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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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渣打銀行為全面提升海外股票及 ETF服務品質及客戶滿意度，推出「縮短

入帳日至 T+2 」之服務！自即日起，凡贖回美元計價之海外股票及 ETF，

贖回款入帳日將由「T+4 個工作日」縮短一半時間至「 T+2 個工作日」。

此服務不僅有效提高客戶資金運用的靈活度，且可使客戶不再錯過掌握市場

的契機！如有任何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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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接獲摩根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通知：2014 年 7 月 9 日起所有摩根「境外基金」

(除了00010038摩根印度基金及00010039摩根菲律賓基金) 贖回款入帳日

已經由 T+6 縮短為 T+4。2014 年 11 月 18 日起「摩根美國增長基金」更名

為「摩根美國基金」，英文名稱不變。 

 

六、接獲德盛安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通知：其所經理之「德盛安聯台灣

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信託代號 10150005)，目前國人總投資比例

已接近主管機關所訂上限，自 2014 年 6 月 12 日起，暫停接受「本基金」

單筆之新申購、轉申購及定期(不)定額之新契約申請。 

 



七、接獲瑞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通知：其所代理之「瑞銀(盧森堡) 新

興市場股票基金(美元)」(信託代號 00250027)， 將併入台灣未核備基金 UBS 

(Lux) Equity SICAV – Emerging Markets High Dividend (USD)，合併基準日為

2014 年 8 月 4 日。基金之申購截止日為 2014 年 6 月 25 日，贖回(含轉出)截

止日 7 月 28 日。 

 

八、接獲瑞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通知：其所代理之「瑞銀(盧森堡) 新

興市場基礎建設股票基金(美元)」(信託代號 00250028)， 將併入台灣未核

備基金 UBS (Lux) Equity SICAV – Emerging Markets High Dividend (USD)，

合併基準日為 2014 年 8 月 29 日。基金之申購截止日為 2014 年 7 月 21 日，

贖回(含轉出)截止日 8 月 22 日。 

 

九、接獲瑞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通知： 

i. 瑞銀(盧森堡)大中華股票基金(美元)及瑞銀(盧森堡)中國精選股票基金

之投資組合管理事宜，自 2014 年 7 月 10 日起均改由瑞銀環球資產管

理(香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英文名稱：UBS Global Asse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負責辦理。 

ii. 瑞銀(盧森堡)全球創新趨勢股票基金(歐元)(基金英文名稱：UBS (Lux) 

Equity Fund–Global Innovators (EUR)將更名為瑞銀(盧森堡)全球永

續創新股票基金(歐元) (基金英文名稱：UBS (Lux) Equity 

Fund–Global Sustainable Innovators (EUR))。該基金投資策略調整為：

「本基金謹慎選擇並投資其資產至少 70% 於產品與服務擁有永續發

展性質之小型與中型公司 (「創新公司」) 之股票或其他權益證券。相

關公司與發行人考量之因素，不僅包括傳統金融條件，亦包括環保、社

會與道德要素 (具社會責任之投資(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s, 

SRI))，並將企業策略、創新、公司治理、尤其是不同受益團體之利益

納入考量。可能投資標的之範圍內，主要選擇產品與服務具有其高水準

環保或社會效用 (主要領域為節能、清潔能源、稀有能源、廢棄物、水

力、永續食物產品、農業及人口統計) 而顯得突出且擁有創新特質之小

型至中型公司為投資標的。投資標的選取之作業，係由瑞銀全球資產管

理公司中之 SRI 團隊所進行。」 

iii. 未來贖回佣金之上限將調整與發行佣金上限一致，且將不高於 3%，如

為”mdist”銷售類別，則不高於 6%。  

上述變更將於 2014 年 7 月 10 日起生效，如您接受上述變更，將可不

用作任何動作。若您不同意上述變更，可於生效日前，透過臨櫃/語音/

網路辦理基金贖回或轉換本行其他架上之系列基金。 

 



十、接獲德盛安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通知：為增加收益分配之彈性，自

2014 年 7 月起 (即適用配息基準日自 2014 年 7 月 29 日(含)起)該公司調整

所經理配息基金之收益分配，即於配息時得不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故

其將於基金名稱後方加註「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文字說明，及調整

後之配息基金警語如下述： 

i. 德盛安聯全球債券基金-B類型(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ii. 德盛安聯四季豐收債券組合基金-B類型(本基金有一定比例之投資包含

