kong) 
Limited  

滙豐強積金精選計劃  強積金保守基金  

HSBC Provident Fund 
Trustee (Hong Kong) 
Limited  

滙豐強積金智選計劃  強積金保守基金  

HSBC Provident Fund 
Trustee (Hong Kong) 
Limited  

滙豐強積金自選計劃  強積金保守基金  



核准受託人  強積金計劃  強積金預設基金名稱  
HSBC Provident Fund 
Trustee (Hong Kong) 
Limited  

施羅德強積金集成信託

計劃  
施羅德強積金均衡投資

組合  
施羅德強積金資本平穩

投資組合  
施羅德強積金保守投資

組合  
施羅德強積金平穩增長

投資組合  
宏利公積金信託有限公

司  
宏利環球精選（強積

金）計劃  
宏利 MP F 利息基金  

美國萬通信託有限公司  萬全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亞洲均衡基金  
亞太股票基金  
歐洲股票基金  
環球債券基金  
環球證券基金  
環球增值基金  
環球均衡基金  
大中華股票基金  
保證基金  
香港股票基金  
強積金保守基金  
美國股票基金  

信安信託（亞洲）有限

公司  
信安強積金計劃 6 00
系列  

信安港元儲蓄基金  

信安信託（亞洲）有限

公司  
信安強積金計劃 8 00
系列  

信安港元儲蓄基金  

加皇信託香港有限公司  新地強積金僱主營辦計

劃  
渣打強積金保守基

金  —  新地  
加皇信託香港有限公司  渣打強積金計劃  —  全

面  
渣打強積金保守基

金  —  全面  
加皇信託香港有限公司  渣打強積金計劃  —  基

本  
渣打強積金保守基

金  —  基本  
永明信託有限公司  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  永明首域強積金平穩基

金  
富通信託(香港)有限公司 富通保險集成信託強積金

** 
富通環球均衡基金 

宏利公積金信託有限公司 宏利寫意生活（強積金）

計劃** 
宏利 MPF 利息基金 

   



核准受託人  強積金計劃  強積金預設基金名稱  
信安信託 (亞洲) 有限公司 信安強積金計劃 500 系列

** 
平穩增長基金 

 
註  :  

 
*    如新登記參加計劃的僱員的僱主參加計劃的日期在 20 08 年 10 月 27 日

之前，該計劃以強積金保守基金作為預設基金。   

* *   此等計劃已與其他強積金計劃合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