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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利(盧森堡)系列基金－美國選擇基金 
投資人須知【第一部分：基金專屬資訊】 

刊印日期：西元 2018年7月31日 

(一)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投資人須知（包括第一部分及第二部分）與基金公開說明書中譯本。 
(二)境外基金係依外國法令募集與發行，其公開說明書、財務報告、年報及績效等相關事項，均

係依該外國法令規定辦理，投資人應自行了解判斷。 
壹、基本資料 

基金中英文名稱 

天利（盧森堡）-美國選
擇基金 
Threadneedle(Lux)-
American Select 

成立日期 2000年7月28日 

基金發行機構 天利（盧森堡） 基金型態 開放式公司型 

基金註冊地 盧森堡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管理機構 
天利管理（盧森堡）有
限公司 

國內銷售 
基金級別 

AU(美元/歐元)、AEH(歐
元避險)、IEH(歐元避險) 

基金管理機構註冊地 盧森堡 計價幣別 美元/歐元 

總代理人 
柏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
限公司(簡稱“柏瑞投信”) 

基金規模 9.05 百萬美元 

(截至2018年6月30日)  

基金保管機構 Citibank Europe plc, 

Luxembourg Branch 
國人投資 
比重 

12.51% 
(截至2018年6月30日) 

基金總分銷機構 
天利投資管理香港有限
公司 

其他相關 
機構 

註冊處及過戶代理機構：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DataServices (Luxembourg) 
S.A. 

收益分配 無 基金保證機構 無 

績效指標benchmark S&P 500 
保證相關重
要資訊 

無 

 

貳、基金投資標的與策略（投資人請參考公開說明書中譯本閱讀詳細之相關資訊） 

一、投資標的： 
美國選擇基金主要投資於設於北美或主要業務活動發生在北美的公司所發行的股權證券，以達成
資本增值。 

二、投資策略： 
本基金主要投資於設於北美或主要業務活動發生在北美的公司所發行的股權證券，，其投資對象
可包含大、中及小型的公司。無特定領域級別。所謂「選擇」投資方法係本投資組合具有彈性持
有較大部位股票及產業，追求資本增值同時，波動度也會增加。 
參、投資本基金之主要風險（投資人請參考公開說明書中譯本閱讀詳細之相關資
訊） 

 本投資組合投資涉及市場、特定證券價值可能下跌之風險。投資人可能因本投資組合而受有
損失。使用衍生工具相關之風險和費用可能致本投資組合受有其他損失，包括對手風險、對
手未依約履行之風險。 

 基金特有風險：單一國家投資之風險和股價波動性高於廣泛多樣投資組合投資。投資人於評
估投資本投資組合之潛在利益時，應考量該等風險。 

 本基金以外幣計價/交易，投資人如以新台幣進行投資，則於贖回時可能因匯率變動而須承
擔匯兌風險。本基金無受存款保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障機制之保障，投資人須自
負盈虧，基金投資可能產生之最大損失為全部本金。 

肆、本基金適合之投資人屬性分析 
 本基金風險收益等級為RR4。此等級分類係依據投信投顧公會之基金風險報酬等級分類標準

下之「一般型已開發單一國家型股票基金」而定。本分類等級係基於一般市場狀況反映市場
價格波動風險，無法涵蓋所有風險，不宜作為投資唯一依據，投資人仍應注意所投資基金個
別的風險。 

本投資組合適合下列投資者： 
 尋求資本增值；   
 尋求投資於北美股票市場。投資者應注意，區域性投資組合可能比廣泛分散的投資組合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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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大波幅； 
 可承受其投資價值潛在高度波動；  
 具有承受相當於股票證券投資之風險能力； 
 具長期投資目光。 

伍、基金運用狀況 (資料日期：2018年6月30日) 

一、 基金淨資產組成： 

1.依投資類別： 

產業 比重 產業 比重 

資訊科技 38.69% 能源 7.38% 

金融 17.73% 原物料 1.89% 

醫療保健 14.92% 
民生必需品╱
經常性消費 

1.82% 

工業 8.73% 現金 0.81% 

非經常性消費 8.02%   

本基金股票部位比例佔99.18% 

上述資料由於小數點進位因素致使總和不一定為百分之百。 

 
 

2.依投資國家或區域： 

國家/區域 比重 

美國 98.45% 

荷蘭 0.74% 

上述資料由於小數點進位因素致使總

和不一定為百分之百。 

 
 

3.投資標的信評： 

N/A 

 

二、最近十年度基金淨值走勢圖： 

（僅列示主要銷售級別，投資人得向總代理人要求提供未揭示之在臺銷售級別資訊） 

 AU 級別(美元)： 淨值(單位：元) 
 
 
 
 
 
 
 
 
 
 
 
 
 
 
 

三、最近十年度各年度基金報酬率： 

（僅列示主要銷售級別，投資人得向總代理人要求提供未揭示之在臺銷售級別資訊）  
 AU級別(美元)： 

 
 
 
 
 
 
 
 
 
 
 

 

註：                                                                  資料來源：Morningstar 

1.年度基金報酬率：指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以 1~12 月完整曆年期間計算，加計收益分配後之累計報酬率。 

2.收益分配均假設再投資於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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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金累計報酬率： 

（僅列示主要銷售級別，投資人得向總代理人要求提供未揭示之在臺銷售級別資訊） 

（資料日期： 2018 年 6 月 30 日） 

期     間 最近三個月 最近六個月 最近一年 最近三年 最近五年 最近十年 
基金成立日起算 

至資料日期日止 

累計報酬率% 
(AU 美元級別) 

2.72 2.58 14.18 34.48 73.06 65.49 58.87 

                                                                               資料來源：Morningstar  

註： 

1. 累計報酬率：指至資料日期日止，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個月、六個月、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及自基金

成立日起算，加計收益分配之累計報酬率。 

2. 收益分配均假設再投資於本基金。 

五、最近十年度各年度每受益權單位收益分配之金額/幣別： 
本基金無收益分配級別。 

六、最近五年度各年度基金之費用率： 

（在臺銷售之所有級別分別列示） 
年度 級別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費用率 
A 級別 1.85％ 1.85％ 1.85％ 1.84％ 1.85％ 

I 級別 1.05％ 1.05％ 1.05％ 1.06％ 1.05％ 

註： 

費用率：指由基金資產負擔之費用占平均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率。（如：交易直接成本─手續費、交易稅；會
計帳列之費用─資產管理費、股東服務費、營運費用等） 

A級別：AU、AEH 
I級別：IEH 

七、基金前十大投資標的及占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率 

投資標的名稱 比重 投資標的名稱 比重 

Alphabet Inc. 8.67% Lam Research Corporation 4.35% 

Microsoft Corporation 7.22% Bank of America Corp 3.79% 

Berkshire Hathaway Inc. Class B 6.18% JPMorgan Chase & Co. 3.30% 

Visa Inc. Class A 6.04%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 3.28% 

Amazon.com, Inc. 4.48% Celgene Corporation 3.13% 
 

陸、投資人應負擔費用之項目及其計算方式 

上述相關費用若有任何增減或變更，應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規定辦理。 

項目 
計算方式或金額 

A 級別 I 級別 

經理費(資產管理費) 每年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1.50% 每年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0.80% 
保管費 含於其他費用 含於其他費用 
申購手續費 
(首次銷售費或遞延銷售手續
費) 

申購手續費：最高為投資數額
之 5% 
遞延銷售手續費：無 

申購手續費：無 
遞延銷售手續費：無 

買回費 無 無 
轉換費 
 

最高為級別淨資產價值之
0.75% 

最高每為級別淨資產價值之
0.75% 

短線交易買回費用 
 

買回或所交換級別資產淨值
2.00%的罰款 

買回或所交換級別資產淨值
2.00%的罰款 

反稀釋費用 不超過原每級別淨資產價值之
2% 

不超過原每級別淨資產價值之
2% 

其他費用（如買回收件手續
費、分銷費用、召開受益人
會議或股東會費用、績效
費） 

營運費用:基金相關級別淨資產
價值之 0.30%，詳細內容請參
閱公開說明書第 26 頁「費用及
開支」一節 

營運費用:基金相關級別淨資產
價值之 0.20%，詳細內容請參
閱公開說明書第 26 頁「費用及
開支」一節 

柒、受益人應負擔租稅之項目及其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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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境內稅負： 
一、所得稅及基本稅額(又稱最低稅負制) 
投資人取得境外基金之收益分配、及申請買回/轉讓受益憑證之所得屬海外所得，投資人應依以
下步驟檢視是否應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12 條規定課徵基本稅額： 
1. 同一綜合所得稅申報戶之全年海外所得超過新台幣 100 萬元，應計入基本所得額計算； 
2. 基本所得額為個人綜合所得額加計(1)海外所得、(2)非要保人受領之人壽保險及年金保險給付

超過新台幣 3,000 萬部分、(3)私募基金交易所得、(4)申報綜合所得稅時列報之非現金捐贈扣
除額及(5)其他經財政部公告項目。 

3. 基本稅額=(基本所得額-600 萬元) x 20%；若基本稅額 > 原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之稅額，則應
另行補繳差額。 

二、證券交易稅 
投資人申請買回/轉讓受益憑證、或於境外基金解散時，無須繳納證券交易稅。 
 境外稅負： 
各國之稅務法律及規章均持續更迭異動，並可能具有追朔力，投資人應自行了解相關稅負，有關
投資人應負擔之境外基金租稅項目及詳細計算內容，請參見基金公開說明書(p.32-33)。 

捌、基金淨資產價值之公告時間及公告方式 

一、公告時間：每營業日公告本基金之單位淨資產價值。 
二、公告方式：於總代理人柏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網站

（http://www.pinebridge.com.tw）或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http://www.fundclear.com.tw)公告。 

玖、公開說明書中譯本之取得及境外基金相關資訊網址 

一、總代理人、銷售機構及參與證券商募集及銷售境外基金時，應交付本投資人須知及公開說明
書中譯本予投資人；但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境外ETF）於證券交易市場進行交易者，不在
此限。 

二、投資人可於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http://www.fundclear.com.tw）查詢有關境外基金之淨值、
基金基本資料、財務報告、公開說明書、投資人須知、公告訊息、銷售機構及境外基金相
關資訊。 

拾、其他 

無。 

*投資人應注意事項： 
本基金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或同意生效，惟不表示本基金絕無風險，基金經理公司以往之
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收益。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 
本投資人須知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者，應由總代理人柏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負責人依法負責。 
本基金係依盧森堡法令募集及發行，其公開說明書、財務報告、年報及績效等相關事項，均係依
盧森堡法令規定辦理，投資人應自行瞭解判斷。 
為防制洗錢，基金發行機構、管理機構、總經銷商及過戶代理人應遵守有關防制洗錢之一切應適
用之國際及盧森堡法律與通函。為此目的，基金發行機構、管理機構、總經銷商及過戶代理人得
要求總代理人及／或任何銷售機構提供為確認本基金投資人之身分及遵守上述要求所需之資料。 
本基金採用公平評價及稀釋調整，詳情請參閱投資人須知”一般資訊”P.21-23。本基金採反稀釋
機制（擺動定價機制）調整基金淨值，該淨值適用於所有當日申購之投資者，不論投資人申贖金
額多寡，均會以調整後淨值計算。 
境外基金係以外幣計價，投資人須承擔取得收益分配或買回價金時轉換回新臺幣可能產生之匯率
風險。若轉換當時之新臺幣兌換外幣匯率相較於原始投資日之匯率升值時，投資人將承受匯兌損
失。本基金無受存款保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障機制之保障，投資人須自負盈虧，基金
投資可能產生之最大損失為全部本金。就本公司所提供之金融商品或服務所生紛爭之處理及申
訴，可先向本公司提出申訴，若本公司超過30天未處理或處理結果不滿意者，得於60天得向「金
融消費評議中心申請評議」，評議中心網址：http://www.foi.org.tw 。 
*本投資人須知之內容與盧森堡公開說明書之內容若有歧異，以盧森堡公開說明書之內容為準。 

*總代理人諮詢電話：0800-036-366、02-2516-7883 

TO107071 

http://www.pinebridge.com.tw/
http://www.fundclear.com.tw/
http://www.fundclear.com.tw/
http://www.fo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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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利(盧森堡)系列基金－北美基金 

投資人須知【第一部分：基金專屬資訊】 

刊印日期：西元 (下同) 2018年7月31日 

(一)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投資人須知（包括第一部分及第二部分）與基金公開說明書中譯本。 
(二)境外基金係依外國法令募集與發行，其公開說明書、財務報告、年報及績效等相關事項，均

係依該外國法令規定辦理，投資人應自行了解判斷。 

壹、基本資料 

基金中英文名稱 
天利（盧森堡）-北美基金 
Threadneedle(Lux)-American 

成立日期 1995年10月31日 

基金發行機構 天利（盧森堡） 基金型態 開放式公司型 

基金註冊地 盧森堡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管理機構 天利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國內銷售 

基金級別 

AU(美元)、AU(歐元)、AEH(歐元
避險)、IU(I美元)、IU(I歐元)、
IEH(歐元避險)、B(美元) 

基金管理機構註
冊地 

盧森堡 計價幣別 美元/歐元 

總代理人 
柏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
司(簡稱“柏瑞投信”) 

基金規模 
255.92 百萬美元 
(截至2018年6月30日)  

基金保管機構 
Citibank Europe plc, 

Luxembourg Branch 
國人投資比重 

0.18% 

(截至2018年6月30日) 

基金總分銷機構 天利投資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其他相關機構 

註冊處及過戶代理機構：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DataServices 

(Luxembourg) S.A. 

收益分配 無 基金保證機構 無 

績效指標
benchmark 

S&P 500 
保證相關 
重要資訊 

無 

 

貳、基金投資標的與策略（投資人請參考公開說明書中譯本閱讀詳細之相關資訊） 

一、投資標的： 

北美基金將主要投資於設在北美或於北美進行主要業務的中型至大型公司所發行之股票證券以尋求達成
資本增值。 

二、投資策略： 

該投資組合主要投資於設在北美或於北美進行主要業務的中型至大型公司所發行之股票證券，亦可投資
於其他證券(包含固定收益證券、其他股權及貨幣市場工具) ，旨在尋求資本增值及透過投資於北美股票
市場以分散投資。 

參、投資本基金之主要風險（投資人請參考公開說明書中譯本閱讀詳細之相關風險說明） 

 本投資組合投資涉及市場、特定證券價值可能下跌之風險。投資人可能因本投資組合而受有損失。
使用衍生工具相關之風險和費用可能致本投資組合受有其他損失，包括對手風險、對手未依約履行
之風險。 

 基金特有風險：單一國家投資之風險和股價波動性高於廣泛多樣投資組合投資。投資人於評估投資
本投資組合之潛在利益時，應考量該等風險。 

 本基金以外幣計價/交易，投資人如以新台幣進行投資，則於贖回時可能因匯率變動而須承擔匯兌風
險。本基金無受存款保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障機制之保障，投資人須自負盈虧，基金投
資可能產生之最大損失為全部本金。 

肆、本基金適合之投資人屬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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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風險收益等級為RR4。此等級分類係依據投信投顧公會之基金風險報酬等級分類標準下之「一
般型已開發單一國家型股票基金」而定。本分類等級係基於一般市場狀況反映市場價格波動風險，
無法涵蓋所有風險，不宜作為投資唯一依據，投資人仍應注意所投資基金個別的風險。 

本投資組合適合下列投資者： 
 尋求資本增值； 
 尋求透過投資於北美股票市場以分散投資。投資者應注意，與在地域上較為分散的投資組合相比，

地域集中性可能增添較大波幅； 
 可承受其投資價值潛在高度波動； 
 具有高度承受風險能力，相當於股票證券投資； 
 具長期投資目光。 

伍、基金運用狀況 (資料日期：2018年6月30日) 

一、基金淨資產組成： 

1.依投資類別： 

產業 比重 產業 比重 

資訊科技 29.90% 能源 6.39% 

金融 15.81% 
民生必需品╱ 

經常性消費 
3.00% 

醫療保健 15.06% 原物料 2.76% 

非經常性消費 13.98% 公用事業 2.31% 

工業 10.04% 現金 0.74% 

本基金股票部位比例佔 99.25% 

上述資料由於小數點進位因素致使總和不一定為百分之百。 

 

2.依投資國家或區域： 

國家/區域 比重 

美國 98.73%  

巴西 0.52% 
 

 

3.投資標的信評： 

N/A 

二、最近十年度基金淨值走勢圖： 

（僅列示主要銷售級別，投資人得向總代理人要求提供未揭示之在臺銷售級別資訊） 

 AU(美元)級別：淨值(單位：元)  
 

 

 

 

 

 

 

 

