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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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獲瑞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通知，瑞銀(盧森堡)日本中小型股票基金(日幣)將於 2015

年 9 月 22 日併入瑞銀(盧森堡)日本股票基金(日幣)，瑞銀(盧森堡)日本中小型股票基金(日幣)最

後申購交易日為 2015 年 08 月 13 日、最後贖回交易日(含轉申購)為 2015 年 09 月 14 日。 

六、 接獲元大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通知，因應該公司於 2015 年 7 月 6 日更名，修訂各基金信

託契約之經理公司名稱、基金名稱及基金專戶名稱等所涉相關條文內容，及配合前述信託契約

修訂而進行各基金公開說明書之修訂，投資人得自該公司網站（http://www.yuantafunds.com）或

公開資訊觀測站（http://mops.twse.com.tw）查詢下載修訂後之各基金公開說明書。另有修訂指

數 型 基 金 及 指 數 股 票 型 基 金揭露基 金 與 指 數表現差異比較等 最新資訊之網站網址為

http://www.yuantaetfs.com。旨揭 65檔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期貨信託基金名稱之更名基準日訂為

104 年 10 月 15 日。旨揭 65檔基金受益憑證已全數採無實體發行，其受益憑證係登載於本公司

開設於集保公司之保管劃撥帳戶下之基金登錄專戶，故受益人無需換發基金受益憑證。 

各各各各基金名稱修基金名稱修基金名稱修基金名稱修訂對照表訂對照表訂對照表訂對照表如下如下如下如下：：：：  NO. 基金名稱 基金類型 變更後後後後  變更前前前前  1 元大全球國富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全球國富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全球國富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全球國富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全球國富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債券型-海外 2 元大人民幣利基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元大元大人民幣利基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元大元大人民幣利基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元大元大人民幣利基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元大中國機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中國機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中國機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中國機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人民幣利基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元大寶來中國機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債券型-海外 3 元大得寶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得寶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得寶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得寶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得寶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貨幣市場型-國內 



4 元大得利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得利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得利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得利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得利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貨幣市場型-國內 5 元大萬泰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萬泰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萬泰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萬泰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萬泰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貨幣市場型-國內 6 元大人民幣利基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元大元大人民幣利基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元大元大人民幣利基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元大元大人民幣利基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元大人民幣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人民幣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人民幣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人民幣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人民幣利基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元大寶來人民幣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貨幣市場型-海外 7 元大全球元大全球元大全球元大全球 ETFETFETFETF 成長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成長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成長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成長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全球 ETF成長組合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 組合型-海外 8 元大全球新興市場精選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全球新興市場精選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全球新興市場精選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全球新興市場精選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全球新興市場精選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組合型-海外 9 元大全球元大全球元大全球元大全球 ETFETFETFETF 穩健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穩健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穩健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穩健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全球 ETF 穩健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組合型-海外 10 元大全球靈活配置債券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全球靈活配置債券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全球靈活配置債券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全球靈活配置債券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全球靈活配置債券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組合型-海外 11 元大中國高收益點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中國高收益點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中國高收益點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中國高收益點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中國高收益點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高收益債券型 12 元大台灣加權股價指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台灣加權股價指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台灣加權股價指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台灣加權股價指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台灣加權股價指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指數型-國內 13 元大亞太政府公債指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亞太政府公債指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亞太政府公債指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亞太政府公債指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亞太政府公債指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指數型-海外 14 元大新興國家指數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巴元大新興國家指數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巴元大新興國家指數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巴元大新興國家指數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巴西指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西指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西指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西指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新興國家指數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巴西指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指數型-海外 15 元大新興國家指數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印元大新興國家指數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印元大新興國家指數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印元大新興國家指數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印度指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度指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度指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度指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新興國家指數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印度指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指數型-海外 16 元大新興國家指數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印元大新興國家指數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印元大新興國家指數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印元大新興國家指數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印尼指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尼指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尼指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尼指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新興國家指數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印尼指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指數型-海外 17 元大大中華價值指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大中華價值指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大中華價值指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大中華價值指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大中華價值指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指數型-海外 18 元大元大元大元大 ETFETFETF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台灣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台灣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台灣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台灣 50505050 單單單單日正向日正向日正向日正向 2222 倍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倍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倍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倍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台灣 50單日正向 2 倍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指數股票型-國內(槓桿 ETF) 19 元大元大元大元大 ETFETFETF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台灣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台灣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台灣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台灣 50505050 單單單單日反向日反向日反向日反向 1111 倍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倍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倍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倍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台灣 50單日反向 1 倍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指數股票型-國內(反向 ETF) 20 元大台灣元大台灣元大台灣元大台灣 ETFETFETF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台商收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台商收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台商收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台商收成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成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成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成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台灣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台商收成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指數股票型-國內 21 元大台灣元大台灣元大台灣元大台灣 ETFETFETF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電子科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電子科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電子科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電子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台灣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電子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指數股票型-國內 22 元大台灣卓越元大台灣卓越元大台灣卓越元大台灣卓越 50505050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台灣卓越 50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指數股票型-國內 23 元大標智滬深元大標智滬深元大標智滬深元大標智滬深 300300300300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標智滬深 300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指數股票型-國內 24 元大台灣元大台灣元大台灣元大台灣 ETFETFETF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金融證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金融證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金融證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金融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券投資信託基金券投資信託基金券投資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台灣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金融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指數股票型-國內 25 元大台灣高股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台灣高股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台灣高股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台灣高股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台灣高股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指數股票型-國內 26 元大櫃買元大櫃買元大櫃買元大櫃買ETFETFETFETF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富櫃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富櫃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富櫃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富櫃50505050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櫃買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富櫃 50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指數股票型-國內 27 元大摩臺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摩臺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摩臺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摩臺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摩臺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指數股票型-國內 28 元大台灣中型元大台灣中型元大台灣中型元大台灣中型 100100100100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台灣中型 100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指數股票型-國內 29 元大新台灣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新台灣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新台灣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新台灣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新台灣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指數股票型-國內 



