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接獲富達證劵通知

中文名稱將變更為富達基金

Funds-South East Asia Fund

投資目標亦於生效日起由原

股票證劵。其基金可直接將其淨資產投資於中國

要投資於亞洲(日本除外

其淨資產投資於中國 A

明書中的富達基金風險類別表

22 日任一計價日，原持有富達基金

至本行架上富達其他系列基金

 

二、 接獲貝萊德投信通知

員會申請衍生性部位之專案豁免

  

三、 接獲德銀遠東證劵通知

金至 2016 年 1 月 12 日

  

四、 接獲富盛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通知

行變更一事，自 2015

International 愛爾蘭分行將辭任保管公司一職

Ireland Limited 將受指派而取代其擔任保管公司

境外基金觀測站，詳見網站

權益。 

 

五、 接獲元大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通知

資信託基金有發生淨資產價值低於新台幣三億元基金名稱基金名稱基金名稱基金名稱 元大印度指數基金元大印尼指數基金
 

六、 接獲富邦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通知

說明書內容。為分散投資風險

訂基金信託契約及公開說明書

於 2016 年 3 月 1 日為基準日

 

七、 接獲瀚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通知

劵基金與瀚亞縱橫全球高收益債劵基金

全球高收益債劵基金。

接獲富達證劵通知，自 2016 年 3 月 23 日，富達基金

中文名稱將變更為富達基金-亞洲聚焦基金，英文名稱將由原本

South East Asia Fund 變更為 Fidelity Funds-Asia Focus Fund

投資目標亦於生效日起由原「主要投資於環太平洋地區(日本除外

其基金可直接將其淨資產投資於中國 A 股和 B 股。」

日本除外)各證劵交易所上市之股票證劵。其基金可直接將

A 股和 B 股。」但其基金之風險類別(揭露於公開說

明書中的富達基金風險類別表)及風險因素不變。自即日起至

原持有富達基金-東南亞基金之投資人得免費將股份轉

至本行架上富達其他系列基金，惟本行仍收取 500 元轉換費。

接獲貝萊德投信通知，貝萊德多元資產基金已向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申請衍生性部位之專案豁免，將於 2016 年 1 月 13 日起恢復交易

接獲德銀遠東證劵通知，德銀遠東 DWS 台灣旗艦證劵投資信託基

日止之淨資產價值低於新台幣叁億元。 

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通知: 先機環球基金保管銀

2015 年 12 月 31 日 00:01 時(愛爾蘭時間

愛爾蘭分行將辭任保管公司一職，且 Citi Depositary Services 

將受指派而取代其擔任保管公司，更新之公開說明已上傳至

詳見網站。上述變更皆不影響現有子基金及相關股東之

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通知: 其有關於元大

有發生淨資產價值低於新台幣三億元之情事，詳見下表 淨值日期淨值日期淨值日期淨值日期 淨值淨值淨值淨值    管理資產管理資產管理資產管理資產元大印度指數基金 20151231 8.819 191,871,433.00元大印尼指數基金 20151230 7.966 274,520,287.00
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通知: 其富邦基金修訂公開

為分散投資風險、提高基金操作效益及實務作業之考量

訂基金信託契約及公開說明書，增訂將上櫃股票納入國內股票總資產

日為基準日。 

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通知: 其瀚亞全球高收益債

劵基金與瀚亞縱橫全球高收益債劵基金合併乙案，存續基金之名稱為瀚亞

。其合併基準日為 2016 年 3 月 17日，詳見下表

富達基金-東南亞基金

英文名稱將由原本 Fidelity 

Asia Focus Fund。本基金

日本除外)上市的

。」變更為「主

其基金可直接將

揭露於公開說

自即日起至 2016 年 3 月

東南亞基金之投資人得免費將股份轉

。   

貝萊德多元資產基金已向金融監督管理委

日起恢復交易。  

台灣旗艦證劵投資信託基

  

先機環球基金保管銀

愛爾蘭時間)起，Citibank 

Depositary Services 

更新之公開說明已上傳至

上述變更皆不影響現有子基金及相關股東之

其有關於元大證劵投

詳見下表。 管理資產管理資產管理資產管理資產    191,871,433.00 274,520,287.00 
其富邦基金修訂公開

提高基金操作效益及實務作業之考量，修

增訂將上櫃股票納入國內股票總資產，訂

瀚亞全球高收益債

存續基金之名稱為瀚亞

詳見下表： 



 

 相關作業 不同意基金合併之受益人得請求買回日停止受理消滅基金受益憑證之申購及買回日資產移轉及合併完成日 

 