 
三、最近十年度各年度基金報酬率： 

（僅列示主要銷售級別，投資人得向總代理人要求提供未揭示之在臺銷售級別資訊）  

 AU(美元)級別： 

  
註：                                                                    資料來源：Morningstar 

1. 年度基金報酬率：指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以 1~12月完整曆年期間計算，加計收益分配後之累計報酬率。 

2. 收益分配均假設再投資於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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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金累計報酬率： 

（僅列示主要銷售級別，投資人得向總代理人要求提供未揭示之在臺銷售級別資訊） 

（資料日期： 2018 年 6 月 30 日） 

期     間 最近三個月 最近六個月 最近一年 最近三年 最近五年 最近十年 
基金成立日起算至 

資料日期日止 

累計報酬率% 

(AU(美元)級別) 
3.54 2.56 15.14 33.53 77.62 148.54 334.09 

註：                                                                               資料來源：Morningstar 
1. 累計報酬率：指至資料日期日止，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個月、六個月、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及自基金成立

日起算，加計收益分配之累計報酬率。 

2. 收益分配均假設再投資於本基金。 

五、最近十年度各年度每受益權單位收益分配之金額/幣別： 

本基金無收益分配級別。 

六、最近五年度各年度基金之費用率： 

（在臺銷售之所有級別分別列示） 

年度 級別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費用率 

A 級別 1.85％ 1.85％ 1.85％ 1.84％ 1.85％ 

I 級別 1.05％ 1.05％ 1.05％ 0.97％ 0.90％ 

B 級別 N/A N/A N/A N/A 2.85％ 

註： 

費用率：指由基金資產負擔之費用占平均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率。（如：交易直接成本─手續費、交易稅；會計帳列之費

用─資產管理費、股東服務費、營運費用等） 

A 級別：AU、AEH；I 級別：IU、IEH；B 級別：B(美元)，B 級別僅供台灣投資人申購，且於 2016/6/2 始經投信投顧公會

同意新增級別，故尚無資料。 

七、基金前十大投資標的及占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率 

投資標的名稱 比重 投資標的名稱 比重 

Microsoft Corporation 5.25% Bank of America Corp 3.05% 

Amazon.com, Inc. 4.70% UnitedHealth Group Incorporated 2.68% 

Alphabet Inc. 4.67% Boeing Company 2.58% 

Apple Inc. 4.00% Home Depot, Inc. 2.45% 

JPMorgan Chase & Co. 3.50% Union Pacific Corporation 2.37% 
 

陸、投資人應負擔費用之項目及其計算方式 

項目 
計算方式或金額 

A 級別 I級別 B 級別 

經理費(資產管理費) 每年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1.50% 

每年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0.70% 

每年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1.50% 

保管費 含於其他費用 含於其他費用 含於其他費用 
申購手續費 
(首次銷售費或遞延
銷售手續費) 

申購手續費：最高為投資
數額之 5% 
遞延銷售手續費：無 

申購手續費：無 
遞延銷售手續費：無 

申購手續費：無 
遞延銷售手續費：於購買後
兩年內買回之 B 級別須負擔
逐漸調降的或有遞延銷售手
續費。收取之費用比例如
下：少於一年為 2%，一年或
一年以上但少於兩年為 1%。
遞延銷售手續費之金額相當
於 B 級別買回時之淨資產價
值乘上上述適用的比例。 

買回費 無 無 無，惟可能收取遞延銷售手
續費 

轉換費 最高為級別淨資產價值之
0.75% 

最高為級別淨資產價值之
0.75% 

轉換為其他可得之投資組合
之 B 級別而無須負擔或有遞
延銷售手續費 

短線交易買回費用 買回或所交換級別資產淨
值 2.00%的罰款 

買回或所交換級別資產淨
值 2.00%的罰款 

買回或所交換級別資產淨值
2.00%的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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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稀釋費用 不超過原每級別淨資產價
值之 2% 

不超過原每級別淨資產價
值之 2% 

不超過原每級別淨資產價值
之 2% 

其他費用（如買回收
件手續費、分銷費
用、召開受益人會議
或股東會費用、績效
費） 

營運費用：基金相關級別
淨資產價值之 0.30% 
分銷費：無 
詳細內容請參閱公開說明
書第 26 頁「費用及支
出」一節 

營運費用：基金相關級別
淨資產價值之 0.20% 
分銷費：無 
詳細內容請參閱公開說明
書第 26 頁「費用及支
出」一節 
 

營運費用：基金相關級別淨
資產價值之 0.35% 
分銷費：本基金 B 級別之分
銷費用反映於每日基金淨資
產價值，其年費率為 1.0% 
詳細內容請參閱公開說明書
第 26 頁「費用及支出」一節 

上述相關費用若有任何增減或變更，應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規定辦理。 

B級別之申購手續費雖可遞延收取，惟每年仍須支付 1.0%的分銷費，可能造成實際負擔費用增加。 

柒、受益人應負擔租稅之項目及其計算 
 中華民國境內稅負： 
一、所得稅及基本稅額(又稱最低稅負制) 
投資人取得境外基金之收益分配、及申請買回/轉讓受益憑證之所得屬海外所得，投資人應依以下步驟檢
視是否應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12條規定課徵基本稅額： 
1. 同一綜合所得稅申報戶之全年海外所得超過新台幣 100萬元，應計入基本所得額計算； 
2. 基本所得額為個人綜合所得額加計(1)海外所得、(2)非要保人受領之人壽保險及年金保險給付超過新

台幣 3,000 萬部分、(3)私募基金交易所得、(4)申報綜合所得稅時列報之非現金捐贈扣除額及(5)其他
經財政部公告項目。 

3. 基本稅額=(基本所得額-600 萬元) x 20%；若基本稅額 > 原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之稅額，則應另行補
繳差額。 

二、證券交易稅 
投資人申請買回/轉讓受益憑證、或於境外基金解散時，無須繳納證券交易稅。 
 境外稅負： 
各國之稅務法律及規章均持續更迭異動，並可能具有追朔力，投資人應自行了解相關稅負，有關投資人
應負擔之境外基金租稅項目及詳細計算內容，請參見基金公開說明書(p.32-33)。 
捌、基金淨資產價值之公告時間及公告方式 

一、公告時間：每營業日公告本基金之單位淨資產價值。 
二、公告方式：於總代理人柏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網站（http://www.pinebridge.com.tw ）或境外

基金資訊觀測站(http://www.fundclear.com.tw)公告。 

玖、公開說明書中譯本之取得及境外基金相關資訊網址 

一、總代理人、銷售機構及參與證券商募集及銷售境外基金時，應交付本投資人須知及公開說明書中譯
本予投資人；但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境外ETF）於證券交易市場進行交易者，不在此限。 

二、投資人可於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http://www.fundclear.com.tw）查詢有關境外基金之淨值、基金基
本資料、財務報告、公開說明書、投資人須知、公告訊息、銷售機構及境外基金相關資訊。 

拾、其他 

無。 
本基金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或同意生效，惟不表示本基金絕無風險，基金經理公司以往之績效不
保證基金之最低收益。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 
本投資人須知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者，應由總代理人柏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負責
人依法負責。 
本基金係依盧森堡法令募集及發行，其公開說明書、財務報告、年報及績效等相關事項，均係依盧森堡
法令規定辦理，投資人應自行瞭解判斷。 
為防制洗錢，基金發行機構、管理機構、總經銷商及過戶代理人應遵守有關防制洗錢之一切應適用之國
際及盧森堡法律與通函。為此目的，基金發行機構、管理機構、總經銷商及過戶代理人得要求總代理人
及／或任何銷售機構提供為確認本基金投資人之身分及遵守上述要求所需之資料。 
本基金採用公平評價及稀釋調整，詳情請參閱投資人須知”一般資訊”P.21-23。本基金採反稀釋機制（擺
動定價機制）調整基金淨值，該淨值適用於所有當日申購之投資者，不論投資人申贖金額多寡，均會以
調整後淨值計算。 
境外基金係以外幣計價，投資人須承擔取得收益分配或買回價金時轉換回新臺幣可能產生之匯率風險。
若轉換當時之新臺幣兌換外幣匯率相較於原始投資日之匯率升值時，投資人將承受匯兌損失。本基金無
受存款保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障機制之保障，投資人須自負盈虧，基金投資可能產生之最大
損失為全部本金。就本公司所提供之金融商品或服務所生紛爭之處理及申訴，可先向本公司提出申訴，
若本公司超過30天未處理或處理結果不滿意者，得於60天得向「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申請評議」，評議中
心網址：http://www.foi.org.tw 。 
*本投資人須知之內容與盧森堡公開說明書之內容若有歧異，以盧森堡公開說明書之內容為準。 

*總代理人諮詢電話：0800-036-366、02-2516-7883 

         TO107071 

http://www.pinebridge.com.tw/
http://www.fundclear.com.tw/
http://www.fundclear.com.tw/
http://www.fo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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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天利(盧森堡)系列基金－新興市場公司債券基金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刊印日期：西元 (下同) 2018年7月31日 

投資人須知【第一部分：基金專屬資訊】 

(一)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投資人須知（包括第一部分及第二部分）與基金公開說明書中譯本。 
(二)境外基金係依外國法令募集與發行，其公開說明書、財務報告、年報及績效等相關事項，均係依該

外國法令規定辦理，投資人應自行了解判斷。 

0B

壹、基本資料 

1B

基金中英文名稱 

2B

天利（盧森堡）-新興市場公司
債券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
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3B

Threadneedle(Lux)-Emerging 

Market Corporate Bonds 

4B

成立日期 
5B

2000年10月25日 

6B

基金發行機構 
7B

天利（盧森堡） 
8B

基金型態 
9B

開放式公司型 

10B

基金註冊地 
11B

盧森堡 
12B

基金種類 
13B

債券型 

14B

基金管理機構 
15B

天利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16B

國內銷售基金
級別 

17B

AU(美元/歐元)、AUP(美元配
息)、AEH(歐元避險)、AEC(歐
元避險配息)、IEH（歐元避
險）、B(美元)、B(美元配息) 

18B

基金管理機構註
冊地 19B

盧森堡 
20B

計價幣別 
21B

美元/歐元 

22B

總代理人 2 3 B

柏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簡稱“柏瑞投信”) 24B

基金規模 
40.24 百萬美元 

25B

(截至2018年6月30日)  

26B

基金保管機構 27B

Citibank Europe plc, 

Luxembourg Branch 28B

國人投資比重 30.13% (截至2018年6月30日) 

31B

基金總分銷機構 
32B

天利投資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33B

其他相關機構 
34B

註冊處及過戶代理機構：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DataServices (Luxembourg) S.A. 

35B

收益分配 
36B

AUP級別-月配息、AEC級別-
月配息；B(美元配息)級別-月
配息 

37B

基金保證機構 
38B

無 

39B

績效指標
benchmark 

40B

JP Morgan CEMBI Broad 

41B

Diversified 
42B

保證相關重要
資訊 43B

無 
 

44B

貳、基金投資標的與策略（投資人請參考公開說明書中譯本閱讀詳細之相關資訊） 

45B

一、投資標的： 
46B

新興市場公司債券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經由主要投資於美元計價或美元避險之投資評級及非投資評級之債券，及其他由總公司位於新興市
場國家或大部份業務於新興市場國家進行之機構發行或保證之其他債券，尋求自收入及資本增值達成總
報酬。 

47B

二、投資策略： 
本基金主要投資於美元計價或美元避險之投資評級及非投資評級之債券，及其他由總公司位於新興市場
國家或大部份業務於新興市場國家進行之機構發行或保證之其他債券，其次得投資於其他債券，含新興
市場國家政府借款人發行之債券，經濟合作發展組織政府及公司借款人發行之債券，存款、現金及約當
現金，旨在尋求來自收入及資本增值兩者的報酬，並透過對新興市場公司債券之曝險分散其投資。 

48B

參、投資本基金之主要風險（投資人請參考公開說明書中譯本閱讀詳細之相關風險說
明） 
 本投資組合投資涉及信用、市場、利率和對手風險－特定債務證券發行人不得支付利息或返還本金

之風險－特定證券價值可能下跌之風險，利率上揚時債務證券價值下跌之風險和對手未依約履行之
風險。投資人可能因本投資組合而受有損失。使用衍生工具相關之風險和費用可能致本投資組合受
有其他損失。 

 基金特有風險：新興市場投資與較成熟市場相比，可能涉及較劇烈之波動與較高風險。投資人於評
估投資本投資組合之潛在利益時，應考量該等風險。 

 本基金以外幣計價/交易，投資人如以新台幣進行投資，則於贖回時可能因匯率變動而須承擔匯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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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本基金無受存款保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障機制之保障，投資人須自負盈虧，基金
投資可能產生之最大損失為全部本金。 

49B

肆、本基金適合之投資人屬性分析 
 本基金風險收益等級為RR3。此等級分類係依據投信投顧公會之基金風險報酬等級分類標準下之

「新興市場債券型基金，且主要投資標的係動態調整為投資等級債券或非投資等級債券（複合式債
券基金）」而定。本分類等級係基於一般市場狀況反映市場價格波動風險，無法涵蓋所有風險，不
宜作為投資唯一依據，投資人仍應注意所投資基金個別的風險。 

本投資組合適合下列投資者： 
 0T尋求來自收入及資本增值兩者的報酬 0T； 
 0T透過對新興市場公司債券之曝險分散其投資； 
 0T可承受高度波幅及高風險水平 0T； 
 0T具中長期投資目光。 

50B

伍、基金運用狀況 (資料日期：2018年6月30日) 
一、基金淨資產組成： 
1. 依投資類別： 

產業 比重 產業 比重 

基礎工業 25.93% 非景氣循環消費品 2.75% 

能源 21.88% 政府公債 2.46% 

消費品 11.14% 交通運輸 2.14% 

通訊服務 9.17% 休閒娛樂 2.06% 

公用事業 5.31% 其他 7.41% 

醫療保健 3.30% 現金 6.45% 

本基金債券部位比例佔 93.55% 

上述資料由於小數點進位因素致使總和不一定為百分之百。 

2.依投資國家或區域： 

國家/區域 比重 

俄羅斯 9.74% 

巴西 8.68% 

墨西哥 7.15% 

祕魯 6.97% 

烏克蘭 5.03% 

印度 4.71% 

中國 4.53% 

土耳其 3.96% 

瓜地馬拉 3.94% 

印尼 3.93% 

上述資料由於小數點進位因素致使總

和不一定為百分之百。 

3.依投資標的信評：   

上述資料由於小數點進位因素致使總和不

一定為百分之百。 

評等 比重 

A-級債券 1.07% 

BBB 級債券 20.25% 

BB 級債券 37.74% 

B 級債券 31.88% 

CCC 級債券 0.51% 

C 級債券 1.06% 

無評等債券 1.06% 

現金 6.45% 

二、最近十年度基金淨值走勢圖： 
（僅列示主要銷售級別，投資人得向總代理人要求提供未揭示之在臺銷售級別資訊） 
 AU 級別(美元)： 淨值(單位：元) 

 

 AUP 級別(美元)：淨值(單位：元) 
 

三、最近十年度各年度基金報酬率： 
（僅列示主要銷售級別，投資人得向總代理人要求提供未揭示之在臺銷售級別資訊）  

 

 
 

 

 
 

  

  

52B

註：                                                                                                                                                                        資料來源：Morningstar 

     1.年度基金報酬率：指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以1~12月完整曆年期間計算，加計收益分配後之累計報酬率。 

     2.收益分配均假設再投資於本基金。 

     3.AU級別於2012年1月13日成立；AUP級別於2009年4月2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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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金累計報酬率： 

（僅列示主要銷售級別，投資人得向總代理人要求提供未揭示之在臺銷售級別資訊）  

（資料日期： 2018 年 6 月 30 日） 

期     間 最近三個月 最近六個月 最近一年 最近三年 最近五年 最近十年 
基金成立日起算 

至資料日期日止 

累計報酬率%(AU 美元級別) -2.30 -3.72 -0.40 10.53 19.68 N/A 33.36 

累計報酬率%(AUP 美元級別) -2.35 -3.80 -0.43 10.53 19.56 N/A 67.95 

註：                                                                               資料來源：Morningstar 
1. 累計報酬率：指至資料日期日止，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個月、六個月、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及自基金成立日起

算，加計收益分配之累計報酬率。 
2. 收益分配均假設再投資於本基金。 
3. AU 級別於 2012年 1月 17日成立；AUP級別於 2009年 4月 2日成立。 

五、最近十年度各年度每受益權單位收益分配之金額/幣別：（月配息） 

（在臺銷售之所有分配收益級別分別列示） 
年度 級別 幣別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收益分配金
額(單位：元
/每受益權單
位) 

