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茲就本行辦理特定金錢信託業務，告知委託人及受益人就本行以信託財產與

本行或利害關係人交易情形如下： 1. 受理客戶以特定金錢信託投資本行利害關係人發行之股票/債券/結構型商品：

渣打集團(Standard Chartered Plc)發行之股票/相關系列債券；英商渣打銀行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發行或由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代理發行之相

關系列債券/結構型商品。  2. 受理客戶以特定金錢信託投資國外有價證券並經由本行業務部門為外匯相

關之交易。  

受理客戶以特定金錢信託投資海外債券，並委由英商渣打銀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辦理下單交易事宜。 

二、投資人投資高收益債券基金不宜占其投資組合過高之比重、由於高收益債券

之信用評等未達投資等級或未經信用評等，且對利率變動的敏感度甚高，故

可能會因利率上升、市場流動性下降，或債券發行機構違約不支付本金、利

息或破產而蒙受虧損投資人應審慎評估。 

三、提醒委託人，若投資於由美國政府或公司所發行之投資商品，包括但不限於

共同基金、美國交易所內交易之股票、美國存託憑證、指數股票型基金及認

股權證等，受託人依美國稅法規定，為美國稅務處理之目的，得填具相關美

國稅務申報書件，並將委託人的相關資料(包括但不限於個人資料及交易資

料)提供予美國稅務機構。委託人應自行瞭解前開美國投資商品之相關稅負

規定及其對投資商品之影響，或尋求其稅務顧問之建議。 

四、本行之基金風險等級標準並未採用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

公會所公告之「基金風險報酬等級分類標準」。 

 

五、接獲摩根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通知，其所經理之摩根中國 A 股基金即

日起恢復投資人之單筆單筆單筆單筆申購(含單筆轉申購)。 

六、接獲柏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通知，天利系列基金之總代理人將於

2015 年 8 月 1 日由華頓投信移轉予柏瑞投信，天利系列基金受益人的權益

將不因移轉總代理人而受任何影響。  

七、接獲元大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通知，其所經理之元大寶來雙盈基金、

印度指數基金、印尼指數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三億元，於 2015 年 6 月 30

的資產狀況如下，  

基金名稱基金名稱基金名稱基金名稱  管理資產管理資產管理資產管理資產  受益人數受益人數受益人數受益人數  

元大寶來雙盈基金  286,686,489  1,326  

元大寶來印度指數基金  193,984,770  792  

元大寶來印尼指數基金  264,223,618  887  

 

八、接獲元大寶來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通知，元大寶來全球成長基金將

於 2015 年 8 月 25 日併入元大寶來新興市場 ESG策略基金，並以元大寶來



新興市場 ESG策略基金為存續基金，元大寶來全球成長基金最後申購交易日

為 2015 年 07 月 31 日、最後贖回交易日(含轉申購)為 2015 年 08 月 21 日、

合併基準日為 2015 年 08 月 25 日，另請注意存續基金及消滅基金經理費率

及保管費率差異如下， 

項目 

元大寶來新興市

場 ESG 策略基金 

(存續基金) 

元大寶來全球成長基金(消滅基金) 

經理費率 2.00% 當基金淨值為新台幣十元以上(含本數）時，基金

經理費率為1.75%；當基金淨值為新台幣十元以下

時，基金經理費率為1. 50%。 

保管費率 0.31% 0.26% 

 

九、接獲元大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通知，元大寶來新興市場 ESG策略基

金淨資產價值於 2015 年 7 月 6 日為新台幣 296,521,161，受益人數為 595 人。  

十、接獲元大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通知，元大寶來雙盈基金將併入元大

寶來中國平衡基金，並以元大寶來中國平衡基金為存續基金。元大寶來雙盈

基金之最後申購交易日為 2015 年 07 月 31 日、最後贖回交易日(含轉申購)