八、 接獲富蘭克林證劵

說明書更新通知。富蘭克林坦伯頓成長基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中小型公司成長基金以及富蘭克林坦伯頓外國基金公開

說明書更新，依其 2016

重點摘要如下表： 

(一) 基金摘要所載內容之變動或增加情形

1. 富蘭克林坦伯頓世界基金及外國基金

風險之敘述。 

2. 富蘭克林坦伯頓中小型公司成長基金變更經理公司為

顧問公司」。 

(二) 基金細節所載內容之變動或增加情形

1. 富蘭克林坦伯頓成長基金

新增流動型風險之敘述

2. 富蘭克林坦伯頓中小型公司成長基金新增多重經理公司架構之敘

述。 

3. 「配息與稅賦」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

報及代扣要求」

(三) 帳戶政策新增「非現金贖回

 

九、 接獲富蘭克林證劵

售業務之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

團隊異動通知，詳見下表基金名稱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劵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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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不同意基金合併之受益人得請求買回日 即日起至 2016 年 3 月 15 日止之營業日停止受理消滅基金受益憑證之申購及買回日 2016 年 3 月 16 日起至 2016 年2016 年 3 月 21 日 

富蘭克林證劵公司通知: 其公司所代理之美國註冊基金公開

富蘭克林坦伯頓成長基金、富蘭克林坦伯頓世界基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中小型公司成長基金以及富蘭克林坦伯頓外國基金公開

2016 年 1 月 1 日公開說明書所載內容之變動或增加修訂

基金摘要所載內容之變動或增加情形： 

富蘭克林坦伯頓世界基金及外國基金「主要風險」單元新增流動性

 

富蘭克林坦伯頓中小型公司成長基金變更經理公司為「

基金細節所載內容之變動或增加情形： 

富蘭克林坦伯頓成長基金、世界基金及外國基金「主要風險

新增流動型風險之敘述 

富蘭克林坦伯頓中小型公司成長基金新增多重經理公司架構之敘

」單元因應美國之外國帳戶稅收遵從法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簡稱「FATCA」)規定，調整

」段落之相關說明。 

非現金贖回」之文字說明。 

富蘭克林證劵公司通知: 其公司經金管會核准辦理募集及銷

售業務之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公司債基金及精選收益基金經理

詳見下表。 基金名稱 現任基金經理團隊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公司債基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劵且基 貝西.霍弗曼(Betsy Hofman) 艾瑞克.高羽(Eric Takaha)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精選收益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艾瑞克.高羽(Eric Takaha) 克 里 斯 . 摩 洛 斐 (Chris Molumphy) 肯特.伯恩斯(Kent Burns) 羅傑.貝斯頓(Roger Bayston) 

日止之營業日 年 3 月 21 日止 

其公司所代理之美國註冊基金公開

富蘭克林坦伯頓世界基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中小型公司成長基金以及富蘭克林坦伯頓外國基金公開

日公開說明書所載內容之變動或增加修訂

單元新增流動性

「坦伯頓投資

主要風險」單元

富蘭克林坦伯頓中小型公司成長基金新增多重經理公司架構之敘

遵從法(The Foreign 

調整「其他申

公司經金管會核准辦理募集及銷

公司債基金及精選收益基金經理新任基金經理團隊 貝西.霍弗曼(Betsy Hofman) 葛倫.華勒(Eric Takaha) 克 里 斯 . 摩 洛 斐 (Chris Molumphy) 羅傑.貝斯頓(Roger Bayston) 派 翠 西 亞 . 歐 康 諾 (Patricia O’Connor) 



 

  

 

十、 接獲富蘭克林證劵

售業務之富蘭克林坦伯頓新興市場團隊旗下基金經理人異動通知

表。  基金名稱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
 

富蘭克林證劵公司通知: 其公司經金管會核准辦理募集及銷

售業務之富蘭克林坦伯頓新興市場團隊旗下基金經理人異動通知 現任基金經理團隊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亞洲成長基金 馬克.墨比爾斯(Mark Mobius)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大中華基金 馬克.墨比爾斯(Mark Mobius)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金磚四國基金 馬克.墨比爾斯(Mark Mobius) 林崇文(Dennis Lim) 吳惠國(Tom Wu) 

肯特.伯恩斯(Kent Burns) 
其公司經金管會核准辦理募集及銷

售業務之富蘭克林坦伯頓新興市場團隊旗下基金經理人異動通知，詳見下新任基金經理團隊 林雄(Allan Lam) 馬克.墨比爾斯(Mark Mobius) 周國剛(Eddie Chow) 馬克.墨比爾斯(Mark Mobius) 林崇文(Dennis Lim) 馬克.墨比爾斯(Mark Mobi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