AUP 級別 USD 1.218 1.26 0.715 0.621 0.507 0.522 0.370 0.435 0.456 0.463 

AEC 級別 EUR N/A N/A N/A N/A 0.897 0.918 0.625 0.763 0.792 0.796 

B(美元配息 )

級別 

USD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六、最近五年度各年度基金之費用率： （在臺銷售之所有級別分別列示） 
年度 級別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費用率 

A 級別 1.80％ 1.80％ 1.80％ 1.72％ 1.65％ 

I 級別 1.00％ 1.00％ 1.00％ 1.00％ 1.00％ 

B 級別 N/A N/A N/A N/A 2.65％ 

註：費用率：指由基金資產負擔之費用占平均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率。（如：交易直接成本─手續費、交易稅；會計帳列之
費用─資產管理費、股東服務費、營運費用等）A級別：AU、AUP、AEH、AEC ；I級別：IEH； B級別:B(美元)、B(美元配息) 

七、基金前十大投資標的及占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率 
投資標的名稱 比重 投資標的名稱 比重 

Mhp Se 7.75% 10/05/2024 3.46% Inretail Pharma Sa 5.38% 02/05/2023 2.75% 
Marb Bondco Plc 6.88% 19/01/2025 3.23% Anadolu Efes Biracilik Ve Malt Sanayii As 3.38% 

01/11/20 
2.70% 

Gazprom Neft Oao Via Gpn Capital Sa 6.00% 
27/11/2023 

3.12% Petrobras Global Finance Bv 5.30% 27/01/2025 2.56% 

Indo Energy Finance Ii Bv 6.38% 24/01/2023 3.05% Gazprom Oao Via Gaz Capital Sa 6.00% 23/01/2021 2.31% 
Comunicaciones Celulares Sa Via Comcel Trust 
6.88% 06/02 

2.92% Stillwater Mining Co 6.13% 27/06/2022 2.19% 

 

53B

陸、投資人應負擔費用之項目及其計算方式 

項目 計算方式或金額 
A 級別 I級別 B 級別 

經理費（資產管
理費） 

基金相關級別淨資產價
值之 1.35% 

基金相關級別淨資產價
值之 0.65% 

基金相關級別淨資產價值之 1.35% 

保管費 含於其他費用 含於其他費用 含於其他費用 
申購手續費 
(首次銷售費或
遞延銷售手續
費) 

申購手續費：最高為投
資數額之 3% 
遞延銷售手續費：無 

申購手續費：無 
遞延銷售手續費：無 

申購手續費：無 
遞延銷售手續費：於購買後兩年內買回
之 B 級別須負擔逐漸調降的或有遞延
銷售手續費。收取之費用比例如下：少
於一年為 2%，一年或一年以上但少於
兩年為 1%。遞延銷售手續費之金額相
當於 B 級別買回時之淨資產價值乘上
上述適用的比例。 

買回費 無 無 無，惟可能收取遞延銷售手續費 
轉換費 最高為級別基金淨資產

價值之 0.75% 
最高為級別基金淨資產
價值之 0.75% 

轉換為其他可得之投資組合之 B 級別
而無須負擔或有遞延銷售手續費 

短線交易買回費
用 

買回或所交換級別資產
淨值 2.00%的罰款 

買回或所交換級別資產
淨值 2.00%的罰款 

買回或所交換級別資產淨值 2.00%的罰
款 

反稀釋費用 不超過原每級別淨資產
價值之 2% 

不超過原每級別淨資產
價值之 2% 

不超過原每級別淨資產值之 2% 

其他費用（如買
回收件手續費、
分銷費用、召開
受益人會議或股
東會費用、績效

營運費用：基金相關級
別淨資產價值之 0.30% 
分銷費：無 
詳細內容請參閱公開說
明書第 26 頁「費用及

營運費用：基金相關級
別淨資產價值之 0.20% 
分銷費：無 
詳細內容請參閱公開說
明書第 26 頁「費用及

營運費用：基金相關級別淨資產價值
之 0.30% 
分銷費：本基金 B 級別之分銷費用反
映於每日基金淨資產價值，其年費率
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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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開支」一節 開支」一節 詳細內容請參閱公開說明書第 26 頁
「費用及開支」一節 

B級別之申購手續費雖可遞延收取，惟每年仍須支付 1%的分銷費，可能造成實際負擔費用增加。   
上述相關費用若有任何增減或變更，應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規定辦理。 
54B

柒、受益人應負擔租稅之項目及其計算 
 中華民國境內稅負： 
一、所得稅及基本稅額(又稱最低稅負制) 
投資人取得境外基金之收益分配、及申請買回/轉讓受益憑證之所得屬海外所得，投資人應依以下步驟檢
視是否應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12 條規定課徵基本稅額： 
1. 同一綜合所得稅申報戶之全年海外所得超過新台幣 100 萬元，應計入基本所得額計算； 
2. 基本所得額為個人綜合所得額加計(1)海外所得、(2)非要保人受領之人壽保險及年金保險給付超過新

台幣 3,000 萬部分、(3)私募基金交易所得、(4)申報綜合所得稅時列報之非現金捐贈扣除額及(5)其他
經財政部公告項目。 

3. 基本稅額=(基本所得額-600 萬元) x 20%；若基本稅額 > 原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之稅額，則應另行補
繳差額。 

二、證券交易稅 
投資人申請買回/轉讓受益憑證、或於境外基金解散時，無須繳納證券交易稅。 
 境外稅負： 
各國之稅務法律及規章均持續更迭異動，並可能具有追朔力，投資人應自行了解相關稅負，有關投資人
應負擔之境外基金租稅項目及詳細計算內容，請參見基金公開說明書(p.32-33)。 

55B

捌、基金淨資產價值之公告時間及公告方式 

56B

一、公告時間：每營業日公告本基金之單位淨資產價值。 
57B

二、公告方式：於總代理人柏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網站（http://www.pinebridge.com.tw）或境
外基金資訊觀測站(http://www.fundclear.com.tw)公告。 

58B

玖、公開說明書中譯本之取得及境外基金相關資訊網址 
59B

一、總代理人、銷售機構及參與證券商募集及銷售境外基金時，應交付本投資人須知及公開說明書中譯
本予投資人；但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境外ETF）於證券交易市場進行交易者，不在此限。 

60B

二、投資人可於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http://www.fundclear.com.tw）查詢有關境外基金之淨值、基
金基本資料、財務報告、公開說明書、投資人須知、公告訊息、銷售機構及境外基金相關資訊。 

61B

拾、其他 
無。 
本基金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或同意生效，惟不表示本基金絕無風險，基金經理公司以往之績效不
保證基金之最低收益。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 
63B

本投資人須知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者，應由總代理人柏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負責
人依法負責。 
64B

本基金係依盧森堡法令募集及發行，其公開說明書、財務報告、年報及績效等相關事項，均係依盧森堡
法令規定辦理，投資人應自行瞭解判斷。 
65B

為防制洗錢，基金發行機構、管理機構、總經銷商及過戶代理人應遵守有關防制洗錢之一切應適用之國
際及盧森堡法律與通函。為此目的，基金發行機構、管理機構、總經銷商及過戶代理人得要求總代理人
及／或任何銷售機構提供為確認本基金投資人之身分及遵守上述要求所需之資料。 
66B

本基金採用公平評價及稀釋調整，詳情請參閱投資人須知”一般資訊”P.21-23。本基金採反稀釋機制
（擺動定價機制）調整基金淨值，該淨值適用於所有當日申購之投資者，不論投資人申贖金額多寡，均
會以調整後淨值計算。 
67B

本基金的配息可能由基金的收益或本金中支付。任何涉及由本金支出的部份，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額減
損。本基金進行配息前未先扣除行政管理相關費用。本公司備有總代理之基金月配息類型受益權單位近
12個月內之收益分配由本金支付之配息及基金應負擔之相關費用等資料，投資人可於營業時間前往免費
參閱及索取，或洽本公司郵寄索取或自行至本公司之網址(http://www.pinebridge.com.tw)下載之。 
6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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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基金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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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不
適合無法承擔相關風險之投資人。基金經理公司除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
亦不保證最低之收益，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 
69B

境外基金係以外幣計價，投資人須承擔取得收益分配或買回價金時轉換回新臺幣可能產生之匯率風險。
若轉換當時之新臺幣兌換外幣匯率相較於原始投資日之匯率升值時，投資人將承受匯兌損失。本基金無
受存款保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障機制之保障，投資人須自負盈虧，基金投資可能產生之最大
損失為全部本金。就本公司所提供之金融商品或服務所生紛爭之處理及申訴，可先向本公司提出申訴，
若本公司超過30天未處理或處理結果不滿意者，得於60天得向「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申請評議」，評議中
心網址：http://www.foi.org.tw。 
*本投資人須知之內容與盧森堡公開說明書之內容若有歧異，以盧森堡公開說明書之內容為準。 
*總代理人諮詢電話：0800-036-366、02-2516-7883

 

TO10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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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利(盧森堡)系列基金－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                         刊印日期：西元 2018年7月31日 

投資人須知【第一部分：基金專屬資訊】 
(一)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投資人須知（包括第一部分及第二部分）與基金公開說明書中譯本。 
(二)境外基金係依外國法令募集與發行，其公開說明書、財務報告、年報及績效等相關事項，均係依

該外國法令規定辦理，投資人應自行了解判斷。 
壹、基本資料 

基金中英文名稱 

天利（盧森堡）-新興市場債券
基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
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Threadneedle(Lux)-Emerging 
Market Debt 

成立日期 1995年10月31日 

基金發行機構 天利（盧森堡） 基金型態 開放式公司型 

基金註冊地 盧森堡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管理機構 天利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國內銷售基金
級別 

AU(美元/歐元)、AUP(美元配
息)、AEH(歐元避險)、AEC(歐
元避險配息)、SU（上銀金鑚美
元/歐元）、SUP(上銀金鑚美元
配息)、IEH(歐元避險) 

基金管理機構註
冊地 

盧森堡 計價幣別 美元/歐元 

總代理人 
柏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簡稱“柏瑞投信”) 

基金規模 
72.32百萬美元 
(截至2018年6月30日)  

基金保管機構 
Citibank Europe plc, Luxembourg 
Branch 

國人投資比重 86.73% 
(截至2018年6月30日) 

基金總分銷機構 天利投資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其他相關機構 
註冊處及過戶代理機構：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Data 
Services (Luxembourg) S.A. 

收益分配 
AUP級別-月配息、AEC級別-月配
息、SUP級別–月配息 

基金保證機構 無 

績效指標
benchmark JPM EMBI Global 

保證相關重要
資訊 

無 

 

貳、基金投資標的與策略（投資人請參考公開說明書中譯本閱讀詳細之相關資訊） 
一、投資標的：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尋求自收
入及資本增值達成總報酬，主要投資於新興市場借款人發行之主權債券及公司債。 
二、投資策略： 
本投資組合主要投資於新興市場借款人發行之主權債券及公司債，亦得投資於其他固定收益有價證券，包
含七大工業國國家發行之債券、存款、現金及約當現金。旨在透過收入及資本增值，尋求潛在總回報，並
透過對新興市場債券之曝險，尋求分散投資 
參、投資本基金之主要風險（投資人請參考公開說明書中譯本閱讀詳細之相關風險說明） 
 本投資組合投資涉及信用、市場、利率和對手風險－特定債務證券發行人不得支付利息或返還本金之

風險－特定證券價值可能下跌之風險，利率上揚時債務證券價值下跌之風險和對手未依約履行之風
險。投資人可能因本投資組合而受有損失。使用衍生工具相關之風險和費用可能致本投資組合受有其
他損失。 

 基金特有風險：新興市場投資與較成熟市場相比，可能涉及較劇烈之波動與較高風險。投資人於
評估投資本投資組合之潛在利益時，應考量該等風險。 

 本基金以外幣計價/交易，投資人如以新台幣進行投資，則於贖回時可能因匯率變動而須承擔匯兌風
險。本基金無受存款保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障機制之保障，投資人須自負盈虧，基金投資
可能產生之最大損失為全部本金。 

肆、本基金適合之投資人屬性分析 
 本基金風險收益等級為RR3。此等級分類係依據投信投顧公會之基金風險報酬等級分類標準下之「新

興市場債券型基金，且主要投資標的係動態調整為投資等級債券或非投資等級債券（複合式債券基
金）」而定。本分類等級係基於一般市場狀況反映市場價格波動風險，無法涵蓋所有風險，不宜作為
投資唯一依據，投資人仍應注意所投資基金個別的風險。 

本投資組合適合下列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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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收入及資本增值，尋求潛在總回報； 
 在其透過對新興市場債券之曝險，尋求分散投資； 
 能承受新興市場債務所附帶的高波動 ； 
 願意承受高水平風險； 
 具長期投資目光。 
伍、基金運用狀況 (資料日期：2018年6月30日) 
一、基金淨資產組成： 
1.依投資類別： 

產業 比重 產業 比重 

外幣計價 

主權債券 
42.70% 交通運輸 1.86% 

政府公債 19.09% 通訊服務 1.18% 

能源 17.03% 休閒娛樂 1.13% 

公用事業 6.80% 消費品 0.99% 

基礎工業 3.19% 其他 1.22% 

地方政府債 2.71% 現金 2.10% 

本基金債券部位比例佔 97.90% 

上述資料由於小數點進位因素致使總和不一定為百分之百。 

2.依投資國家或區域： 

國家/區域 比重 

墨西哥 10.42% 

阿根廷 8.13% 

多明尼加共和國 6.57% 

巴西 5.91% 

南非 5.64% 

埃及 5.05% 

印尼 4.52% 

土耳其 4.48% 

俄羅斯 4.32% 

烏克蘭 4.26% 
 

  3.依投資標的信評： 

評等 比重 

A級債券 3.93% 

BBB級債券 18.55% 

BB級債券 31.78% 

B級債券 38.41% 

CCC級債券 3.28% 

D級債券 1.95% 

現金 2.10% 

 

 

 

二、最近十年度基金淨值走勢圖： 

（僅列示主要銷售級別，投資人得向總代理人要求提供未揭示之在臺銷售級別資訊） 

 AU級別(美元)：  淨值(單位：元) 

 

 

 

 

 

 

 

 

 

 

 

 

 

 AUP級別(美元)：  淨值(單位：元) 

 

 

三、最近十年度各年度基金報酬率： 

（僅列示主要銷售級別，投資人得向總代理人要求提供未揭示之在臺銷售級別資訊）  

    

註：                                                                       資料來源：Morningstar 
1.年度基金報酬率：指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以 1~12月完整曆年期間計算，加計收益分配後之累計報酬率。 

2.收益分配均假設再投資於本基金。 

3.AU級別重新啟用之日期為 2009年 2 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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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金累計報酬率：（僅列示主要銷售級別，投資人得向總代理人要求提供未揭示之在臺銷售級別資

訊）                                                    （資料日期： 2018 年 6 月 30 日） 

期     間 最近三個月 最近六個月 最近一年 最近三年 最近五年 最近十年 
基金成立日起算 
至資料日期日止 

累計報酬率% 
(AU美元級別) 

-5.48 -6.58 -3.40 9.98 12.89 NA 90.69 

累計報酬率% 
(AUP美元級別) 

-5.48 -6.58 -3.42 9.99 12.92 40.74 90.57 

註：                                                                              資料來源：Morningstar 
1. 累計報酬率：指至資料日期日止，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個月、六個月、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及自基金成立日起

算，加計收益分配之累計報酬率。 
2. 收益分配均假設再投資於本基金。 
3. AU 級別重新啟用之日期為 2009年 3月 1 日。 

五、最近十年度各年度每受益權單位收益分配之金額/幣別：（月配息）（在臺銷售之所有分配收益級別

分別列示） 
 

年度 
級別 幣

別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收益分配金額(單
位：元/每受益權單
位) 

AUP級別 USD 1.32 1.32 1.032 0.987 0.858 0.897 0.632 0.657 0.698 0.765 

AEC級別 EUR 0.918 1.224 0.942 0.909 0.804 0.825 0.593 0.609 0.633 0.686 

SUP級別 USD 1.284 1.284 1.008 0.963 0.822 0.864 0.734 0.640 0.679 0.741 

六、最近五年度各年度基金之費用率： 

（在臺銷售之所有級別分別列示） 
年度 級別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費用率 

A 級別 1.80％ 1.80％ 1.80％ 1.73％ 1.65％ 

I 級別 1.00％ 1.00％ 1.00％ 0.99％ 1.00％ 

S 級別 1.80％ 1.80％ 1.80％ 1.79％ 1.80％ 
註： 

費用率：指由基金資產負擔之費用占平均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率。（如：交易直接成本─手續費、交易稅；會計帳列之費
用─資產管理費、股東服務費、營運費用等）  
A 級別：AU、AUP、AEH、AEC; I級別：IEH ; S 級別：SU、SUP 