30 元大滬深元大滬深元大滬深元大滬深 300300300300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滬深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滬深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滬深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滬深300300300300 單日正向單日正向單日正向單日正向 2222 倍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倍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倍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倍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滬深 300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滬深 300 單日正向 2 倍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指數股票型-海外(槓桿 ETF) 31 元大滬深元大滬深元大滬深元大滬深 300300300300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滬深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滬深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滬深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滬深300300300300 單日反向單日反向單日反向單日反向 1111 倍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倍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倍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倍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滬深 300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滬深 300 單日反向 1 倍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指數股票型-海外(反向 ETF) 32 元大中國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上證元大中國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上證元大中國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上證元大中國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上證 50505050 證證證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券投資信託基金券投資信託基金券投資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中國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上證 50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指數股票型-海外 33 元大全球滿意入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全球滿意入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全球滿意入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全球滿意入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全球滿意入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金融資產證券化型 34 元大巴菲特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巴菲特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巴菲特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巴菲特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巴菲特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股票型-國內 35 元大經貿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經貿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經貿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經貿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經貿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股票型-國內 36 元大精準中小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精準中小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精準中小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精準中小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精準中小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股票型-國內 37 元大多福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多福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多福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多福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多福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股票型-國內 38 元大績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績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績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績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績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股票型-國內 39 元大多多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多多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多多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多多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多多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股票型-國內 40 元大多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多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多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多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多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股票型-國內 41 元大二元大二元大二元大二○○○○○○○○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二○○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股票型-國內 42 元大店頭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店頭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店頭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店頭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店頭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股票型-國內 43 元大高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高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高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高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高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股票型-國內 44 元大新主流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新主流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新主流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新主流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新主流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股票型-國內 45 元大卓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卓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卓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卓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卓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股票型-國內 46 元大新中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新中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新中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新中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新中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股票型-海外 47 元大全球成長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全球成長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全球成長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全球成長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全球成長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股票型-海外 48 元大亞太成長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亞太成長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亞太成長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亞太成長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亞太成長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股票型-海外 49 元大泛歐成長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泛歐成長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泛歐成長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泛歐成長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泛歐成長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股票型-海外 50 元大全球股票入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全球股票入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全球股票入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全球股票入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全球股票入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股票型-海外 51 元大印度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印度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印度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印度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印度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股票型-海外 52 元大華夏中小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華夏中小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華夏中小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華夏中小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華夏中小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股票型-海外 53 元大全球公用能源效率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全球公用能源效率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全球公用能源效率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全球公用能源效率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全球公用能源效率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股票型-海外 54 元大大中華元大大中華元大大中華元大大中華 TMTTMTTMTTMT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大中華 TMT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股票型-海外 55 元大全球資源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元大全元大全球資源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元大全元大全球資源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元大全元大全球資源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元大全球農業商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球農業商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球農業商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球農業商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全球資源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元大寶來全球農業商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股票型-海外 56 元大新興亞洲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新興亞洲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新興亞洲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新興亞洲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新興亞洲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股票型-海外 57 元大新興市場元大新興市場元大新興市場元大新興市場 ESGESGESGESG 策略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策略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策略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策略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新興市場 ESG 策略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股票型-海外 58 元大雙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雙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雙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雙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雙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平衡型-國內 59 元大中國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中國平衡證元大中國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中國平衡證元大中國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中國平衡證元大中國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中國平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券投資信託基金券投資信託基金券投資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中國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中國平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平衡型-海外 60 元大全球不動產證券化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全球不動產證券化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全球不動產證券化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全球不動產證券化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全球不動產證券化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不動產證券化型 61 元大全球地產建設入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全球地產建設入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全球地產建設入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元大全球地產建設入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全球地產建設入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不動產證券化型 62 元大商品指數期貨信託基金元大商品指數期貨信託基金元大商品指數期貨信託基金元大商品指數期貨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商品指數期貨信託基金 期貨信託基金 



