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接獲景順投信

蘭基金系列 1-5，擬修訂基金公開說明書

修改之內容包含新增穩定月配息股份類別

息股份類別更名為穩定月配息股份類別及相關修正

譯本請詳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

 

二、 接獲富蘭克林投顧通知

伯頓世界基金經理團隊異動如下

策：  基金名稱  富蘭克林坦伯頓成長基金  

景順環球系列 景順基金系列1
景順歐洲動力基金 景順日本基金 

景順日本動力基金 景順東協基金 

景順英國動力基金 
 景順天下地產證劵基金 
 

景順投信通知: 其公司所代理景順環球投資系列及景順愛爾

擬修訂基金公開說明書，預定於 2016 年 7 月

修改之內容包含新增穩定月配息股份類別、股息配發政策變更及將利率入

息股份類別更名為穩定月配息股份類別及相關修正。更新之公開說明書中

譯本請詳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 (http://www.fundclear.com.tw/) 

接獲富蘭克林投顧通知: 富蘭克林坦伯頓成長基金及富蘭克林坦

伯頓世界基金經理團隊異動如下，此項變動不會影響本基金既有之投資政現任基金經理團隊  新任基金經理團隊諾曼 波斯瑪 (Norman J. Boersma) 諾曼 波斯瑪 (Norman J. Boersma)塔克 史考特(Tucker Scott) 塔克 史考特(Tucker Scott)詹姆士 哈柏 (James Harper) 詹姆士 哈柏 (James Harper)海樂 安諾 (Heather Arnold)  海樂 安諾 (Heather Arnold)  克里斯多佛 皮爾  赫博 阿奈特 (Herbert Arnett) 

修訂基金公開說明書如下修訂基金公開說明書如下修訂基金公開說明書如下修訂基金公開說明書如下  

1 景順基金系列2 景順基金系列3 景順基金系列
 景順債劵基金 景順健康護理基金 景順環球企業基金
 景順新興市場債劵基金 景順科技基金 景順歐洲大陸企業基金
景順環球高收益債劵基金 

 景順英國債劵基金 
 

其公司所代理景順環球投資系列及景順愛爾

月 29 日生效，

股息配發政策變更及將利率入

更新之公開說明書中

 

富蘭克林坦伯頓成長基金及富蘭克林坦

此項變動不會影響本基金既有之投資政新任基金經理團隊  (Norman J. Boersma) (Tucker Scott) (James Harper) (Heather Arnold) 皮爾 (Christopher Peel) (Herbert Arnett)  

景順基金系列4 景順基金系列5 
景順環球企業基金 景順韓國基金 

景順歐洲大陸企業基金 景順中國基金 

 

景順開發中市場基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世界基金  諾曼 波斯瑪 (Norman J. Boersma) 諾曼 波斯瑪 (Norman J. Boersma) 塔克 史考特(Tucker Scott) 塔克 史考特(Tucker Scott) 詹姆士 哈柏 (James Harper) 詹姆士 哈柏 (James Harper) 海樂 安諾 (Heather Arnold)  海樂 安諾 (Heather Arnold)   克里斯多佛 皮爾 (Christopher Peel)   赫博 阿奈特 (Herbert Arnett)  
 

三、 接獲統一投信通知: 為使基金有更靈活的操作空間，使受益人獲

取更加投資報酬，統一黑馬基金、統一中小基金、統一經建基金、統一奔

騰基金、統一大滿貫基金、統一強漢等基金投資型標的，增列可投資國內

證劵交易市場交易之反向型 ETF、槓桿型 ETF、商品 ETF 及期貨信託事業

對不特定人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並於 2016 年 8 月 18 日起生效。  

 

四、 接獲摩根資產管理通知: 下表為在台撤銷核備之基金，經境外基

金機構摩根資產管理公司全面檢視後，其機構決定自 2016 年 10 月 14 日(含

當日，下稱最後交易日)後，停止受理下表基金定時﹙不﹚定額扣款。最後

交易日後，投資人原投資下表基金所持有的單位數，仍可繼續持有直到買

回或轉換。 基金名稱 摩根歐元區股票基金(美元) 摩根國際債券及貨幣基金 摩根歐洲策略成長基金 摩根歐洲策略價值基金 摩根環球發現基金 摩根環球可換股證券基金(美元) 摩根環球可換股證券基金(歐元) JPM德國增長(歐元)基金-A股 JPM歐洲科技基金 
 

五、 接獲摩根資產管理通知: 其公司總代理之摩根基金-美國小型企業

股票基金取消績效費及類股名稱配合調整如說明事。 

 

六、 接獲天利投信通知: SICAV 董事會決議對 SICAV 公開說明書進行

修正，變動內容為將某些投資組合的 A 股進行費用調降如下表，變動將於

2016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 

 A股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包含當日) 自 2016 年 7 月 1日起  投資組合 資產管理費 營運費用 資產管理費  營運費用  



天利(盧森堡)-全球能源股票基金  1.75% 0.35% 1.65% 0.35% 天利(盧森堡)-全球新興市場債劵基金  1.50% 0.30% 1.35% 0.30% 天利(盧森堡)-全球新興市場公司債劵基金 1.50% 0.30% 1.35% 0.30% 天利(盧森堡)-環球資產配置基金 1.50% 0.35% 1.35% 0.35% 
 

七、 接獲國泰投信通知: 國泰投信經理之「國泰台灣計量基金」將併

入「國泰國泰基金」，並以「國泰國泰基金」為存續基金，基金合併基準

日為 2016 年 8 月 19 日。本行架上並無「國泰台灣計量基金」，而「國泰

國泰基金」之受益人若不同意基金合併，得於 2016 年 8 月 17 日前﹙含﹚

提出贖回申請。 

 