七、基金前十大投資標的及占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率 
投資標的名稱 比重 投資標的名稱 比重 

Gov Of South Africa 8.50% 31/01/2037 3.77% Gov Of Dominican Republic 5.95% 25/01/2027 1.73% 

Gov Of Mexico 7.75% 23/11/2034 2.28% Gov Of Ukraine 7.75% 01/09/2026 1.71% 

Syngenta Finance Nv 5.18% 24/04/2028 2.11% 
State Grid Overseas Investment 2016 Ltd 3.50% 
04/05/2027 

1.65% 

Gov Of Russian Federation 7.05% 19/01/2028 2.07% Gov Of Argentina 6.88% 11/01/2048 1.57% 

Gov Of Turkey 6.00% 25/03/2027 1.97% Gov Of Argentina 6.63% 06/07/2028 1.47% 
 

陸、投資人應負擔費用之項目及其計算方式 

項目 
計算方式或金額 

A級別 I級別 S級別 
經理費 
(資產管理費) 

每 年 基 金 淨 資 產 價 值 之
1.35% 每年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0.65% 每 年 基 金 淨 資 產 價 值 之

1.50% 
保管費 含於其他費用 含於其他費用 含於其他費用 
申 購 手 續 費
(首次銷售費
或遞延銷售手
續費) 

申購手續費：最高為投資數
額之 3% 
遞延銷售手續費：無 

申購手續費：無 
遞延銷售手續費：無 

申購手續費：最高為投資數
額之 5% 
遞延銷售手續費：無 

買回費 無 無 無 
轉換費 
 

最高為級別淨資產價值之
0.75% 

最高為級別淨資產價值之
0.75% 

最高為級別淨資產價值之
0.75% 

短線交易買回
費用 

買回或所交換級別資產淨值
2.00%的罰款 

買回或所交換級別資產淨值
2.00%的罰款 

買回或所交換級別資產淨值
2.00%的罰款 

反稀釋費用 不超過原每級別淨資產價值
之 2% 

不超過原每級別淨資產價值
之 2% 

不超過原每級別淨資產價值
之 2% 

其他費用（如
買回收件手續
費 、 分 銷 費
用、召開受益

營運費用：基金相關級別淨
資產價值之 0.30% 
分銷費：無 
詳細內容請參閱公開說明書

營運費用：基金相關級別淨
資產價值之 0.20% 
分銷費：無 
詳細內容請參閱公開說明書

營運費用：基金相關級別淨
資產價值之 0.30% 
分銷費：無 
詳細內容請參閱公開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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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會議或股東
會費用、績效
費） 

第 26 頁「費用及開支」一
節 

第 26頁「費用及開支」一節 第 26頁「費用及開支」一節 

上述相關費用若有任何增減或變更，應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規定辦理。 

柒、受益人應負擔租稅之項目及其計算 
 中華民國境內稅負： 
一、所得稅及基本稅額(又稱最低稅負制) 
投資人取得境外基金之收益分配、及申請買回/轉讓受益憑證之所得屬海外所得，投資人應依以下步驟檢
視是否應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12條規定課徵基本稅額： 
1. 同一綜合所得稅申報戶之全年海外所得超過新台幣 100萬元，應計入基本所得額計算； 
2. 基本所得額為個人綜合所得額加計(1)海外所得、(2)非要保人受領之人壽保險及年金保險給付超過新

台幣 3,000 萬部分、(3)私募基金交易所得、(4)申報綜合所得稅時列報之非現金捐贈扣除額及(5)其他
經財政部公告項目。 

3. 基本稅額=(基本所得額-600 萬元) x 20%；若基本稅額 > 原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之稅額，則應另行補
繳差額。 

二、證券交易稅 
投資人申請買回/轉讓受益憑證、或於境外基金解散時，無須繳納證券交易稅。 
 境外稅負： 
各國之稅務法律及規章均持續更迭異動，並可能具有追溯力，投資人應自行了解相關稅負，有關投資人應
負擔之境外基金租稅項目及詳細計算內容，請參見基金公開說明書(p.32-33)。 
捌、基金淨資產價值之公告時間及公告方式 
一、公告時間：每營業日公告本基金之單位淨資產價值。 
二、公告方式：於總代理人柏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網站（http://www.pinebridge.com.tw）或境外

基金資訊觀測站(http://www.fundclear.com.tw)公告。 

玖、公開說明書中譯本之取得及境外基金相關資訊網址 
一、總代理人、銷售機構及參與證券商募集及銷售境外基金時，應交付本投資人須知及公開說明書中譯本

予投資人；但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境外ETF）於證券交易市場進行交易者，不在此限。 
二、投資人可於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http://www.fundclear.com.tw）查詢有關境外基金之淨值、基金

基本資料、財務報告、公開說明書、投資人須知、公告訊息、銷售機構及境外基金相關資訊。 

拾、其他 
無。 
本基金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或同意生效，惟不表示本基金絕無風險，基金經理公司以往之績效不保
證基金之最低收益。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 
本投資人須知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者，應由總代理人柏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負責人
依法負責。 
本基金係依盧森堡法令募集及發行，其公開說明書、財務報告、年報及績效等相關事項，均係依盧森堡法
令規定辦理，投資人應自行瞭解判斷。 
為防制洗錢，基金發行機構、管理機構、總經銷商及過戶代理人應遵守有關防制洗錢之一切應適用之國際
及盧森堡法律與通函。為此目的，基金發行機構、管理機構、總經銷商及過戶代理人得要求總代理人及／
或任何銷售機構提供為確認本基金投資人之身分及遵守上述要求所需之資料。 
本基金採用公平評價及稀釋調整，詳情請參閱投資人須知”一般資訊”P.21-23。本基金採反稀釋機制（擺
動定價機制）調整基金淨值，該淨值適用於所有當日申購之投資者，不論投資人申贖金額多寡，均會以調
整後淨值計算。 
本基金的配息可能由基金的收益或本金中支付。任何涉及由本金支出的部份，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額減
損。本基金進行配息前未先扣除行政管理相關費用。本公司備有總代理之基金月配息類型受益權單位近12
個月內之收益分配由本金支付之股利及基金應負擔之相關費用等資料，投資人可於營業時間前往免費參閱
及索取，或洽本公司郵寄索取或自行至本公司網址(http://www.pinebridge.com.tw)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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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基金可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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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不適合
無法承擔相關風險之投資人。基金經理公司除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亦不保
證最低之收益，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 
境外基金係以外幣計價，投資人須承擔取得收益分配或買回價金時轉換回新臺幣可能產生之匯率風險。若
轉換當時之新臺幣兌換外幣匯率相較於原始投資日之匯率升值時，投資人將承受匯兌損失。本基金無受存
款保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障機制之保障，投資人須自負盈虧，基金投資可能產生之最大損失為
全部本金。就本公司所提供之金融商品或服務所生紛爭之處理及申訴，可先向本公司提出申訴，若本公司
超過30天未處理或處理結果不滿意者，得於60天得向「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申請評議」，評議中心網址：
http://www.foi.org.tw 。 

*本投資人須知之內容與盧森堡公開說明書之內容若有歧異，以盧森堡公開說明書之內容為準。 
*總代理人諮詢電話：0800-036-366、02-2516-7883 

 TO107071 

http://www.pinebridge.com.tw/
http://www.fundclear.com.tw/
http://www.fundclear.com.tw/
http://www.pinebridge.com.tw/
http://www.fo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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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利(盧森堡)系列基金－全球實質回報基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刊印日期：西元 (下同) 2018年8月23日 

投資人須知【第一部分：基金專屬資訊】 
(一)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投資人須知（包括第一部分及第二部分）與基金公開說明書中譯本。 
(二)境外基金係依外國法令募集與發行，其公開說明書、財務報告、年報及績效等相關事項，均係依該

外國法令規定辦理，投資人應自行了解判斷。 
壹、基本資料 

基金中英文名稱 

天利（盧森堡）-全球實質回

報基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Threadneedle 

(Lux) – Global Dynamic Real 

Return 

前稱環球資產配置基金

Threadneedle(Lux)-Global 

Asset Allocation 

成立日期 1995年10月31日 

基金發行機構 天利（盧森堡） 基金型態 開放式公司型 

基金註冊地 盧森堡 基金種類 平衡型 

基金管理機構 
天利管理（盧森堡）有限公

司 

國內銷售基金

級別 

AU(美元)、AU(歐元)、AUP(美元

配息)、AEH(歐元避險)、AEC(歐

元避險配息)、IU(I美元)、IU(I歐

元)、B(美元) 

基金管理機構註

冊地 
盧森堡 計價幣別 美元/歐元 

總代理人 
柏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

司(簡稱“柏瑞投信”) 
基金規模 

68.99百萬美元 

(截至2018年6月30日)  

基金保管機構 
Citibank Europe plc, 

Luxembourg Branch 
國人投資比重 

14.62% 

(截至2018年6月30日) 

基金總分銷機構 天利投資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其他相關機構 
註冊處及過戶代理機構：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DataServices 

(Luxembourg) S.A. 

收益分配 

AUP(美元配息)級別─月配

息、AEC(歐元避險配息)級別

─月配息 

基金保證機構 無 

績效指標

benchmark 
US CPI Seasonally Adjusted 

保證相關重要

資訊 
無 

 

貳、基金投資標的與策略（投資人請參考公開說明書中譯本閱讀詳細之相關資訊） 
一、投資標的： 
全球實質回報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將尋求自收入及資本增值達成報酬。 
本基金主要將直接或透過金融衍生性商品及/或集體投資基金間接投資於全球之股權證券及政府及公司
發行人之固定收益證券，亦投資於遠期外匯交換契約，並於適當時為防備之目的投資於現金及貨幣市
場工具。本投資組合亦得透過投資於集體投資基金、有價證券及/或標的為指數之衍生性金融商品等，
取得對商品現貨之間接曝險。本投資組合不投資於商品現貨或不動產。 
二、投資策略： 
本基金主要將直接或透過金融衍生性商品及/或集體投資基金間接投資於全球之股權證券及政府及公司
發行人之固定收益證券，亦投資於遠期外匯交換契約，並於適當時為防備之目的投資於現金及貨幣市
場工具。另得為有效管理投資組合及投資目的，運用金融衍生性商品及遠期契約。為投資目的運用衍
生性商品可能增加本投資組合之風險。為達到投資目標，本基金保有於必要時調整各資產類別曝險比
例之彈性。 
參、投資本基金之主要風險（投資人請參考公開說明書中譯本閱讀詳細之相關風險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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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投資組合投資涉及信用、市場、利率和對手風險－特定債務證券發行人不得支付利息或返還本
金之風險－特定證券價值可能下跌之風險，利率上揚時債務證券價值下跌之風險和對手未依約履
行之風險。投資人可能因本投資組合而受有損失。使用衍生工具相關之風險和費用可能致本投資
組合受有其他損失。投資人於評估投資本投資組合之潛在利益時，應考量該等風險。 

 本基金以外幣計價/交易，投資人如以新台幣進行投資，則於贖回時可能因匯率變動而須承擔匯兌
風險。本基金無受存款保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障機制之保障，投資人須自負盈虧，基
金投資可能產生之最大損失為全部本金。 

肆、本基金適合之投資人屬性分析 
 本基金風險收益等級為RR3。此等級分類係依據投信投顧公會之基金風險報酬等級分類標準下之

「平衡型基金非偏股操作」而定。本分類等級係基於一般市場狀況反映市場價格波動風險，無法
涵蓋所有風險，不宜作為投資唯一依據，投資人仍應注意所投資基金個別的風險。 

本投資組合適合下列投資者： 
 在全球性資產分配的投資組合中，尋求資本增值；  
 透過對全球股票、固定收益、現金、貨幣及商品之曝險，尋求增加分散投資； 
 具中度至高度承受風險能力； 
 於中至長線投資年期內進行投資。 
伍、基金運用狀況 (資料日期：2018年6月30日) 

一、基金淨資產組成： 

1.依投資類別 

產業 比重 

股票 37.44% 

債券 9.68% 

商品 7.94% 

現金 44.93% 

上述資料由於小數點進位因素致使總和不一定為百分之百。 

2.依投資國家或區域： 

國家/區域 比重 

日本 12.47% 

歐洲(英國除外) 10.88% 

新興市場地區 10.03% 

北美地區 5.87% 

成熟國家地區 4.26% 

英國 3.44% 

現金與其他 53.05% 
 

3.投資標的信評： 

N/A 

二、最近十年度基金淨值走勢圖：（僅列示主要銷售級別，投資人得向總代理人要求提供未揭示之在臺

銷售級別資訊） 

 AU(美元)級別： 淨值(單位：元)  
 

 AUP(美元配息)級別：淨值(單位：元) 

 

三、最近十年度各年度基金報酬率： 

（僅列示主要銷售級別，投資人得向總代理人要求提供未揭示之在臺銷售級別資訊）  

 

 
註：                                                                             資料來源：Morningstar 

1. 年度基金報酬率：指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以 1~12月完整曆年期間計算，加計收益分配後之累計報酬率。 

2. 收益分配均假設再投資於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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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金累計報酬率：（僅列示主要銷售級別，投資人得向總代理人要求提供未揭示之在臺銷售級別

資訊）                                                （資料日期： 2018 年 6 月 30 日） 

期     間 最近三個月 最近六個月 最近一年 最近三年 最近五年 最近十年 
基金成立日起算至 
資料日期日止 

累計報酬率% 

(AU(美元)級別) 
-0.75 -0.75 5.21 7.84 20.78 42.24 84.32 

累計報酬率% 

(AUP(美元配息)級別) 
-0.76 -0.78 5.19 7.87 20.75 42.13 49.16 

註：                                                                              資料來源：Morningstar 
1. 累計報酬率：指至資料日期日止，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個月、六個月、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及自基金成立日起

算，加計收益分配之累計報酬率。 
2. 收益分配均假設再投資於本基金。 
五、最近十年度各年度每受益權單位收益分配之金額/幣別：(月配息) 

（在臺銷售之所有分配收益級別分別列示） 
年度 級別 幣別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收益分配金
額(單位：元
/每受益權單
位) 

AUP(美元配息) USD 1.162 1.092 0.393 0.228 0.264 0.315 0.248 0.207 0.257 0.236 

AEC(歐元避險
配息) 

EUR 0.859 1.092 0.402 0.234 0.255 0.303 0.248 0.206 0.245 0.224 

 

六、最近五年度各年度基金之費用率： 

（在臺銷售之所有級別分別列示） 
年度 級別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費用率 

A 級別 1.85％ 1.85％ 1.85％ 1.77％ 1.71％ 

I 級別 1.00％ 1.00％ 1.00％ 0.97％ 0.96％ 

B 級別 N/A N/A N/A N/A 2.70％ 
註： 

費用率：指由基金資產負擔之費用占平均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率。（如：交易直接成本─手續費、交易稅；會計帳列之
費用─資產管理費、股東服務費、營運費用等）  

    A 級別：AU、AUP、AEH、AEC ; I 級別：IU ; B 級別：B(美元)，B 級別僅供台灣投資人申購，且於 2016/6/2 始經 
    投信投顧公會同意新增級別，故尚無資料。 

七、基金前十大投資標的及占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率 
投資標的名稱 比重 投資標的名稱 比重 

Gov Of United States 0.00% 26/07/2018 9.98% Alphabet Inc. 2.32% 

Gov Of United States 0.00% 13/09/2018 8.63% Gov Of South Africa 10.50% 21/12/2026 2.07% 

Threadneedle (Lux) Enhanced Commodities Fund 7.64% Amazon.com, Inc. 1.74% 

Euro Stoxx 50 Sep18 3.32% Gov Of UK 1.75% 22/07/2019 1.63% 

Gov Of Mexico 5.75% 12/10/2110 3.18% Gov Of United States 2.13% 15/02/2040 1.62% 
 

陸、投資人應負擔費用之項目及其計算方式 

項目 
計算方式或金額 

A 級別 I級別 B 級別 

經理費(資產管理費) 每年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1.35% 

每年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0.75% 

每年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1.35% 

保管費 含於其他費用 含於其他費用 含於其他費用 
申購手續費 
(首次銷售費或遞延銷售
手續費) 

申購手續費：最高為投
資數額之 5% 
遞延銷售手續費：無 

申購手續費：無 
遞延銷售手續費：無 

申購手續費：無 
遞延銷售手續費：於購買後
兩年內買回之 B 級別須負擔
逐漸調降的或有遞延銷售手
續費。收取之費用比例如
下：少於一年為 2%，一年或
一年以上但少於兩年為 1%。
遞延銷售手續費之金額相當
於 B 級別買回時之淨資產價
值乘上上述適用的比例。 