63 元大黃金期貨信託基金元大黃金期貨信託基金元大黃金期貨信託基金元大黃金期貨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黃金期貨信託基金 期貨信託基金 64 元大多元策略期貨信託基金元大多元策略期貨信託基金元大多元策略期貨信託基金元大多元策略期貨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多元策略期貨信託基金 期貨信託基金 65 元大標普高盛黃金元大標普高盛黃金元大標普高盛黃金元大標普高盛黃金 ERERERER 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金金金    元大寶來標普高盛黃金 ER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 指數股票型 期貨信託基金 (註1)：「元大寶來新興市場ESG策略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與「元大寶來全球成長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合併，依104年6月16日金管證投字第1040022879號函 核准在案，並以「元大寶來新興市場ESG策略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為存續基金及「元大寶來全球成長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為消滅基金，基金合併基準日為 104年8月25日。 (註2)：「元大寶來中國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中國平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與「元大寶來雙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合併，依104年7月1日金管證投字 第1040024547號函核准在案，並以「元大寶來中國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中國平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為存續基金及「元大寶來雙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為消滅基金，基金合併基準日為104年9月7日。 
 

七、 接獲德盛安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通知，因應主管機關對廣告及營業活動行為規範部分

條文修正，將於 8 月份起按下表內容調整配息率計算公式。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修改前修改前修改前修改前 修改後修改後修改後修改後 境內配息基金(不含四季豐收*) 
每單位配息金額/除息日淨值 x  

365 天/配息當月天數 

每單位配息金額 / 除息日前一日之淨值 x 一年配息次數 x 100% 

四季豐收* 

(月配息每單位配息金額 / 除息日淨值 x 365 天 / 配息當月天數) + (季紅利每單位配息金額 / 除息日淨值 x 365 天 / 配息當季天數) 

每單位配息金額 / 除息日前一日之淨值 x 一年配息次數 x 

100%(月配配息次數為 12 次，季紅利配息次數為 4 次，季底之基金年化配息率以前述兩項配息率相加計算) 境外基金 (PIMCO 系列) 
每單位配息金額 / 除息日淨值 x 

(─年配息次數) x 100% 

每單位配息金額/除息日前一日之淨值*一年配息次數*100% 境外基金 (徳盛徳利系列) 
每單位配息金額 / 除息日淨值 x 

365 / 配息天數 

每單位配息金額 / 除息日前一日之淨值 x 一年配息次數 x 100% 境外基金 (徳盛全球投資&其他系列) 
﹝1+每單位配息金額 / 除息日資產淨值﹞^12-1 

每單位配息金額 / 除息日前一日之淨值 x 一年配息次數 x 100% 

*本基金全名為徳盛安聯四季雙收入息組合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八、 接獲德盛安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通知，未經核准於中華民國境內銷售之 Allianz Action 

Japan 與 Allianz Action Japan (Couvert)兩檔基金將於 2015 年 9 月 9 日併入該公司總代理之德盛

日本基金，並以德盛日本基金為存續基金，本次合併並未改變該基金之投資策略與方針，對既

有投資人相關權益無影響。 

九、 接獲德盛安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通知，未經核准於中華民國境內銷售之 Allianz 