為 2015 年 09 月 03 日、合併基準日為 2015 年 09 月 07 日，另請注意存續

基金及消滅基金經理費率及保管費率差異以及存續基金相關風險說明如

下， 

(一)存續基金與消滅基金經理費及保管費差異說明： 

項目 元大寶來中國平衡基金 元大寶來雙盈基金 

合併情形 存續基金 消滅基金 

基金類型 平衡型 平衡型 

可投資國家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香港、新加坡、英國及

美國 

中華民國 

經理費率 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百

分之壹點伍(1.5%)之比率，逐日累計計算，並自

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但本基金自

成立之日起屆滿六個月後，除信託契約第十四

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之特殊情形外，投資於上

市、上櫃公司股票、承銷股票及存託憑證、債

券及其他固定收益證券之總金額未達本基金淨

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七十部分，經理公司之報酬

應減半計收。 

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壹點

零(1.0%)之比率，逐日累計計

算，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

月給付乙次。 

保管費率 0.25% 0.10% 

  



(二)存續基金運用QFII額度投資大陸地區之相關風險： 

元大寶來中國平衡基金目前主要以QFII額度投資大陸地區資產，主要投資風

險包括但不限於資產匯出入限制及基金如遇大量贖回，致使基金於短時間內需支

付的買回價金過鉅，可能會有延緩給付買回價金之風險。其他投資風險請詳見本

基 金 公 開說明書 ， 投 資 人 可向元大投 信索取， 或至公 開 資訊觀測站

(http://mops.twse.com.tw)及元大投信網站(http://www.yuantafunds.com )查詢及

下載。 

 

十一、 接獲摩根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通知，摩根東歐基金將自 2015 年

9 月 30 日起，將調整投資目標及中英文名稱為摩根新興歐洲股票基金，不

再以中歐及東歐為主要之投資，而將投資於包括俄羅斯之歐洲新興市場國家

之公司。 

中英文名稱(變更前) 中英文名稱(變更後) 

摩根東歐基金-摩根東歐(歐元)-A 股(分

派) 

JPMorgan Funds-Eastern Europe Equity 

Fund- JPM Eastern Europe Equity A 

(dist)-EUR 

摩根新興歐洲股票基金-摩根新興歐洲

股票(歐元)-A 股(分派) 

JPMorgan Funds-Emerging Europe Equity 

Fund- JPM Emerging Europe Equity A 

(dist)-EUR 

十二、 接獲摩根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通知，摩根台灣增長基金、摩根新

興科技基金、摩根亞洲基金、摩根龍揚基金、摩根中小基金、摩根平衡基金

之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之部分條文修正，修正條文中有關運用該基金投資之基

本方式及範圍之規定均訂於 2015 年 9 月 1 日起生效，其餘修正事項，則自

2015 年 7 月 7 日起生效，相關資訊請至摩根網站

(https://www.jpmrich.com.tw/)之基金大事區查詢。 

十三、 接獲保德信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通知，其所經理之基金因應中華

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 2015 年 4 月 24 日中信顧字第

10400506081號函轉金管會 2015 年 3 月 26 日金管證投字第 1040005649號

函規定修正基金信託契約。信託契約公告查詢網站為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

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http://www.sitca.org.tw)及基金公司官網(http:// 

www.pru.com.tw)，更新版基金公開說明書可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http://mops.twse.com.tw)或基金公司官網(http:// www.pru.com.tw)查詢。 

