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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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獲聯邦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通知:其所經理之「聯邦中國龍基

金」因「公開發行公司從事大陸地區投資處理要點」已於西元(以下同)2002

年廢止，該條文已不合時宜，且為增進投資效率及操作靈活度增加 ETF 投

資部份，故擬修訂基金信託契約第十四條部份條文，本次修訂事項施行日期

為 2015 年 2 月 12 日，修訂後「聯邦中國龍基金」之投資內容及投資策略完

全符合主管機關規定之投資規範，且投資人權益皆不受影響。最新版基金公

開說明書可至基金公司官網(http://www.usitc.com.tw/)查詢。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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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信託契約及公開說明書並訂於 2015年3月13日起生效，

最新版基金公開說明書可至公開資訊觀測站(https://newmops.tse.com.tw/)或

基金公司官網(https://www.blackrock.com.tw/)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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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順債券基金」

及「景順歐洲債券基金」因景順投資管理亞洲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發行機

構」)決定擴大基金投資策略可運用的金融衍生工具範圍，此舉可提供額外

的操作靈活性，讓投資顧問能夠以更具效益及效率的方式來管理投資組合，

https://newmops.tse.com.tw/


惟採用該投資策略將使得該基金的價值波動變大，且可能使本基金無法繼續

為主管機關核准之境外基金，故發行機構決定終止「景順債券基金」及「景

順歐洲債券基金」在中華民國境內之募集與銷售，並自 2015 年 3 月 31 日起

生效。 

 

八、 接獲日盛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通知:其所經理之「日盛小而美基

金」為提升基金之操作彈性，修正投資標的股票由原實收資本額新臺幣「五

十」億元，調整為「八十」億元(含)及增列基金可投資標的並訂於 2015 年 3

月 9 日生效外，其餘條文配合最新法令規定修正信託契約部分條文並於 2015

年 1 月 21 日起生效。最新版基金公開說明書可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https://newmops.tse.com.tw/)或基金公司官網(https://www.jsfunds.com.tw/)查

詢。 

九、 接獲富蘭克林華美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通知:其所經理之「富蘭

克林華美富蘭克林全球債券組合基金」、「富蘭克林華美坦伯頓全球股票組合

基金」之信託約修訂部份條文。最新版基金公開說明書可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https://newmops.tse.com.tw/)或基金公司官網(https://www.FTFT.com.tw/)查

詢。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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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百利達基金投資人須知更新，此次更新包含新版之短線交易規定、

公平交易機制、反稀釋費用之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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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npparibas-ip.com.tw/)查詢。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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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富蘭克林坦伯頓外國基金等 4 檔美國註冊基金

公開說明書更新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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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接獲野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通知:其所經理之野村環球

基金修正信託契約，配合信託契約修正進行投資操作日期為 2015 年 3

月 9 日。最新版基金公開說明書可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https://newmops.tse.com.tw/)或基金公司官網

(https://www.nomurafunds.com.tw/)查詢。 

十三、 接獲華頓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通知:為集中研究資源、提高

投資表現，其所經理之「華頓台灣基金」與「華頓典範科技基金」於

2015 年 1 月 27 日(合併基準日)進行合併，華頓台灣基金為存續基金、

華頓典範科技基金為消滅基金。 

十四、 接獲摩根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通知：「摩根新興市場本地貨幣債券

https://newmops.tse.com.tw/
https://newmops.tse.com.tw/
http://www.bnpparibas-ip.com.tw/
http://www.franklin.com.tw/
https://newmops.tse.com.tw/


(美元)-A 股(累計)」、「摩根新興市場本地貨幣債券(澳幣對沖)-A 股(利

率入息)」、「摩根新興市場本地貨幣債券(美元)-A 股(每月派息)」之淨

值計算有誤，致該三檔境外基金於 2015 年 1 月 19 日之淨值高估，本

公司將以有利於投資人之方式處理，即該日辦理申購交易之投資人則

回補正確之申購單位數，而對買回交易之受益人不受影響。 

日期 基金名稱 基金代碼 
原公告

淨值 

更正後

淨值 

2015 年 1

月 19 日 

摩根新興市場本地貨幣

債券(美元)-A股(累計 

EMLCAU 17.17 16.78 

2015 年 1

月 19 日 

摩根新興市場本地貨幣

債券(澳幣對沖)-A股(利

率入息) 

EMLCIA 8.19 8.01 

2015 年 1

月 19 日 

摩根新興市場本地貨幣

債券(美元)-A股(每月派

息) 

EMLCMU 11.57 11.30 

十五、 接獲富達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通知:其所經理之富達基金-日本潛力

優勢基金(Fidelity Funds – Japan Advantage Fund)之績效指標(Benchmark)

將變更為 TOPIX Index。 

十六、 接獲台新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通知:其所經理之「台新大眾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自 2014 年 12 月 22 日更名為「台新台灣中小基

金」。 

十七、 接獲聯博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通知:其所經理之「聯博-全球

債券基金」，自 2015 年 1 月份之配息(於 2015 年 2 月初收到配息)將進

行調整： 

1. AT 級別美元之月配息調整為美元 0.0164； 

2. BT 級別美元之月配息調整為美元 0.0093； 

3. AA 穩定月配級別美元之月配息調整為美元 0.0453；及 

4. BA 穩定月配級別美元之月配息調整為美元 0.0449。 

十八、 接獲聯博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通知:其所經理之「聯博-歐洲

收益基金」，自 2014 年 11 月份之配息(於 2014 年 12 月初收到配息)將

進行調整： 

5. AT 級別歐元之月配息調整為歐元 0.0242； 

6. AA 級別歐元之月配息調整為歐元 0.0665； 

7. BT 級別歐元之月配息調整為歐元 0.0200；及 

8. BA 級別歐元之月配息調整為歐元 0.0662。 

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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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檔

基金修正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詳見各基金最新版本之公開說明書。最

新版基金公開說明書可至公開資訊觀測站(https://newmops.tse.com.tw/)

https://newmops.ts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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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 接獲瀚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通知:其所經理之「瀚亞亞太

高股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瀚亞亞太不動產證券化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瀚亞亞太基礎建設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修正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暨公開說明書相關內容。最新版基金公開說明書可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https://newmops.tse.com.tw/)或基金公司官網

(https://www.eastspring.com.tw/ )查詢。 

二十一、 接獲宏利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通知:其所經理之「宏利

中國點心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宏利東方明珠短期收益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宏利中國離岸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修正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暨公開說明書相關內容。最新版基金公開說明書可至公

開資訊觀測站(https://newmops.tse.com.tw/)或基金公司官網

(http://www.manulife-asset.com.tw/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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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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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franklin.com.tw/
https://newmops.tse.com.tw/
https://www.eastspring.com.tw/
https://newmops.tse.com.tw/
http://www.manulife-asse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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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