高風險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iii. 德盛安聯四季雙收入息組合基金-B類型(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十一、 接獲德盛安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通知：其所經理之「德盛安聯

四季回報債券組合基金」修正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自 2014 年 7 月 28 日起生

效。修正內容說明如下： 

項目 修訂後 修訂前 

1 新增得為避險需求從事證券相

關商品交易。 

本基金可運用期貨、選擇權等

證券相關商品進行避險，以期

於市場震盪時降低資產損失。 

2 新增每一基金投資於任一基金

之受益權單位數不得超過被投

資基金已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

之 10%。 

單檔基金投資 B 基金單位數佔

B基金比重上限為 10%。 

新增本公司所經理之所有基金

投資於任一基金之受益權單位

數不得超過被投資基金已發行

受益權單位總數之 20%。 

A 公司所有基金可投資基金受

益憑證，所有基金投資 B 基金

單位總數佔 B 基金比重上限為

20%。 

 

十二、 接獲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通知:其所總代理之「富蘭克

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生技領航基金」因過去數季資產規模明顯增加，基

於能更有效地管理投資組合及保障既有投資人利益之考量，境外基金管理機

構決定自 2014 年 7 月 8 日起停止新申購業務及轉入，原定期定額之客戶不

受影響。特此通知。 

十三、 接獲法銀巴黎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通知:其所總代理之法巴百利

達美國智取基金將於 2014 年 7 月 18 日(合併生效日)與法巴百利達美國價值

股票基金合併，存續基金為法巴百利達美國價值股票基金(在台未核備)，消

滅基金法巴百利達美國智取基金最後交易日為 2014 年 7 月 15 日。消滅基金

之原定期(不)定額客戶轉至存續基金仍可繼續扣款，但因存續基金為在台未

核備之基金，因此原定期(不)定額客戶之異動交易僅可作扣款金額減少，及

扣款/贖回款/配息入帳帳戶之變更。 



十四、 接獲日盛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通知:其所經理之「日盛貨幣市場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經理費率自 2014 年 9 月 11 日起，經理費費率調整為

每年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0.14%。 

 

十五、 接獲駿利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通知:其所總代理之基金投資政策

修訂及變更基金名稱，詳如以下說明: 

(1)駿利平衡基金投資政策修訂:      

現行最高可將其淨資產價值之 25%投資於投資級以下債權證券，已提案調高 

此上限至 35%，此變更將不會重大改變或提高駿利平衡基金之整體風險概況， 

亦不會造成基金應收或應付之現行收費與支出有任何變更。 

 (2)駿利美國各型股增長基金名稱變更如下: 

變更前基金中英文名稱 變更後基金中英文名稱 

Janus US All Cap Growth Fund 

駿利美國各型股增長基金 

Janus Opportunistic Alpha Fund 

駿利策略 Alpha 基金 

 

十六、 接獲中國信託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通知:其所經理之中國信託東

方精選基金將進行清算，此基金最後申購日為 2014 年 06 月 19 日，最後買

回申請日為 2014 年 7 月 16 日，清算基準日為 2014 年 7 月 18 日。 

十七、 接獲景順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通知:其所總代理之景順環球投資

系列及景順愛爾蘭基金系列 1-5，擬修訂基金公開說明書，預定於 2014 年 7

月 28 日起生效，修改之內容包含更新景順亞洲動力基金的投資目標及政策

(自 2014年 10月 20日起生效; 委任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Singapore Ltd為

景順東協基金的全權託管顧問(自 2014 年 8 月 31 日起生效);委任 Invesco 

Advisers, Inc 為景順歐洲大陸企業基金的副投資顧問(自 2014 年 8 月 31 日起

生效);更改衡量景順環球企業基金整體風險承擔的基準指數(自 2014 年 7 月

31 日起生效);就擺動訂價及公平價值程序作出說明;納入強制將「B」股持有

人轉換為「A」股的規定;就附屬基金或股份類別停止接受進一步資金投入作

出說明;縮短每月派息週期;說明交易截算時間的定義; 提供可為投資目的運

用衍生工具的可能性;更改「C」股的發行對象; 就強制贖回作出說明;及就調

整政策及收取抵押品作出說明。更新之公開說明書中譯本可至境外基金資訊

觀測站(http://www.fundclear.com.tw/)或基金公司官網

(http://www.Invesco.com.tw/)查詢。 

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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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錦華 Chinese Name 

00050001 富蘭克林坦伯頓成長基金 

http://www.invesc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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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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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