十四、 接獲駿利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通知，其所總代理之駿利靈活入息

基金及駿利高收益基金之 A 美元入息類股及 A澳幣入息類股(對沖)，變更為

依董事之裁量決定，允許宣告 100%之股息自資本分配，生效日為 2015 年 7

月 10 日。 

十五、 接獲第一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通知，其所經理之第一金大中華

基金等 14檔基金修正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相關條文及公開說明書。信託契約

公告查詢網站為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http:// 



www.fsitc.com.tw )及基金公司官網(http://www.invesco.com.tw)，更新版基金

公開說明書可至公開資訊觀測站(http://mops.twse.com.tw)或基金公司官網

(http:// www.fsitc.com.tw)查詢。 

十六、 接獲貝萊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通知，其所總代理之貝萊德全球

基金-環球股票基金(消滅基金)將併入貝萊德全球金-環球特別時機基金(存續

基金)合併基金基準日為 2015 年 9 月 25 日。貝萊德全球金-環球股票基金(消

滅基金)最後交易日為 2015 年 9 月 18 日。 

十七、 接獲貝萊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通知，其所總代理之貝萊德全球

基金系列之七檔子基金之預計槓桿比率擬於 2015 年 7 月 20 日起變更如下：  

(1) 貝萊德環球資產配置基金，預計槓桿比率由 80%調整為

140%。 

(2) 貝萊德環球動力股票基金，預計槓桿比率由 60%調整為

100%。 

(3) 貝萊德印度基金，預計槓桿比率由 0%調整為 5%。 

(4) 貝萊德日本特別時機基金，預計槓桿比率由 0%調整為 5%。 

(5) 貝萊德日本靈活股票基金(原名為貝萊德日本價值型基金) ，預

計槓桿比率由 0%調整為 5%。 

(6) 貝萊德美國價值型基金，預計槓桿比率由 0%調整為 5%。 

(7) 貝萊德美國特別時機基金，預計槓桿比率由 0%調整為 5%。 

十八、 接獲聯博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通知:聯博境外基金 B 系列相

關受益憑證級別(以及相應之避險受益憑證級別)之轉換事宜，說明如

下。 

聯博境外基金 B 系列相關受益憑證級別(以及相應之避險受益憑證級別)

必須持有六年六年六年六年方可轉換為相同基金相對應之 A 系列相關受益憑證級別(以

及相應之避險受益憑證級別)    聯博-全球複合型股票基金 聯博-全球平衡性基金(2011 年 3 月 5 日終止在台銷售) 聯博-全球程長趨勢基金 聯博-全球價值型基金 聯博-新興市場成長基金 聯博-美國成長基金 聯博-亞洲股票基金 聯博-歐元區策略價值基金(原聯博-歐洲成
聯博-歐洲收益基金 聯博-房貸收益基金(原聯博-短期債券基金) 聯博-美國前瞻主題基金 聯博-國際醫療基金 聯博-國際科技基金 聯博-全球不動產證券基金 聯博-前瞻主題基金 聯博-印度成長基金 聯博-中國時機基金(原聯博-大中華基金) 



長基金) 聯博-歐洲價值型基新 聯博-美國收益基金 聯博-日本策略價值基金 聯博-精選美國股票基金 
 

B 系列相關受益憑證級別(以及相應之避險受益憑證級別)必須持有四四四四年年年年方

可轉換為相同基金相對應之 A 系列相關受益憑證級別(以及相應之避險受

益憑證級別)    聯博-成熟市場多元收益基金(原聯博-全球保守型基金) 聯博-全球債券基金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聯博-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十九、 接獲聯博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通知:其所代理聯博-新興市

場債券基金由於近期新興市場殖利率升高，基金獲利能力增強，自 2015 

年 7 月份之配息(於 2015 年 8 月初收到配息) 開始進行調整。 

配息 AT 級別美元  BT 級別美元  AA 級別美元  

最新配息金額  $0.0688  $0.0558  $0.0795  

原先配息金額  $0.0654  $0.0512  $0.0791  

 

二十、 接獲施羅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通知:其所代理之施羅德

環球基金系列─環球股息增值將自 2015 年 4 月 10 日起變更基金自中

文名稱為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股息，本基金之英文名稱不變。 

基金中文名稱變更前 基金中文名稱變更後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股息增值股息增值股息增值股息增值基

金 A 類股份-累積單位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股息股息股息股息基

金 A 類股份-累積單位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股息增值股息增值股息增值股息增值基

金 AX 類股份-配息單位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股息股息股息股息基

金 AX 類股份-配息單位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股息增值股息增值股息增值股息增值基

金(澳幣對沖)A 類股份-配息單位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股息股息股息股息基

金(澳幣對沖)A 類股份-配息單位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股息增值股息增值股息增值股息增值基

金(歐元對沖)A 類股份-累積單位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股息股息股息股息基

金(歐元對沖)A 類股份-累積單位 

 