八、 接獲保德信投信通知: 其公司經理之「保德信高成長證劵投資信託基

金」等 9 檔基金修訂證劵投資信託契約，修訂後條文將於 2016 年 9 月 12 日生

效。 

 基金名稱 修改內容 保德信高成長證劵投資信託基金  保德信投信修訂 9檔基金之證劵投資信託契約第十四條內容均訂於 2016年 9月 12日起生效。 基金公開說明書查詢請至公開資訊觀測站(http://mops.twse.com.tw)及保德信投信網站(http://www.pru.com.tw)  
保德信金滿意證劵投資信託基金  保德信店頭市場證劵投資信託基金  保德信第一證劵投資信託基金  保德信科技島證劵投資信託基金  保德信中小型股證劵投資信託基金  保德信新世紀證劵投資信託基金  保德信金平衡證劵投資信託基金  保德信台商全方位證劵投資信託基金  

 

九、 接獲富蘭克林投顧通知: 其公司之富蘭克林坦柏頓成長基金、世

界基金及外國基金績效指標變更通知如下表。  基金名稱  變更前之基金績效指標  變更後之基金績效指標 富蘭克林坦伯頓成長基金 摩根史坦利世界指數  摩根史坦利資本國際所有國家世界指數  MSCI World Index  MSCI ALL Country World Index  富蘭克林坦伯頓世界基金 摩根史坦利世界指數  摩根史坦利資本國際所有國家世界(美元避險)指數  MSCI World Index  MSCI AC World (USD Hedged) Index  富蘭克林坦伯頓外國基金 摩根史坦利資本國際歐澳遠東指數  摩根史坦利資本國際所有國家世界不含美國指數  MSCI EAFE Index  MSCI All Country World ex-USD Index  
 

十、 接獲施羅德投信通知:施羅德總代理之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日本



股票(存續基金)將於 2016 年 8 月 17 日合併未經核准在國內募集及銷售之

Schroder International Selection Fund – Japanese Equity Alpha(消滅基金)，

此合併對存續基金之投資組合或表現不會造成重大影響。持有存續基金股

份之投資人如無意在合併後繼續持有股份，有權於 2016 年 8 月 17 日交易

截止時間前贖回或將持股轉換至另一核准在國內募集及銷售之施羅德境

外基金。 

 

十一、 接獲聯博投信通知: 聯博相關基金將更名如下:  更名前 更名後 生效日 聯博歐洲價值型基金A股歐元 European Value Portfolio 聯博-歐洲股票基金 European Equity Portfolio 2016 年 9月 14 日 聯博歐元區策略價值基金 Eurozone Strategic Value Portfolio 聯博-歐元區股票基金 Eurozone Equity Portfolio 2016 年 9月 14 日  
十二、 接獲聯博投信通知:聯博-中國時機基金自 2016 年 9 月 14 日起將

擴大其投資範圍，以增加投資於中國國內證券之能力，但該等投資不會超

過中國時機基金淨資產之 10%。此外，自 2016 年 9 月 14 日起，聯博-中

國時機基金之下單截止時間將自美國東部時間下午 4:00 改為歐洲中部時

間下午 6:00。  

 

十三、 接獲聯博投信通知:更正聯博經理之「聯博收益傘型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包括聯博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2 檔子基金)，委任受託管理機構辦理外匯兌換交易及匯

率避險管理業務等事宜，並配合修訂基金信託契約及公開說明書，將自

2016 年 7 月 20 日起陸續生效。  

 

十四、 接獲聯博投信通知:聯博所代理之聯博-全球成長趨勢基金將於

2016 年 10 月 28 日（簡稱「生效日」）併入聯博-前瞻主題基金，聯博-全

球成長趨勢基金之新申購將接受到 2016 年 10 月 21 日之相關截止時間（簡

稱「截止時點」）為止。贖回或轉換之要求亦將接受到截止時點，而於截

止時點後，聯博-全球成長趨勢基金至生效日（含）止將暫停交易。 

十五、 接獲施羅德投信通知:2016 年 6 月 24 日總代理之施羅德境外基金

淨值計算有誤，致基金每股淨資產價值(NAV)有被低估一事，當日贖回交

易受影響之基金包含施羅德環球新興亞洲 A1 和施羅德亞洲收益股票(配

息) ，本行已於同年 7 月 18 日將受影響基金之贖回金額或單位數補償至客

戶帳上。  

 

十六、 接獲柏瑞投信通知:柏瑞總代理之天利(盧森堡)系列基金修訂公開



說明書， 配合修訂之公開說明書摘要如下，並可於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

(http://announce.fundclear.com.tw)中下載: 

1. 天利(盧森堡)系列基金之某些基金類股調降資產管理費或營運費用； 

2. 新增存託機構相關資訊； 

3. 其他更新和補充說明。  

 

十七、 接獲景順投信通知:其所代理之境外基金「景順歐元通賬掛鉤債券

基金」自 2016 年 9 月 12 日起終止在中華民國之募集及銷售，除原採定期

定額扣款作業之投資人得繼續扣款之外，不再受理投資人申購。 

 

十八、 接獲聯博投信通知:聯博經理之「聯博收益成長傘型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之聯博歐洲收益成長平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委任受託管理機構辦

理外匯兌換交易及匯率避險管理業務等事宜，並配合修訂基金信託契約及

公開說明書，將自 2016 年 7 月 1 日起陸續生效。  ------------------------------------------------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