買回費 無 無 無，惟可能收取遞延銷售手
續費 

轉換費 最高為級別淨資產價值
之 0.75% 

最高為級別淨資產價值
之 0.75% 

轉換為其他可得之投資組合
之 B 級別而無須負擔或有遞
延銷售手續費 

短線交易買回費用 買回或所交換級別資產
淨值 2.00%的罰款 

買回或所交換級別資產
淨值 2.00%的罰款 

買回或所交換級別資產淨值
2.00%的罰款 

反稀釋費用 不超過原每級別淨資產
價值之 2% 

不超過原每級別淨資產
價值之 2% 

不超過原每級別淨資產價值
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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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費用（如買回收件
手續費、分銷費用、召
開受益人會議或股東會
費用、績效費） 

營運費用：基金相關級
別淨資產價值之 0.30% 
分銷費：無 
詳細內容請參閱公開說
明書第 26 頁「費用及
支出」一節 

營運費用：基金相關級
別淨資產價值之 0.20% 
分銷費：無 
詳細內容請參閱公開說
明書第 26 頁「費用及
支出」一節 

營運費用：基金相關級別淨
資產價值之 0.35% 
分銷費：本基金 B 級別之分
銷費用反映於每日基金淨資
產價值，其年費率為 1.0% 
詳細內容請參閱公開說明書
第 26 頁「費用及支出」一節 

 上述相關費用若有任何增減或變更，應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規定辦理。 
B級別之申購手續費雖可遞延收取，惟每年仍須支付1.0%的分銷費，可能造成實際負擔費用增加。 
柒、受益人應負擔租稅之項目及其計算 
 中華民國境內稅負： 
一、所得稅及基本稅額(又稱最低稅負制) 
投資人取得境外基金之收益分配、及申請買回/轉讓受益憑證之所得屬海外所得，投資人應依以下步驟
檢視是否應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12 條規定課徵基本稅額： 
1. 同一綜合所得稅申報戶之全年海外所得超過新台幣 100 萬元，應計入基本所得額計算； 
2. 基本所得額為個人綜合所得額加計(1)海外所得、(2)非要保人受領之人壽保險及年金保險給付超過新

台幣 3,000 萬部分、(3)私募基金交易所得、(4)申報綜合所得稅時列報之非現金捐贈扣除額及(5)其他
經財政部公告項目。 

3. 基本稅額=(基本所得額-600 萬元) x 20%；若基本稅額 > 原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之稅額，則應另行補
繳差額。 

二、證券交易稅 
投資人申請買回/轉讓受益憑證、或於境外基金解散時，無須繳納證券交易稅。 
 境外稅負： 
各國之稅務法律及規章均持續更迭異動，並可能具有追朔力，投資人應自行了解相關稅負，有關投資
人應負擔之境外基金租稅項目及詳細計算內容，請參見基金公開說明書(p.32-33)。 
捌、基金淨資產價值之公告時間及公告方式 
一、公告時間：每營業日公告本基金之單位淨資產價值。 
二、公告方式：於總代理人柏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網站（http://www.pinebridge.com.tw ）或境

外基金資訊觀測站(http://www.fundclear.com.tw)公告。 

玖、公開說明書中譯本之取得及境外基金相關資訊網址 

一、總代理人、銷售機構及參與證券商募集及銷售境外基金時，應交付本投資人須知及公開說明書中
譯本予投資人；但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境外ETF）於證券交易市場進行交易者，不在此限。 

二、投資人可於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http://www.fundclear.com.tw）查詢有關境外基金之淨值、基金
基本資料、財務報告、公開說明書、投資人須知、公告訊息、銷售機構及境外基金相關資訊。 

拾、其他 
無。 

本基金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或同意生效，惟不表示本基金絕無風險，基金經理公司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收益。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 
本投資人須知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者，應由總代理人柏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負
責人依法負責。 
本基金係依盧森堡法令募集及發行，其公開說明書、財務報告、年報及績效等相關事項，均係依盧森
堡法令規定辦理，投資人應自行瞭解判斷。 
為防制洗錢，基金發行機構、管理機構、總經銷商及過戶代理人應遵守有關防制洗錢之一切應適用之
國際及盧森堡法律與通函。為此目的，基金發行機構、管理機構、總經銷商及過戶代理人得要求總代
理人及／或任何銷售機構提供為確認本基金投資人之身分及遵守上述要求所需之資料。 
本基金採用公平評價及稀釋調整，詳情請參閱投資人須知”一般資訊”P.21-23。本基金採反稀釋機制
（擺動定價機制）調整基金淨值，該淨值適用於所有當日申購之投資者，不論投資人申贖金額多寡，
均會以調整後淨值計算。 
本基金的配息可能由基金的收益或本金中支付。任何涉及由本金支出的部份，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額減
損。本基金進行配息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本公司備有總代理之基金月配息類型受益權單位近
12個月內之收益分配由本金支付之股利及基金應負擔之相關費用等資料，投資人可於營業時間前往免費
參閱及索取，或洽本公司郵寄索取或自行至柏瑞投資理財網 <http://www.pinebridge.com.tw>下載之。 
境外基金係以外幣計價，投資人須承擔取得收益分配或買回價金時轉換回新臺幣可能產生之匯率風
險。若轉換當時之新臺幣兌換外幣匯率相較於原始投資日之匯率升值時，投資人將承受匯兌損失。本
基金無受存款保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障機制之保障，投資人須自負盈虧，基金投資可能產
生之最大損失為全部本金。就本公司所提供之金融商品或服務所生紛爭之處理及申訴，可先向本公司
提出申訴，若本公司超過30天未處理或處理結果不滿意者，得於60天得向「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申請評
議」，評議中心網址：http://www.foi.org.tw 。 
*本投資人須知之內容與盧森堡公開說明書之內容若有歧異，以盧森堡公開說明書之內容為準。 

*總代理人諮詢電話：0800-036-366、02-2516-7883 

TO107078 

http://www.pinebridge.com.tw/
http://www.fundclear.com.tw/
http://www.fundclear.com.tw/
http://www.pinebridge.com.tw/
http://www.fo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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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利(盧森堡)系列基金－全球新興市場短期債券基金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刊印日期：西元 (下同) 2018年7月31日 

投資人須知【第一部分：基金專屬資訊】 

(一)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投資人須知（包括第一部分及第二部分）與基金公開說明書中譯本。 
(二)境外基金係依外國法令募集與發行，其公開說明書、財務報告、年報及績效等相關事項，均係依該

外國法令規定辦理，投資人應自行了解判斷。 
壹、基本資料 

基金中英文名稱 

天利（盧森堡）-全球新興市場短
期債券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
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
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Threadneedle(Lux)-Global Emerging 
Market Short-Term Bonds 

成立日期 2004年8月31日 

基金發行機構 天利（盧森堡） 基金型態 開放式公司型 

基金註冊地 
1

盧森堡 基金種類 
1

債券型 

基金管理機構 
1

天利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國內銷售基金
級別 

1

AU(美元/歐元)、AUP(美元配
息)、AEH(歐元避險)、
AEC(歐元避險配息)、IEH(歐
元避險) 、B(美元)、B(美元配
息) 

基金管理機構註
冊地 1

盧森堡 計價幣別 美元/歐元 

總代理人 
柏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簡
稱“柏瑞投信”) 

基金規模 128.78 百萬美元 
(截至2018年6月30日)  

基金保管機構 
Citibank Europe plc, Luxembourg 
Branch 

國人投資比重 
11.54 % 
(截至2018年6月30日) 

基金總分銷機構 天利投資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其他相關機構 

註冊處及過戶代理機構：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DataServices (Luxembourg) 
S.A. 

收益分配 
AUP級別-月配息、AEC級別-月配
息；B(美元配息)-月配息 

基金保證機構 無 

績效指標
benchmark 

JPM EMBI Global 3-5 yrs 
保證相關重要
資訊 

無 

 

貳、基金投資標的與策略（投資人請參考公開說明書中譯本閱讀詳細之相關資訊） 

一、投資標的： 
全球新興市場短期債券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尋求自收入及資本增值達成總報酬，主要投資於全球範圍的多元化可轉讓債務證券。該等證券將由
新興市場國家或超國家實體，或總部在新興市場國家的金融機構或公司所發行或擔保。投資組合亦可在
次要的程度上投資於由七大工業國國家或超國家實體所發行或擔保的債務證券及投資於與信用連結的票
據。 
二、投資策略： 
投資組合可投資於以各種貨幣計值的證券，且一般會避險非美元投資。但是，仍未獲避險非美元投資的
最高數額不會超出投資組合淨資產的 35%。與此同時，在任何一種貨幣中仍未獲避險非美元投資的最高數
額不會超出投資組合淨資產的 10%。投資組合的平均年期將為五年或以下。 
 
該投資組合亦可運用金融衍生性商品作投資目的、避險及有效之投資組合管理。此等衍生性商品包括
（但不限於）外幣兌換合約、利率交換、利率期貨及信用違約交換。 
參、投資本基金之主要風險（投資人請參考公開說明書中譯本閱讀詳細之相關風險說明） 
 本投資組合投資涉及信用、市場、利率和對手風險－特定債務證券發行人不得支付利息或返還本金

之風險－特定證券價值可能下跌之風險，利率上揚時債務證券價值下跌之風險和對手未依約履行之
風險。投資人可能因本投資組合而受有損失。使用衍生工具相關之風險和費用可能致本投資組合受
有其他損失。 

 新興市場投資與較成熟市場相比，可能涉及較劇烈之波動與較高風險。投資人於評估投資本投資組
合之潛在利益時，應考量該等風險。 

 基金特有風險：新興市場投資與較成熟市場相比，可能涉及較劇烈之波動與較高風險。 
 本基金以外幣計價/交易，投資人如以新台幣進行投資，則於贖回時可能因匯率變動而須承擔匯兌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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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本基金無受存款保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障機制之保障，投資人須自負盈虧，基金投
資可能產生之最大損失為全部本金。 

47B

肆、本基金適合之投資人屬性分析 
 本基金風險收益等級為RR3。此等級分類係依據投信投顧公會之基金風險報酬等級分類標準下之「新

興市場債券型基金，且主要投資標的係動態調整為投資等級債券或非投資等級債券（複合式債券基
金）」而定。本分類等級係基於一般市場狀況反映市場價格波動風險，無法涵蓋所有風險，不宜作
為投資唯一依據，投資人仍應注意所投資基金個別的風險。 

本投資組合適合下列投資者： 
 透過收入及資本增值，尋求潛在總回報； 
 透過對新興市場短期債券之曝險，尋求分散投資； 
 能承受新興市場債務所附帶的高波動 ； 
 願意承受高水平風險； 
 具長期投資目光。 

48B

伍、基金運用狀況 (資料日期：2018年6月30日) 
一、基金淨資產組成： 

49B

1.依投資類別： 

產業 比重 產業 比重 

外幣計價 

主權債券 
33.99% 交通運輸 2.81% 

能源 17.06% 地方政府債 2.77% 

基礎工業 11.02% 通訊服務 2.02% 

政府公債 8.43% 休閒娛樂 1.92% 

銀行 5.14% 其他 6.00% 

公用事業 4.21% 現金 4.64% 

本基金債券部位比例佔 95.37% 

上述資料由於小數點進位因素致使總和不一定為百分之百。 

2.依投資國家或區域： 

國家/區域 比重 

墨西哥 8.14% 

中國 7.80% 

埃及 6.45% 

俄羅斯 6.30% 

阿根廷 5.95% 

印尼 5.12% 

巴西 3.64% 

烏克蘭 3.41% 

南非 3.38% 

阿曼 3.11% 

上述資料由於小數點進位因素致使總和不一

定為百分之百。 

3.依投資標的信評： 

評等 比重 

A 級債券 3.95% 

B 級債券 36.28% 

BB 級債券 33.12% 

BBB 級債券 16.65% 

CCC 級債券 2.49% 

D 級債券 0.74% 

無評等債券 1.02% 

現金 5.75% 

上述資料由於小數點進位因素致使總和不一

定為百分之百。 

二、最近十年度基金淨值走勢圖： 

（僅列示主要銷售級別，投資人得向總代理人要求提供未揭示之在臺銷售級別資訊） 

 AU級別(美元)：淨值(單位：元) 

 

  

 

 

 

 

 

 

 AUP級別(美元)： 淨值(單位：元) 

  

 

 

 

 

 

 

 

 

三、最近十年度各年度基金報酬率：（僅列示主要銷售級別，投資人得向總代理人要求提供未揭示之在

臺銷售級別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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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資料來源：Morningstar 
1.年度基金報酬率：指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以 1~12月完整曆年期間計算，加計收益分配後之累計報酬率。 
2.收益分配均假設再投資於本基金。 
3.AU及 AUP級別重新啟用之日期為 2009 年 6月 30 日。 

四、基金累計報酬率：（僅列示主要銷售級別，投資人得向總代理人要求提供未揭示之在臺銷售級別資

訊）                                                    （資料日期： 2018 年 6 月 30 日） 

期     間 最近三個月 最近六個月 最近一年 最近三年 最近五年 最近十年 
基金成立日起算 
至資料日期日止 

累計報酬率% 
(AU美元級別) 

-2.83 -3.27 -1.29 7.87 11.37 N/A 58.66 

累計報酬率% 
(AUP美元級別) 

-2.77 -3.23 -1.28 7.85 11.38 N/A 58.57 

註：                                                                              資料來源：Morningstar 
1. 累計報酬率：指至資料日期日止，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個月、六個月、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及自基金成立日起

算，加計收益分配之累計報酬率。 
50B

2. 收益分配均假設再投資於本基金。 
3. AU及 AUP 級別重新啟用之日期為 2009年 7 月 1日。 
五、最近十年度各年度每受益權單位收益分配之金額/幣別：（月配息） 

（在臺銷售之所有分配收益級別分別列示） 
年度 級別 幣別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收益分配金額
(單位：元/每
受益權單位) 

AUP級別 USD 1.104 1.104 0.585 0.549 0.48 0.453 0.302 0.346 0.376 0.367 

AEC級別 EUR 0.846 1.128 0.624 0.588 0.51 0.477 0.323 0.363 0.388 0.375 

B(美元配
息)級別 

USD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六、最近五年度各年度基金之費用率： 

（在臺銷售之所有級別分別列示） 
年度 級別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費用率 

A 級別 1.70％ 1.70％ 1.70％ 1.65％ 1.60％ 

I 級別 1.00％ 1.00％ 1.00％ 1.00％ 1.00％ 

B 級別 N/A N/A N/A N/A 2.60％ 

註：費用率：指由基金資產負擔之費用占平均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率。（如：交易直接成本─手續費、交易稅；會計帳列之
費用─資產管理費、股東服務費、營運費用等） 

A 級別：AU、AUP、AEH、AEC; I級別：IEH; B級別:B(美元)、B(美元配息) 

七、基金前十大投資標的及占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率 

投資標的名稱 比重 投資標的名稱 比重 

Petroleos Mexicanos 4.88% 24/01/2022 2.43% Gov Of Indonesia 3.40% 29/03/2022 1.79% 

Gov Of Egypt 6.13% 31/01/2022 2.18% National Savings Bank 8.88% 18/09/2018 1.67% 

Transnet Soc Ltd 4.00% 26/07/2022 2.01% Gov Of Oman 4.13% 17/01/2023 1.66% 

Gov Of Ivory Coast 5.38% 23/07/2024 1.95% Jsw Steel Ltd 4.75% 12/11/2019 1.50% 

Gov Of Dominican Republic 5.88% 18/04/2024 1.84% Indo Energy Finance Ii Bv 6.38% 24/01/2023 1.49% 
 

52B

陸、投資人應負擔費用之項目及其計算方式 

項目 
計算方式或金額 

A 級別 I級別 B 級別 
經理費（資產管
理費） 

每年基金淨資產價值
之 1.30% 

每年基金淨資產價值
之 0.65% 

每年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1.30% 

保管費 含於其他費用 含於其他費用 含於其他費用 
申購手續費 
(首次銷售費或
遞延銷售手續
費) 

申購手續費：最高為
投資數額之 3% 
遞延銷售手續費：無 

申購手續費：無 
遞延銷售手續費：無 

申購手續費：無 
遞延銷售手續費：於購買後兩年內買回
之 B 級別須負擔逐漸調降的或有遞延銷
售手續費。收取之費用比例如下：少於
一年為 2%，一年或一年以上但少於兩
年為 1%。遞延銷售手續費之金額相當
於 B 級別買回時之淨資產價值乘上上述
適用的比例。 