二十一、 接獲施羅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通知:其所代理之施羅

德環球基金系列，因近年來股票市場大幅上升，導致整體市場之股息

收益率下滑，境外基金董事會經評估後自 2015 年 9 月起變更施羅德環

球基金系列─環球收益股票基金、環球股息基金(原名稱:環球股息增值)

及歐洲股息基金之配息政策，受影響之股份類別及內容如下。 基金名稱 計價 現行配 現行配息政 新配息 新政策下之



幣別 息政策 策之最後基準日 政策 第一個基準日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

列─環球收益股票

基金 A1 類股份-配

息單位 

美元 
每月

配息 

4%固

定年

息 

2015/8/26 
每月 

配息 

3%固

定年

息 

2015/9/23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

列─環球股息基金

(原名稱:環球股息

增值)AX 類股份-配

息單位 

美元 
每月

配息 

8%固

定年

息 

2015/8/26 
每月

配息 

7%固

定年

息 

2015/9/23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

列─環球股息基金

(原名稱:環球股息

增值)(澳幣對沖)A

類股份-配息單位 

澳幣 
每月

配息 

8%的

年息

+/-溢

價/折

扣 

2015/8/26 
每月

配息 

7%的

年息

+/-溢

價/折

扣 

2015/9/23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

列─歐洲股息基金

A 類股份-配息單位 

歐元 
每季

配息 

8%固

定年

息 

2015/8/26 
每季

配息 

7%固

定年

息 

2015/9/23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

列─歐洲股息基金

(美元對沖)A 類股

份-配息單位 

美元 
每月

配息 

8%固

定年

息 

2015/8/26 
每月

配息 

7%固

定年

息 

2015/9/23 

 

二十二、 接獲宏利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通知: 其所代理之「宏利

中國點心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等 12 檔基金，依主管機關規

定，配合修正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暨公開說明書有關基金投資組合公佈

之方式及內容。修正後基金公開說明書可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http://mops.twse.com.tw)查詢。 

 

二十三、 接獲瀚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現公司通知: 其所經理之「瀚亞

美國高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瀚亞全球綠色金脈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瀚亞非洲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瀚亞股債入息組何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買回日定義由 T+1 日變更為 T 日，自 10 月 1 日起生效。另

修訂證券投資信託契約及基金公開說明書，最新說明書請至公開資訊

觀測站查詢(http://newmops.tse.com.tw)。 

 

二十四、 接獲兆豐國際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通知: 其所經理之



「兆豐國際新興市場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修訂其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含基金投資範圍及投資限制等內容。修正後基金公開說明

書可至公開資訊觀測站(http://newmops.tse.com.tw)及兆豐

(http://www.megafunds.com.tw)網站查詢 

 

二十五、 接獲兆豐國際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通知: 其所經理之

「兆豐國際寶鑽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延長彈性調降基金保管

費率期間，並修訂其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修正後基金公開說明書可至

公開資訊觀測站(http://newmops.tse.com.tw)及兆豐

(http://www.megafunds.com.tw)網站查詢。 

 

二十六、 接獲兆豐國際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通知: 其所經理之

「兆豐國際第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兆豐國際萬全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兆豐國際中小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兆豐國際豐台灣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兆豐國際生命科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兆豐國際電子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兆豐國際全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兆豐國際

國民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修訂基金信託契約，修正後基金公開說明書

可至公開資訊觀測站(http: //newmops.tse.com.tw)及兆豐

(http://www.megafunds.com.tw)網站查詢。 

 

二十七、 接獲宏利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通知: 其所代理之「宏利

全球入息動態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宏利全球債券組合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修正證券投資信託契約部分條文，修正後基金公開說明

書可至公開資訊觀測站(http://mops.twse.com.tw)查詢。 

 

二十八、  接獲富邦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通知: 其經理之「富邦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等 29 檔基金，修正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暨公開說明

書，最新公告稿暨修訂後公開說明書可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http://mops.twse.com.tw)或富邦投信網站(http://www.fubon.com)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