Best-in-One World境外基金將於 2015 年 9 月 11 日併入該公司總代理之德盛德利全球股票基金，

並以德盛德利全球股票基金為存續基金，本次合併並未改變該基金之投資策略與方針，對既有

投資人相關權益無影響。 

十、 接獲摩根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通知，修正其經理之摩根東方科技基金之信託契約部分條

文，於 2015 年 10 月 12 日起生效，投資人得自該公司網站（https://www.jpmrich.com.tw）查詢

下載修訂後之信託契約。 

 



十一、 接獲瀚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通知:其經理之十四檔基金包括「瀚亞菁華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瀚亞高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瀚亞外銷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瀚亞中小型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瀚亞電通網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瀚亞理財通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瀚亞歐

洲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瀚亞精選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債券精選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瀚亞精選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趨勢精選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瀚亞巴西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瀚亞全球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瀚亞緃橫全球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瀚亞新興南非蘭特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和「瀚亞亞太豐收平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買回日定義自 104 年 11 月 2 日起由 T+1 日變更為 T 日，另配合修訂證券投資信託契約及基金

公開說明書，最新公開說明書請至公開資訊觀測站查詢(http://newmops.tse.com.tw)。 

 

十二、 接獲滙豐中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通知：其經理之「滙豐系列基金」最新公開說明書

公告於相關網站請至以下網址查詢(http://mops.twse.com.tw)。另其所總代理之「滙豐環球投資基

金」公開說明書、投資人須知電子檔請至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查詢

(http://announce.fundclear.com.tw/MOPSFundWeb) 。 

 

十三、 接獲柏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通知:其所經理之境內 12檔基金，包括「柏瑞巨輪貨幣

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柏瑞旗艦全球平衡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柏瑞全球金牌組合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柏瑞旗艦全球債券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柏瑞美國雙核心收益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柏瑞新興市場企業策略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柏瑞巨人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柏瑞拉丁美洲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柏瑞五國金勢力建設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柏瑞亞洲亮

點股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柏瑞旗艦全球成長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和「柏瑞新興亞太策

略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修訂基金每月或每季投資組合公告內容，其修訂後之信託契約1及

公開說明書請至公開資訊觀測站(http://mops.twse.com.tw)及柏瑞網站

(http://www.pinebridge.com.tw)下載。 

 

十四、 接獲富邦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通知:其經理之富邦全系列基金於 2015 年 8 月 4 日淨資

產價值最近三十個營業日平均低於新台幣三億元之基金明細，淨資產價值及受益人數詳如下表: 

基金名稱 淨值日 淨資產價值 受益人數 

富邦全球不動產基金 2015/8/04 184,604,055 4,434 

富邦台灣發達基金(ETF) 2015/8/04 192,780,792 83 

富邦台灣金融基金(ETF) 2015/8/04 249,726,723 133 

富邦全球投資等級債基金 2015/8/04 268,504,029 1,491 

富邦企業社會責任基金 2015/8/04 90,225,829 1,822 

富邦農糧基金 2015/8/04 150,150,428 3,314 

富邦新興亞洲高成長基金 2015/8/04 79,957,421 1,681 

富邦采吉 50 基金(ETF) 2015/8/04 113,079,521 1,458 

 

十五、 接獲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通知: 

(1) 其所總代理之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基金之公開說明書中文譯文更新通知。最

新版基金公開說明書可至境外基金觀測站(http://www.fundclear.com.tw/)或基金公司官網

(http://www.franklin.com.tw/)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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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所總代理之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中小型企業基金經理團隊異動如下, 此項

變動不會影響此基金既有之投資政策。 現任基金經理團隊 新任基金經理團隊 馬丁.寇(Martin Cobb) 赫蘭.霍德(Harlan Hodes) 緹娜.塞勒(Tina Sadler) 

赫蘭.霍德(Harlan Hodes) 緹娜.塞勒(Tina Sadler) 大衛.塔特(David Tuttle) 

(3) 其所總代理之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中小型企業基金及互利歐洲基金變更經理

公司如下, 此項動並不影響各該基金之投資政策，對於投資人權益並無產生任何影

響。 

�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中小型企業基金:原由富蘭克林坦伯頓投資公司

(Franklin Templeton Investments Corp.)變更為坦伯頓投資顧問公司(Templeton 

Investment Counsel, LLC.) 

�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互利歐洲基金:原由富蘭克林坦伯頓投資管理公司

(Franklin Templeton Investments Management Limited)及富蘭克林互利顧問公司

(Franklin Mutual Advisers,LLC.)共同管理，變更為富蘭克林互利顧問公司(Franklin 

Mutual Advisers, LLC.) 