買回費 無 無 無，惟可能收取遞延銷售手續費 
轉換費 
 

最高為級別淨資產價
值之 0.75% 

最高為級別淨資產價
值之 0.75% 

轉換為其他可得之投資組合之 B 級別而
無須負擔或有遞延銷售手續費 

短線交易買回費
用 

買回或所交換級別資
產淨值 2.00%的罰款 

買回或所交換級別資
產淨值 2.00%的罰款 

買回或所交換級別資產淨值 2.00%的罰
款 

反稀釋費用 不超過原每級別淨資
產價值之 2% 

不超過原每級別淨資
產價值之 2% 

不超過原每級別淨資產價值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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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費用（如買
回收件手續費、
分銷費用、召開
受益人會議或股
東會費用、績效
費） 

營運費用：基金相關
級別淨資產價值之
0.30% 
分銷費：無 
詳細內容請參閱公開
說明書第 26 頁「費用
及開支」一節 

營運費用：基金相關
級別淨資產價值之
0.20% 
分銷費：無 
詳細內容請參閱公開
說明書第 26 頁「費用
及開支」一節 

營運費用：基金相關級別淨資產價值之
0.30% 
分銷費：本基金 B 級別之分銷費用反映
於每日基金淨資產價值，其年費率為
1.0% 
詳細內容請參閱公開說明書第 26 頁
「費用及開支」一節 

B 級別之申購手續費雖可遞延收取，惟每年仍須支付 1.0%的分銷費，可能造成實際負擔費用增加。 
上述相關費用若有任何增減或變更，應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規定辦理。 

53B

柒、受益人應負擔租稅之項目及其計算 
 中華民國境內稅負： 
一、所得稅及基本稅額(又稱最低稅負制) 
投資人取得境外基金之收益分配、及申請買回/轉讓受益憑證之所得屬海外所得，投資人應依以下步驟檢
視是否應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12 條規定課徵基本稅額： 
1. 同一綜合所得稅申報戶之全年海外所得超過新台幣 100 萬元，應計入基本所得額計算； 
2. 基本所得額為個人綜合所得額加計(1)海外所得、(2)非要保人受領之人壽保險及年金保險給付超過新

台幣 3,000 萬部分、(3)私募基金交易所得、(4)申報綜合所得稅時列報之非現金捐贈扣除額及(5)其他經
財政部公告項目。 

3. 基本稅額=(基本所得額-600 萬元) x 20%；若基本稅額 > 原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之稅額，則應另行補繳
差額。 

二、證券交易稅 
投資人申請買回/轉讓受益憑證、或於境外基金解散時，無須繳納證券交易稅。 
 境外稅負： 
各國之稅務法律及規章均持續更迭異動，並可能具有追朔力，投資人應自行了解相關稅負，有關投資人
應負擔之境外基金租稅項目及詳細計算內容，請參見基金公開說明書(p.32-33)。 

54B

捌、基金淨資產價值之公告時間及公告方式 

55B

一、公告時間：每營業日公告本基金之單位淨資產價值。 
56B

二、公告方式：於總代理人柏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網站（http://www.pinebridge.com.tw）或境外
基金資訊觀測站(http://www.fundclear.com.tw)公告。 

57B

玖、公開說明書中譯本之取得及境外基金相關資訊網址 

58B

一、總代理人、銷售機構及參與證券商募集及銷售境外基金時，應交付本投資人須知及公開說明書中譯
本予投資人；但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境外ETF）於證券交易市場進行交易者，不在此限。 

59B

二、投資人可於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http://www.fundclear.com.tw）查詢有關境外基金之淨值、基金基
本資料、財務報告、公開說明書、投資人須知、公告訊息、銷售機構及境外基金相關資訊。 

60B

拾、其他 
61B

無。 
本基金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或同意生效，惟不表示本基金絕無風險，基金經理公司以往之績效不
保證基金之最低收益。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 
62B

本投資人須知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者，應由總代理人柏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負責
人依法負責。 
63B

本基金係依盧森堡法令募集及發行，其公開說明書、財務報告、年報及績效等相關事項，均係依盧森堡
法令規定辦理，投資人應自行瞭解判斷。 
64B

為防制洗錢，基金發行機構、管理機構、總經銷商及過戶代理人應遵守有關防制洗錢之一切應適用之國
際及盧森堡法律與通函。為此目的，基金發行機構、管理機構、總經銷商及過戶代理人得要求總代理人
及／或任何銷售機構提供為確認本基金投資人之身分及遵守上述要求所需之資料。 

65B

本基金採用公平評價及稀釋調整，詳情請參閱投資人須知”一般資訊”P.21-23。本基金採反稀釋機制（擺
動定價機制）調整基金淨值，該淨值適用於所有當日申購之投資者，不論投資人申贖金額多寡，均會以
調整後淨值計算。 
66B

本基金的配息可能由基金的收益或本金中支付。任何涉及由本金支出的部份，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額減
損。本基金進行配息前未先扣除行政管理相關費用。本公司備有總代理之基金月配息類型受益權單位近
12個月內之收益分配由本金支付之配息及基金應負擔之相關費用等資料，投資人可於營業時間前往免費
參閱及索取，或洽本公司郵寄索取或自行至本公司之網址(http://www.pinebridge.com.tw)下載之。 
6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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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基金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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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不
適合無法承擔相關風險之投資人。基金經理公司除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
亦不保證最低之收益，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 
68B

境外基金係以外幣計價，投資人須承擔取得收益分配或買回價金時轉換回新臺幣可能產生之匯率風險。
若轉換當時之新臺幣兌換外幣匯率相較於原始投資日之匯率升值時，投資人將承受匯兌損失。本基金無
受存款保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障機制之保障，投資人須自負盈虧，基金投資可能產生之最大
損失為全部本金。就本公司所提供之金融商品或服務所生紛爭之處理及申訴，可先向本公司提出申訴，
若本公司超過30天未處理或處理結果不滿意者，得於60天得向「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申請評議」，評議中
心網址：http://www.foi.org.tw。 
*本投資人須知之內容與盧森堡公開說明書之內容若有歧異，以盧森堡公開說明書之內容為準。 
*總代理人諮詢電話：0800-036-366、02-2516-7883

 

      TO107071 

http://www.pinebridge.com.tw/
http://www.fundclear.com.tw/
http://www.fundclear.com.tw/
http://www.pinebridge.com.tw/
http://www.fo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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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利(盧森堡)系列基金－全球焦點基金 

投資人須知【第一部分：基金專屬資訊】 

刊印日期：西元 (下同) 2017年7月31日 

(一)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投資人須知（包括第一部分及第二部分）與基金公開說明書中譯本。 
(二)境外基金係依外國法令募集與發行，其公開說明書、財務報告、年報及績效等相關事項，均

係依該外國法令規定辦理，投資人應自行了解判斷。 
壹、基本資料 

基金中英文名稱 
天利（盧森堡）-全球焦點基
金Threadneedle(Lux)-Global 
Focus 

成立日期 1995年10月31日 

基金發行機構 天利（盧森堡） 基金型態 開放式公司型 

基金註冊地 盧森堡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管理機構 天利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國內銷售 
基金級別 

AU(美元)、AU(歐元)、AEH(歐
元避險) 、B(美元) 

基金管理機 
構註冊地 

盧森堡 計價幣別 美元/歐元 

總代理人 
柏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
司(簡稱“柏瑞投信”) 

基金規模 524.43 百萬美元 
(截至2018年6月30日)  

基金保管機構 
Citibank Europe plc, 
Luxembourg Branch 

國人投資比重 
0.86% 

(截至2018年6月30日) 

基金總分銷機構 天利投資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其他相關機構 
註冊處及過戶代理機構：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DataServices (Luxembourg) S.A. 

收益分配 無 基金保證機構 無 

績效指標
benchmark 

MSCI AC World 
保證相關重要
資訊 

無 

 

貳、基金投資標的與策略（投資人請參考公開說明書中譯本閱讀詳細之相關資訊） 

一、投資標的： 
全球焦點基金將主要投資於由於已開發及新興市場國家上市、組設或進行大部份業務的公司發行的股
本證券所組成的環球性集中型投資組合。  

二、投資策略： 
該投資組合主要投資於由於已開發及新興市場國家上市、組設或進行大部份業務的公司發行的股本證
券，亦可投資於可換股證券及∕或認股權證，以尋求達成資本增值。旨在透過較高收入及資本增值，
尋求潛在總回報，並透過投資於美元計價之高收益市場，尋求分散投資。 
參、投資本基金之主要風險（投資人請參考公開說明書中譯本閱讀詳細之相關風險說
明） 
 基金投資均具市場及其他風險(包含匯率風險、交易對手風險及流動性風險)，過去績效，不代表

未來之績效表現，且投資人可能產生本金的虧損，且未保證定能達成預訂的投資目標；極端情況
下亦或許有投資本金全數減損之情況。 

 本投資組合投資涉及市場、特定證券價值可能下跌之風險。新興市場投資與較成熟市場相比，可
能涉及較劇烈之波動與較高風險。投資人可能因本投資組合而受有損失。使用衍生工具相關之風
險和費用可能致本投資組合受有其他損失，包括對手風險、對手未依約履行之風險。 

 基金特有風險：新興市場投資與較成熟市場相比，可能涉及較劇烈之波動與較高風險。投資
人於評估投資本投資組合之潛在利益時，應考量該等風險。 

 本基金以外幣計價/交易，投資人如以新台幣進行投資，則於贖回時可能因匯率變動而須承擔匯兌
風險。本基金無受存款保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障機制之保障，投資人須自負盈虧，基
金投資可能產生之最大損失為全部本金。 

肆、本基金適合之投資人屬性分析 

 本基金風險收益等級為RR3。此等級分類係依據投信投顧公會之基金風險報酬等級分類標準下之
「一般型全球型股票基金」而定。本分類等級係基於一般市場狀況反映市場價格波動風險，無法
涵蓋所有風險，不宜作為投資唯一依據，投資人仍應注意所投資基金個別的風險。 

本投資組合適合下列投資者： 
 透過較高收入及資本增值，尋求潛在總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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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投資於美元計價之高收益市場，尋求分散其投資； 
 能承受獲低評等債務證券所附帶的高價格波動及較低流動性； 
 願意承受高水平風險； 
 具長期投資目光。 
伍、基金運用狀況 (資料日期：2018年6月30日) 

一、基金淨資產組成： 

1.依投資類別： 

產業 比重 

資訊科技 35.69% 

金融 19.66% 

醫療保健 15.41% 

工業 12.04% 

非經常性消費 6.23% 

民生必需品╱經常性消費 6.03% 

通訊服務 2.05% 

不動產投資信託 

(含基地台租賃等) 
1.52% 

原物料 0.92% 

現金 0.46% 
本基金股票部位比例佔 99.55% 
上述資料由於小數點進位因素致使總和不一定為百分之百。 

 

2.依投資國家或區域： 

國家/區域 比重 

美國 58.67% 

印度 7.21% 

荷蘭 6.08% 

英國 5.57% 

日本 4.99% 

香港 4.91% 

德國 2.55% 

西班牙 2.05% 

法國 1.91% 

瑞典 1.87% 
 

 

3.投資標的信評： 

N/A 

 

二、最近十年度基金淨值走勢圖： 

（僅列示主要銷售級別，投資人得向總代理人要求提供未揭示之在臺銷售級別資訊） 

 AU(美元)級別：淨值(單位：元) 

 

 

 

 

 

 

 

三、最近十年度各年度基金報酬率： 

（僅列示主要銷售級別，投資人得向總代理人要求提供未揭示之在臺銷售級別資訊）  

 AU(美元)級別： 

 
註：                                                                   資料來源：Morningstar 

1.年度基金報酬率：指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以 1~12月完整曆年期間計算，加計收益分配後之累計報酬率。 

2.收益分配均假設再投資於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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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金累計報酬率： 

（僅列示主要銷售級別，投資人得向總代理人要求提供未揭示之在臺銷售級別資訊）  

（資料日期： 2018 年 6 月 30 日） 

期     間 最近三個月 最近六個月 最近一年 最近三年 最近五年 最近十年 
基金成立日起算至 

資料日期日止 

累計報酬率% 

(AU(美元)級別) 
2.81 5.28 13.67 34.47 72.15 92.06 278.11 

註：                                                                            資料來源：Morningstar 
1. 累計報酬率：指至資料日期日止，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個月、六個月、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及自基金成立日起

算，加計收益分配之累計報酬率。 

2. 收益分配均假設再投資於本基金。 

五、最近十年度各年度每受益權單位收益分配之金額/幣別： 

本基金無收益分配級別。 

六、最近五年度各年度基金之費用率： 

（在臺銷售之所有級別分別列示） 
年度 級別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費用率 
A 級別 1.85％ 1.85％ 1.85％ 1.84％ 1.85％ 

B 級別 N/A N/A N/A N/A 2.85％ 

註： 

費用率：指由基金資產負擔之費用占平均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率。（如：交易直接成本─手續費、交易稅；會計帳
列之費用─資產管理費、股東服務費、營運費用等）A級別：AU、AEH; B級別：B(美元)，B 級別僅供台灣投資人
申購，且於 2016/6/2始經投信投顧公會同意新增級別。 

七、基金前十大投資標的及占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率 

投資標的名稱 比重 投資標的名稱 比重 

Microsoft Corporation 6.56% Kotak Mahindra Bank Limited 3.64% 

Mastercard Incorporated Class A 4.99% HDFC Bank Limited 3.57% 

AIA Group Limited 4.91% RELX NV 3.47% 

Alphabet Inc. 4.59% 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p.l.c. 3.42% 

Keyence Corporation 3.78% UnitedHealth Group Incorporated 3.02% 
 

陸、投資人應負擔費用之項目及其計算方式 

項目 
計算方式或金額 

A 級別 B 級別 

經理費(資產管理費) 每年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1.50% 每年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1.50% 
保管費 含於其他費用 含於其他費用 
申購手續費 
(首次銷售費或遞延銷
售手續費) 

申購手續費：最高為投資數額之 5% 
遞延銷售手續費：無 

申購手續費：無 
遞延銷售手續費：於購買後兩年內買
回之 B 級別須負擔逐漸調降的或有遞
延銷售手續費。收取之費用比例如
下：少於一年為 2%，一年或一年以
上但少於兩年為 1%。遞延銷售手續
費之金額相當於 B 級別買回時之淨資
產價值乘上上述適用的比例。 

買回費 無 無，惟可能收取遞延銷售手續費 
轉換費 最高為級別淨資產價值之 0.75% 轉換為其他可得之投資組合之 B 級別

而無須負擔或有遞延銷售手續費 
短線交易買回費用 買回或所交換級別資產淨值 2.00%的

罰款 
買回或所交換級別資產淨值 2.00%的
罰款 

反稀釋費用 不超過原每級別淨資產價值之 2% 不超過原每級別淨資產價值之 2% 
其他費用（如買回收件
手續費、分銷費用、召
開受益人會議或股東會
費用、績效費） 

營運費用：基金相關級別淨資產價值
之 0.30% 
分銷費：無 
詳細內容請參閱公開說明書第 26 頁
「費用及支出」一節 

營運費用：基金相關級別淨資產價值
之 0.35% 
分銷費：本基金 B 級別之分銷費用反
映於每日基金淨資產價值，其年費率
為 1.0% 
詳細內容請參閱公開說明書第 2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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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及支出」一節 

上述相關費用若有任何增減或變更，應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規定辦理。 

  B級別之申購手續費雖可遞延收取，惟每年仍須支付 1.0%的分銷費，可能造成實際負擔費用增加。 

柒、受益人應負擔租稅之項目及其計算 
 中華民國境內稅負： 
一、所得稅及基本稅額(又稱最低稅負制) 
投資人取得境外基金之收益分配、及申請買回/轉讓受益憑證之所得屬海外所得，投資人應依以下步驟
檢視是否應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12條規定課徵基本稅額： 
1. 同一綜合所得稅申報戶之全年海外所得超過新台幣 100萬元，應計入基本所得額計算； 
2. 基本所得額為個人綜合所得額加計(1)海外所得、(2)非要保人受領之人壽保險及年金保險給付超過

新台幣 3,000萬部分、(3)私募基金交易所得、(4)申報綜合所得稅時列報之非現金捐贈扣除額及
(5)其他經財政部公告項目。 

3. 基本稅額=(基本所得額-600萬元) x 20%；若基本稅額 > 原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之稅額，則應另行
補繳差額。 

二、證券交易稅 
投資人申請買回/轉讓受益憑證、或於境外基金解散時，無須繳納證券交易稅。 
 境外稅負： 
各國之稅務法律及規章均持續更迭異動，並可能具有追朔力，投資人應自行了解相關稅負，有關投資
人應負擔之境外基金租稅項目及詳細計算內容，請參見基金公開說明書(p.32-33)。 

捌、基金淨資產價值之公告時間及公告方式 

一、公告時間：每營業日公告本基金之單位淨資產價值。 
二、公告方式：於總代理人柏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網站（http://www.pinebridge.com.tw）或境

外基金資訊觀測站(http://www.fundclear.com.tw)公告。 

玖、公開說明書中譯本之取得及境外基金相關資訊網址 

一、總代理人、銷售機構及參與證券商募集及銷售境外基金時，應交付本投資人須知及公開說明書中
譯本予投資人；但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境外ETF）於證券交易市場進行交易者，不在此限。 

二、投資人可於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http://www.fundclear.com.tw）查詢有關境外基金之淨值、基金
基本資料、財務報告、公開說明書、投資人須知、公告訊息、銷售機構及境外基金相關資訊。 

拾、其他 

無。 

本基金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或同意生效，惟不表示本基金絕無風險，基金經理公司以往之績效
不保證基金之最低收益。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 

本投資人須知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者，應由總代理人柏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負
責人依法負責。 

本基金係依盧森堡法令募集及發行，其公開說明書、財務報告、年報及績效等相關事項，均係依盧森
堡法令規定辦理，投資人應自行瞭解判斷。 

為防制洗錢，基金發行機構、管理機構、總經銷商及過戶代理人應遵守有關防制洗錢之一切應適用之
國際及盧森堡法律與通函。為此目的，基金發行機構、管理機構、總經銷商及過戶代理人得要求總代
理人及／或任何銷售機構提供為確認本基金投資人之身分及遵守上述要求所需之資料。 

本基金採用公平評價及稀釋調整，詳情請參閱投資人須知”一般資訊”P.21-23。本基金採反稀釋機制
（擺動定價機制）調整基金淨值，該淨值適用於所有當日申購之投資者，不論投資人申贖金額多寡，
均會以調整後淨值計算。 

境外基金係以外幣計價，投資人須承擔取得收益分配或買回價金時轉換回新臺幣可能產生之匯率風
險。若轉換當時之新臺幣兌換外幣匯率相較於原始投資日之匯率升值時，投資人將承受匯兌損失。本
基金無受存款保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障機制之保障，投資人須自負盈虧，基金投資可能產
生之最大損失為全部本金。就本公司所提供之金融商品或服務所生紛爭之處理及申訴，可先向本公司
提出申訴，若本公司超過30天未處理或處理結果不滿意者，得於60天得向「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申請評
議」，評議中心網址：http://www.foi.org.tw。 
*本投資人須知之內容與盧森堡公開說明書之內容若有歧異，以盧森堡公開說明書之內容為準。 

*總代理人諮詢電話：0800-036-366、02-2516-7883 

 TO107071 

http://www.pinebridge.com.tw/
http://www.fundclear.com.tw/
http://www.fundclear.com.tw/
http://www.fo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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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利(盧森堡)系列基金－全球科技基金 
投資人須知【第一部分：基金專屬資訊】 

刊印日期：西元 (下同) 2018年7月31日 

(一)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投資人須知（包括第一部分及第二部分）與基金公開說明書中譯本。 
(二)境外基金係依外國法令募集與發行，其公開說明書、財務報告、年報及績效等相關事項，均

係依該外國法令規定辦理，投資人應自行了解判斷。 

壹、基本資料 

基金中英文名稱 

天利（盧森堡）-全球科技 
基金 

Threadneedle (Lux) - Global 

Technology 

成立日期 2010年3月15日 

基金發行機構 天利（盧森堡） 基金型態 開放式公司型 

基金註冊地 盧森堡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管理機構 天利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國內銷售基金級別 AU(美元)、AEH(歐元避險) 
基金管理機構註冊地 盧森堡 計價幣別 美元/歐元 

總代理人 
柏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
司(簡稱“柏瑞投信”) 

基金規模 230.40 百萬美元 
(截至2018年6月30日)  

基金保管機構 
Citibank Europe plc, 
Luxembourg Branch 

國人投資比重 
0% 
(截至2018年6月30日) 

基金總分銷機構 天利投資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其他相關機構 

註冊處及過戶代理機構：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DataServices (Luxembourg) 
S.A. 

收益分配 無 基金保證機構 無 

績效指標benchmark 
MSCI The World Index –  

InformationTechnology– Gross 
Return 

保證相關重要資訊 無 

 

貳、基金投資標的與策略（投資人請參考公開說明書中譯本閱讀詳細之相關資訊） 

一、投資標的： 
天利(盧森堡)–全球科技基金將主要藉由投資全球之業務經營為科技及科技相關產業的公司所發行的可轉讓
證券以達成長期資本增值。科技相關公司係指廣泛運用科技改善其營業流程及應用之公司。 
 
投資組合得投資於任一國家成立或任何規模之發行人所發行之可轉讓證券。投資組合一般將投資其資產於
任何股權證券，包括普通股、可轉換或交換為普通股之證券、普通股認購權及權證及表彰該股權證券所有
權利益之存託憑證。投資組合最多可投資其資產之 25%於特別股及投資級債券。 

二、投資策略： 
天利(盧森堡)–全球科技基金將主要藉由投資全球之業務經營為科技及科技相關產業的公司所發行的可轉讓
證券以達成長期資本增值。（依公開說明書之說明，「主要」一詞指有關投資組合最少有三分之二的資產
直接投資於相關投資組合於公開說明書之投資目標所載「主要」之貨幣、國家、證劵種類或其他重大元
素。） 

參、投資本基金之主要風險（投資人請參考公開說明書中譯本閱讀詳細之相關風險說明） 

 本投資組合投資涉及市場、特定證券價值可能下跌之風險。投資人可能因本投資組合而受有損失。使
用衍生工具相關之風險和費用可能致本投資組合受有其他損失，包括對手風險、對手未依約履行之風
險。全球性投資一般有包括貨幣波動、政治和經濟條件快速變動和交割風險等特定風險。 

 投資人於評估投資本投資組合之潛在利益時，應考量該等風險。 
 本基金以外幣計價/交易，投資人如以新台幣進行投資，則於贖回時可能因匯率變動而須承擔匯兌風

險。本基金無受存款保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障機制之保障，投資人須自負盈虧，基金投資
可能產生之最大損失為全部本金。 

肆、本基金適合之投資人屬性分析 

 本基金風險收益等級為RR4。此等級分類係依據投信投顧公會之基金風險報酬等級分類標準下之「全
球資訊科技股票型基金」而定。本分類等級係基於一般市場狀況反映市場價格波動風險，無法涵蓋所
有風險，不宜作為投資唯一依據，投資人仍應注意所投資基金個別的風險。 

本投資組合適合下列投資者： 
 尋求資本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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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投資於科技行業，尋求分散投資。投資者應注意，與較為廣泛分散的投資組合相比，行業集中性
可能增添較大波幅； 

 可承受其投資價值潛在高度波動； 
 具有與投資於股權證券相當之高度承受風險能力； 
 具長期投資目光。 

伍、基金運用狀況 (資料日期：2018年6月30日) 

一、基金淨資產組成： 

1. 依投資類別： 

產業 比重 產業 比重 

半導體及半導體設備 36.09% 
電子設備儀器和

組件 
1.95% 

軟體 27.49% 商業服務與供應 0.66% 

技術硬體儲存 12.62% 電子設備 0.64% 

互聯網軟體及服務 6.59% 媒體 0.59% 

通訊設備 4.59% 其他 1.18% 

資訊科技服務 2.55% 現金 5.06% 

本基金股票部位比例佔 94.95% 

上述資料由於小數點進位因素致使總和不一定為百分之百。 

2.依投資國家或區域： 

國家/區域 比重 

美國 93.05% 

以色列 1.80% 

韓國 1.58% 

英國 0.63% 

中國 0.42% 

日本 0.33% 

比利時 0.27% 

開曼群島 0.27% 

上述資料由於小數點進位因素致使總和

不一定為百分之百。 

3.投資標的信評： 

N/A 

二、最近十年度基金淨值走勢圖： 

（僅列示主要銷售級別，投資人得向總代理人要求提供未揭示之在臺銷售級別資訊） 

 AU(美元)級別：淨值(單位：元) 

 

 

 

 

 

 

 

 
三、最近十年度各年度基金報酬率： 

（僅列示主要銷售級別，投資人得向總代理人要求提供未揭示之在臺銷售級別資訊） 

 AU(美元)級別： 

 
註：                                                                                                                                    資料來源：Morningstar 

1.年度基金報酬率：指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以 1~12 月完整曆年期間計算，加計收益分配後之累計報酬率。 

2.收益分配均假設再投資於本基金。 

3.AU(美元)於 2010 年 3 月 15 日成立。 

四、基金累計報酬率： 

（僅列示主要銷售級別，投資人得向總代理人要求提供未揭示之在臺銷售級別資訊） 

（資料日期：2018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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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間 最近三個月 最近六個月 最近一年 最近三年 最近五年 最近十年 
基金成立日起算至 

資料日期日止 

累計報酬率% 

(AU(美元)級別) 
-0.44 5.00 18.53 59.61 141.77 N/A 183.43 

註：                                                                                                                                                                     資料來源： Morningstar 
1. 累計報酬率：指至資料日期日止，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個月、六個月、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及自基金成立日起

算，加計收益分配之累計報酬率。 

2. 收益分配均假設再投資於本基金。 

3. AU(美元)於 2010年 3月 15日成立。 

五、最近十年度各年度每受益權單位收益分配之金額/幣別： 

本基金無收益分配級別。 

六、最近五年度各年度基金之費用率： 

（在臺銷售之所有級別分別列示） 

年度 級別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費用率 A 級別 2.10% 2.10% 2.10% 2.10% 2.00% 

註： 

費用率：指由基金資產負擔之費用占平均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率。（如：交易直接成本─手續費、交易稅；會計帳列之
費用─資產管理費、股東服務費、營運費用等） 

A級別：AU、AEH 

七、基金前十大投資標的及占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率 

投資標的名稱 比重 投資標的名稱 比重% 

Lam Research Corporation 8.07% Qorvo, Inc. 3.65% 

Micron Technology, Inc. 6.65% Applied Materials, Inc. 3.47% 

Broadcom Inc. 5.95% Synopsys, Inc. 3.41% 

Apple Inc. 5.13% Nuance Communications, Inc. 3.15% 

Alphabet Inc. 4.48% Western Digital Corporation 3.03% 
 

陸、投資人應負擔費用之項目及其計算方式 

項目 
計算方式或金額 

A級別 

經理費(資產管理費) 每年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1.65% 
保管費 含於其他費用 
申購手續費 
(首次銷售費或遞延銷售手
續費) 

申購手續費：最高為投資數額之 5.0% 
遞延銷售手續費：無 

買回費 無 
轉換費 最高為級別淨資產價值之 0.75% 

短線交易買回費用 買回或所交換級別資產淨值 2.00%的罰款 
反稀釋費用 不超過原每級別淨資產價值之 2% 
其他費用（如買回收件手續
費、分銷費用、召開受益人
會議或股東會費用、績效
費） 

營運費用：基金相關級別淨資產價值之 0.30% 
分銷費：無 
詳細內容請參閱公開說明書第 26 頁「費用及支出」一節 

上述相關費用若有任何增減或變更，應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規定辦理。 

柒、受益人應負擔租稅之項目及其計算 
 中華民國境內稅負： 
一、所得稅及基本稅額(又稱最低稅負制) 
投資人取得境外基金之收益分配、及申請買回/轉讓受益憑證之所得屬海外所得，投資人應依以下步驟檢
視是否應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12 條規定課徵基本稅額： 
1. 同一綜合所得稅申報戶之全年海外所得超過新台幣 100 萬元，應計入基本所得額計算； 
2. 基本所得額為個人綜合所得額加計(1)海外所得、(2)非要保人受領之人壽保險及年金保險給付超過新台

幣 3,000 萬部分、(3)私募基金交易所得、(4)申報綜合所得稅時列報之非現金捐贈扣除額及(5)其他經財
政部公告項目。 

3. 基本稅額=(基本所得額-600 萬元) x 20%；若基本稅額 > 原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之稅額，則應另行補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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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額。 
二、證券交易稅 
投資人申請買回/轉讓受益憑證、或於境外基金解散時，無須繳納證券交易稅。 
 境外稅負： 
各國之稅務法律及規章均持續更迭異動，並可能具有追朔力，投資人應自行了解相關稅負，有關投資人應
負擔之境外基金租稅項目及詳細計算內容，請參見基金公開說明書(p.33-33)。 

捌、基金淨資產價值之公告時間及公告方式 

一、公告時間：每營業日公告本基金之單位淨資產價值。 
二、公告方式：於總代理人柏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網站（http://www.pinebridge.com.tw）或境外

基金資訊觀測站(http://www.fundclear.com.tw)公告。 

玖、公開說明書中譯本之取得及境外基金相關資訊網址 

一、總代理人、銷售機構及參與證券商募集及銷售境外基金時，應交付本投資人須知及公開說明書中譯本
予投資人；但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境外ETF）於證券交易市場進行交易者，不在此限。 

二、投資人可於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http://www.fundclear.com.tw）查詢有關境外基金之淨值、基金基本
資料、財務報告、公開說明書、投資人須知、公告訊息、銷售機構及境外基金相關資訊。 

拾、其他 

無。 

本基金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或同意生效，惟不表示本基金絕無風險，基金經理公司以往之績效不保
證基金之最低收益。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 

本投資人須知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者，應由總代理人柏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負責人
依法負責。 

本基金係依盧森堡法令募集及發行，其公開說明書、財務報告、年報及績效等相關事項，均係依盧森堡法
令規定辦理，投資人應自行瞭解判斷。 

為防制洗錢，基金發行機構、管理機構、總經銷商及過戶代理人應遵守有關防制洗錢之一切應適用之國際
及盧森堡法律與通函。為此目的，基金發行機構、管理機構、總經銷商及過戶代理人得要求總代理人及／
或任何銷售機構提供為確認本基金投資人之身分及遵守上述要求所需之資料。 

本基金採用公平評價及稀釋調整，詳情請參閱投資人須知”一般資訊”P.21-23。本基金採反稀釋機制（擺動
定價機制）調整基金淨值，該淨值適用於所有當日申購之投資者，不論投資人申贖金額多寡，均會以調整
後淨值計算。 

境外基金係以外幣計價，投資人須承擔取得收益分配或買回價金時轉換回新臺幣可能產生之匯率風險。若
轉換當時之新臺幣兌換外幣匯率相較於原始投資日之匯率升值時，投資人將承受匯兌損失。本基金無受存
款保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障機制之保障，投資人須自負盈虧，基金投資可能產生之最大損失為
全部本金。就本公司所提供之金融商品或服務所生紛爭之處理及申訴，可先向本公司提出申訴，若本公司
超過30天未處理或處理結果不滿意者，得於60天得向「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申請評議」，評議中心網址：
http://www.foi.org.tw 。 
*本投資人須知之內容與盧森堡公開說明書之內容若有歧異，以盧森堡公開說明書之內容為準。 

*總代理人諮詢電話：0800-036-366、02-2516-7883 

TO107071 

http://www.pinebridge.com.tw/
http://www.fundclear.com.tw/
http://www.fundclear.com.tw/
http://www.fo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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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利(盧森堡)系列基金－泛歐洲股票基金 
投資人須知【第一部分：基金專屬資訊】 

刊印日期：西元 (下同) 2018年7月31日 

(一)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投資人須知（包括第一部分及第二部分）與基金公開說明書中譯本。 
(二)境外基金係依外國法令募集與發行，其公開說明書、財務報告、年報及績效等相關事項，均

係依該外國法令規定辦理，投資人應自行了解判斷。 
壹、基本資料 

基金中英文名稱 
天利（盧森堡）-泛歐洲股票
基金Threadneedle(Lux)-Pan 

European Equities 

成立日期 1995年10月17日 

基金發行機構 天利（盧森堡） 基金型態 開放式公司型 

基金註冊地 盧森堡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管理機構 天利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國內銷售基
金級別 

AE(歐元)、AE(美元) 、AUH(美元避
險)、IE(I歐元)、IE(I美元) 、B(美元
避險) 

基金管理機構 
註冊地 

盧森堡 計價幣別 歐元/美元 

總代理人 
柏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簡稱“柏瑞投信”) 

基金規模 65.89 百萬歐元 
(截至2018年6月30日)  

基金保管機構 
Citibank Europe plc, 

Luxembourg Branch 

國人投資比
重 

0.52% 

(截至2018年6月30日) 

基金總分銷機構 天利投資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其他相關機
構 

註冊處及過戶代理機構：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Data Services 

(Luxembourg) S.A. 