 

十六、 接獲康和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通知:其所總代理之 KBI全球替代性能源基金 KBI 

Institutional Alternative Energy Fund 變更基金中英文名稱如下，更名後此基金在投資工具、標的

及策略上並沒有重大改變。 幣別 原基金名稱 變更後基金名稱 歐元 KBI 全球替代性能源基金 

KBI Institutional Alternative 

Energy Fund EUR F 

KBI 替代能源解決方案基金 

KBI Institutional Energy 

Solutions Fund EUR F 美元 KBI 全球替代性能源基金美元
C 股 

KBI Institutional Alternative 

Energy Fund USD C 

KBI 替代能源解決方案基金美元 C 股 

KBI Institutional Energy 

Solutions Fund USD C 

 

十七、 接獲德銀遠東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通知:其所總代理之德意志投資 I 係境外基金公開

說明書修訂事宜如下: 

(1) 德意志亞洲中小型(Deutsche Invest I Asian Small/Mid Cap)將由 Deutsche Asset & Wealth 

Management Investment GmbH 與 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Asia) Ltd 管理。 

(2) 德意志全球神農(Deutsche Invest I Global Agribusiness)資產淨值之計算將限於盧森堡各銀行營

業日及紐約證券交易所(NYSE) 交易日。 

德意志全球新興市場股票(Deutsche Invest I Global Emerging Markets Equities)將由 Deutsche 

Asset & Wealth Management Investment GmbH、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UK) Limited 與

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HK)Ltd管理，且每股資產淨值之計算將於盧森堡各銀行營業日、

同時亦須為香港交易所交易日進行。 

十八、 接獲貝萊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通知:其所經理之貝萊德亞美利加收益基金之基金經

理人自 2015 年 8 月 3 日起變更為支美智。有關基金經理人之相關說明請見基金最新之公開說明

書。 



 

十九、 接獲第一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通知:其所經理之 第一金亞洲科技基金修訂基金證

券 投 資 信 託契約 及 公 開說明書 ，修訂後 基 金 公 開說明書 可 於 公 開 資訊觀測站

(http://mops.twse.com.tw)及基金公司網站(http://www.fsitc.com.tw)查詢。 

 

二十、 接獲景順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通知:其所經理之景順全球科技基金修正證券投資信託

契 約 暨 配 合 修 正 公 開 說 明 書 ， 修 訂 後 基 金 公 開 說 明 書 可 於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http://mops.twse.com.tw)及基金公司網站(http://www.invesco.com.tw)查詢。 

 

二十一、 七月份綜合月結單內之基金訊息通知內容，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新配息政策有部分誤植。

正確之配息率詳見以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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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價幣別 現行配 息政策 現行配息政策之最後基準日 新配息 政策 新政策下之第一個基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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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您對渣打國際商業銀行(以下簡稱「本行」)的支持與愛護，並感謝您透過本行以特

定金錢信託投資方式申購以下基金（以下簡稱「本商品」）。 

 

本行基於稅法等因素之考量，自2012年10月19日起已停止本商品之新申購及轉換

業務，並將於2014年1月1日起停止原定期(不)定額之客戶申購本商品，如您以定期

（不）定額投資方式投資本商品，將自2014年1月1日起（含）停止扣款。   

倘您有任何疑問，歡迎隨時洽詢您的理財專員或請電洽客戶服務專線，室內電話請撥：

40580088，行動電話請撥: 02-40580088，我們將非常樂意為您提供進一步的理財諮詢服

務。 

 

 

 

錦華錦華錦華錦華    Chinese Name 

00050001 富蘭克林坦伯頓成長基金 
00050002 富蘭克林坦伯頓世界基金 
00050003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基金 
00050004 富蘭克林坦伯頓外國基金 
00050005 坦伯頓開發中國家基金 
00050006 富蘭克林坦伯頓中小型公司成長基金 
00050008 富蘭克林黃金基金 
00050009 富蘭克林成長基金 
00050010 富蘭克林公用事業基金 
00050011 富蘭克林高科技基金 
00050012 富蘭克林可轉換證券基金 
00050021 富蘭克林高成長基金 
00050031 富蘭克林潛力組合基金  
00050032 富蘭克林美國房地產證券化基金 
00050034 富蘭克林坦伯頓月入息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