收益分配 無 基金保證機構 無 

績效指標
benchmark 

MSCI Europe (inc UK) 
保證相關重
要資訊 

無 

 

貳、基金投資標的與策略（投資人請參考公開說明書中譯本閱讀詳細之相關資訊） 

一、投資標的： 
本基金主要投資於總部設於歐洲，或大部分活動在歐洲的大型公司之股權證券，以達成資本增值投資組
合。 

二、投資策略： 
本基金主要投資於總部設於歐洲，或大部分活動在歐洲的大型公司之股權證券，亦可投資於歐洲較小型公
司之股權證券及其他有價證券（含固定收益證券、其他股權及貨幣市場工具）。旨在尋求資本增值。 

參、投資本基金之主要風險（投資人請參考公開說明書中譯本閱讀詳細之相關風險說明） 

 本投資組合投資涉及市場、特定證券價值可能下跌之風險。投資人可能因本投資組合而受有損失。使
用衍生工具相關之風險和費用可能致本投資組合受有其他損失，包括對手風險、對手未依約履行之風
險。投資人於評估投資本投資組合之潛在利益時，應考量該等風險。 

 基金特有風險：與較為廣泛分散投資的投資組合相比，地域集中性可能增添較大波幅。 
  本基金以外幣計價/交易，投資人如以新台幣進行投資，則於贖回時可能因匯率變動而須承擔

匯兌風險。本基金無受存款保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障機制之保障，投資人須自負盈虧，基
金投資可能產生之最大損失為全部本金。 

肆、本基金適合之投資人屬性分析 
 本基金風險收益等級為RR4。此等級分類係依據投信投顧公會之基金風險報酬等級分類標準下之「一

般型已開發區域型股票基金」而定。本分類等級係基於一般市場狀況反映市場價格波動風險，無法涵
蓋所有風險，不宜作為投資唯一依據，投資人仍應注意所投資基金個別的風險。 
 

本投資組合適合下列投資者： 
 尋求資本增值；   
 尋求投資於歐洲股票市場。 
 可承受其投資價值潛在高度波動； 
 具有高度承受風險能力，相當於股票證券投資； 
 具長期投資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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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基金運用狀況 (資料日期：2018年6月30日) 

一、 基金淨資產組成： 

1. 依投資類別： 

產業 比重 產業 比重 

工業 21.32% 
民生必需品╱
經常性消費 

8.81% 

非經常性消費 14.80% 原物料 8.80% 

金融 13.73% 能源 7.15% 

資訊科技 12.13% 通訊服務 2.51% 

醫療保健 10.16% 現金 0.60% 

本基金股票部位比例佔99.41% 

上述資料由於小數點進位因素致使總和不一定為百分之百。 

 

2.依投資國家或區域： 

國家/區域 比重 國家/區域 比重 

英國 31.11% 瑞典 5.79% 

法國 16.52% 愛爾蘭 5.65% 

德國 12.03% 義大利 5.18% 

荷蘭 8.28% 瑞士 3.14% 

西班牙 7.12% 芬蘭 1.84% 

 

 

3.投資標的信

評： 

 N/A 

 

二、最近十年度基金淨值走勢圖： 

（僅列示主要銷售級別，投資人得向總代理人要求提供未揭示之在臺銷售級別資訊） 

 AE(歐元)級別：淨值(單位：元) 

 

 

 

 

 

 

 
三、最近十年度各年度基金報酬率： 

（僅列示主要銷售級別，投資人得向總代理人要求提供未揭示之在臺銷售級別資訊）  

 AE(歐元)級別： 

  

註：                                                                  資料來源：Morningstar 

1.年度基金報酬率：指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以 1~12月完整曆年期間計算，加計收益分配後之累計報酬率。 

2.收益分配均假設再投資於本基金。 

四、基金累計報酬率： 

（僅列示主要銷售級別，投資人得向總代理人要求提供未揭示之在臺銷售級別資訊） 

（資料日期： 2018 年 6 月 30 日） 

期     間 最近三個月 最近六個月 最近一年 最近三年 最近五年 最近十年 
基金成立日起算至 
資料日期日止 

累計報酬率% 
(AE(歐元)級別) 

3.88 0.62 3.53 3.05 43.97 115.37 44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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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資料來源：Morningstar 
1. 累計報酬率：指至資料日期日止，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個月、六個月、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及自基金成立日起

算，加計收益分配之累計報酬率。 

2. 收益分配均假設再投資於本基金。 

五、最近十年度各年度每受益權單位收益分配之金額/幣別： 

本基金無收益分配級別。 

六、最近五年度各年度基金之費用率： 

（在臺銷售之所有級別分別列示） 
年度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費用率 

A 級別 1.85％ 1.85％ 1.85％ 1.85％ 1.85％ 

I 級別 1.05％ 1.05％ 1.05％ 1.02％ 1.00％ 

B 級別 N/A N/A N/A N/A 2.85％ 
註： 
費用率：指由基金資產負擔之費用占平均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率。（如：交易直接成本─手續費、交易稅；會計帳列之

費用─資產管理費、股東服務費、營運費用等） 

A 級別：AE、AU、AUH；I級別：IE、IU；B級別：B(美元避險)，B級別僅供台灣投資人申購，且於 2016/6/2始經 
投信投顧公會同意新增級別，故尚無資料。 

七、基金前十大投資標的及占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率 

投資標的名稱 比重 投資標的名稱 比重 

Royal Dutch Shell 4.76% LVMH Moet Hennessy Louis Vuitton SE 2.84% 

ASML Holding NV 4.52% adidas AG 2.77% 

Prudential plc 3.82% Kingspan Group Plc 2.76% 

Sika AG 3.14% Fresenius Medical Care AG & Co. KGaA 2.74% 

Ryanair Holdings Plc 2.89% Dassault Systemes SA 2.70% 
 

陸、投資人應負擔費用之項目及其計算方式 

項目 
計算方式或金額 

A 級別 I級別 B 級別 

經理費(資產管理費) 每年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1.50% 

每年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0.75% 

每年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1.50% 

保管費 含於其他費用 含於其他費用 含於其他費用 
申購手續費 
(首次銷售費或遞延銷
售手續費) 

申購手續費：最高為投資數
額之 5% 
遞延銷售手續費：無 

申購手續費：無 
遞延銷售手續費：無 

申購手續費：無 
遞延銷售手續費：於購買
後兩年內買回之 B 級別須
負擔逐漸調降的或有遞延
銷售手續費。收取之費用
比例如下：少於一年為
2%，一年或一年以上但少
於兩年為 1%。遞延銷售
手續費之金額相當於 B 級
別買回時之淨資產價值乘
上上述適用的比例。 

買回費 無 無 無，惟可能收取遞延銷售
手續費 

轉換費 
 

最高每年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0.75% 

最高每年基金淨資產價值
之 0.75% 

轉換為其他可得之投資組
合之 B 級別而無須負擔或
有遞延銷售手續費 

短線交易買回費用 買回或所交換級別資產淨值
2.00%的罰款 

買回或所交換級別資產淨
值 2.00%的罰款 

買回或所交換級別資產淨
值 2.00%的罰款 

反稀釋費用 不超過原每級別淨資產價值
之 2% 

不超過原每級別淨資產價
值之 2% 

不超過原每級別淨資產價
值之 2% 

其他費用（如買回收
件手續費、分銷費
用、召開受益人會議
或股東會費用、績效
費） 

營運費用：基金相關級別淨
資產價值之 0.30% 
分銷費：無 
詳細內容請參閱公開說明書
第 26 頁「費用及支出」一
節 

營運費用：基金相關級別
淨資產價值之 0.20% 
分銷費：無 
詳細內容請參閱公開說明
書第 26 頁「費用及支出」
一節 

營運費用：基金相關級別
淨資產價值之 0.35% 
分銷費：本基金 B 級別之
分銷費用反映於每日基金
淨資產價值，其年費率為
1.0% 
詳細內容請參閱公開說明
書第 26 頁「費用及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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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節 

上述相關費用若有任何增減或變更，應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規定辦理。 

B級別之申購手續費雖可遞延收取，惟每年仍須支付 1.0%的分銷費，可能造成實際負擔費用增加。 

柒、受益人應負擔租稅之項目及其計算 
 中華民國境內稅負： 
一、所得稅及基本稅額(又稱最低稅負制) 
投資人取得境外基金之收益分配、及申請買回/轉讓受益憑證之所得屬海外所得，投資人應依以下步驟檢
視是否應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12條規定課徵基本稅額： 
1. 同一綜合所得稅申報戶之全年海外所得超過新台幣 100萬元，應計入基本所得額計算； 
2. 基本所得額為個人綜合所得額加計(1)海外所得、(2)非要保人受領之人壽保險及年金保險給付超過新

台幣 3,000萬部分、(3)私募基金交易所得、(4)申報綜合所得稅時列報之非現金捐贈扣除額及(5)其他
經財政部公告項目。 

3. 基本稅額=(基本所得額-600萬元) x 20%；若基本稅額 > 原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之稅額，則應另行補
繳差額。 

二、證券交易稅 
投資人申請買回/轉讓受益憑證、或於境外基金解散時，無須繳納證券交易稅。 
 境外稅負： 
各國之稅務法律及規章均持續更迭異動，並可能具有追朔力，投資人應自行了解相關稅負，有關投資人應
負擔之境外基金租稅項目及詳細計算內容，請參見基金公開說明書(p.32-33)。 
捌、基金淨資產價值之公告時間及公告方式 

一、公告時間：每營業日公告本基金之單位淨資產價值。 

二、公告方式：於總代理人柏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網站（http://www.pinebridge.com.tw）或境外
基金資訊觀測站(http://www.fundclear.com.tw)公告。 

玖、公開說明書中譯本之取得及境外基金相關資訊網址 

一、總代理人、銷售機構及參與證券商募集及銷售境外基金時，應交付本投資人須知及公開說明書中譯本
予投資人；但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境外ETF）於證券交易市場進行交易者，不在此限。 

二、投資人可於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http://www.fundclear.com.tw）查詢有關境外基金之淨值、基金基本
資料、財務報告、公開說明書、投資人須知、公告訊息、銷售機構及境外基金相關資訊。 

拾、其他 

無。 

本基金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或同意生效，惟不表示本基金絕無風險，基金經理公司以往之績效不保
證基金之最低收益。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 

本投資人須知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者，應由總代理人柏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負責人
依法負責。 

本基金係依盧森堡法令募集及發行，其公開說明書、財務報告、年報及績效等相關事項，均係依盧森堡法
令規定辦理，投資人應自行瞭解判斷。 

為防制洗錢，基金發行機構、管理機構、總經銷商及過戶代理人應遵守有關防制洗錢之一切應適用之國際
及盧森堡法律與通函。為此目的，基金發行機構、管理機構、總經銷商及過戶代理人得要求總代理人及／
或任何銷售機構提供為確認本基金投資人之身分及遵守上述要求所需之資料。 

本基金採用公平評價及稀釋調整，詳情請參閱投資人須知”一般資訊”P.21-23。本基金採反稀釋機制
（擺動定價機制）調整基金淨值，該淨值適用於所有當日申購之投資者，不論投資人申贖金額多寡，均會
以調整後淨值計算。 

境外基金係以外幣計價，投資人須承擔取得收益分配或買回價金時轉換回新臺幣可能產生之匯率風險。若
轉換當時之新臺幣兌換外幣匯率相較於原始投資日之匯率升值時，投資人將承受匯兌損失。本基金無受存
款保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障機制之保障，投資人須自負盈虧，基金投資可能產生之最大損失為
全部本金。就本公司所提供之金融商品或服務所生紛爭之處理及申訴，可先向本公司提出申訴，若本公司
超過30天未處理或處理結果不滿意者，得於60天得向「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申請評議」，評議中心網址：
http://www.foi.org.tw。 
*本投資人須知之內容與盧森堡公開說明書之內容若有歧異，以盧森堡公開說明書之內容為準。 

*總代理人諮詢電話：0800-036-366、02-2516-7883 

          TO107071 

http://www.pinebridge.com.tw/
http://www.fundclear.com.tw/
http://www.fundclear.com.tw/
http://www.fo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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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利(盧森堡)系列基金－美國高收益債券基金 
 (原名為天利(盧森堡)－美國高收入債券基金) (本基金主要係投
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刊印日期：西元 (下同) 2018年7月31日 

投資人須知【第一部分：基金專屬資訊】 

(一)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投資人須知（包括第一部分及第二部分）與基金公開說明書中譯本。 
(二)境外基金係依外國法令募集與發行，其公開說明書、財務報告、年報及績效等相關事項，均係依該

外國法令規定辦理，投資人應自行了解判斷。 
壹、基本資料 

基金中英文名稱 

天利（盧森堡）-美國高收益債券基
金 (原名為天利(盧森堡)－美國高收
入債券基金)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Threadneedle(Lux)-US High Yield 
Bond(原名為Threadneedle(Lux)-US$ 
High Income Bonds) 

成立日期 2003年12月12日 

基金發行機構 天利（盧森堡） 基金型態 開放式公司型 

基金註冊地 盧森堡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管理機構 天利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國內銷售
基金級別 

AU(美元)、AUP(美元配息)、
AU(歐元)、AEH(歐元避險)、
IEH(歐元避險) 、B(美元)、B(美元
配息) 

基金管理機構註
冊地 盧森堡 計價幣別 美元 

總代理人 柏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簡稱
“柏瑞投信”) 

基金規模 272.11 百萬美元 
(截至2018年6月30日)  

基金保管機構 
Citibank Europe plc, Luxembourg 
Branch 

國人投資
比重 

0.93% 
(截至2018年6月30日) 

基金總分銷機構 天利投資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其他相關
機構 

註冊處及過戶代理機構：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DataServices 
(Luxembourg) S.A. 

收益分配 
AUP級別-月配息；B(美元配息)級別-
月配息 

基金保證
機構 無 

績效指標
benchmark 

ICE BofAML US Cash Pay 
High Yield Constrained Index 

保證相關
重要資訊 無 

 

貳、基金投資標的與策略（投資人請參考公開說明書中譯本閱讀詳細之相關資訊） 
一、投資標的： 
美國高收益債券基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藉着
主要投資於以美元計值及產生收益的債務證券，側重高孳息市場，尋求自致資本增值及收入達成總報酬。
在一般情況下，該投資組合會將其資產至少三分之二投資在投資當時評級低於投資評級的債務證券多元化
投資組合。該投資組合一般不會購入評等低於標準普爾或穆迪的「Ｃ」級或獲另一 NRSRO 等值評等或未獲
評等及相信屬類似素質的債務證券。所有評等在作出投資之時適用。若某一證券的評等在購入之後有變
動，該證券可由副顧問酌情決定繼續持有。 
二、投資策略： 
該投資組合主要投資於以美元計值及產生收益的債務證券，亦可在次要程度上投資於其他證券，並且可運
用其他並非主要的投資策略。該投資組合的政策容許投資於其他可轉讓證券，包括非產生收益的證券及普
通股。該投資組合可將其資產最高達 25％投資於非美國證券及將其資產最高達 10%投資於非美元計值證
券。 
該投資組合亦可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作投資目的、避險及有效之投資組合管理。此等衍生工具包括（但不限
於）利率期貨、利率選擇權、利率交換、總報酬交換契約交換及信用違約交換。 
參、投資本基金之主要風險（投資人請參考公開說明書中譯本閱讀詳細之相關風險說明） 

 本投資組合投資涉及信用、市場、利率和對手風險－特定債務證券發行人不得支付利息或返還本金之
風險－特定證券價值可能下跌之風險，利率上揚時債務證券價值下跌之風險和對手未依約履行之風
險。投資人可能因本投資組合而受有損失。高收益證券投資具投機性且可能承擔更大之潛在價格波
動。使用衍生工具相關之風險和費用可能致本投資組合受有其他損失。投資人於評估投資本投資組合
之潛在利益時，應考量該等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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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特有風險：新興市場投資與較成熟市場相比，可能涉及較劇烈之波動與較高風險。 
 本基金以外幣計價/交易，投資人如以新台幣進行投資，則於贖回時可能因匯率變動而須承擔匯兌風

險。本基金無受存款保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障機制之保障，投資人須自負盈虧，基金投資
可能產生之最大損失為全部本金。 

肆、本基金適合之投資人屬性分析 

 本基金風險收益等級為RR3，為債券型基金，主要投資於美國高收益債券（非投資等級之債券），適合
穩健或積極型投資人。此等級分類係依據投信投顧公會之基金風險報酬等級分類標準下之「單一已開
發國家高收益債券型基金」而定。本分類等級係基於一般市場狀況反映市場價格波動風險，無法涵蓋
所有風險，不宜作為投資唯一依據，投資人仍應注意所投資基金個別的風險。 

本投資組合適合下列投資者： 
 透過較高收入及資本增值，尋求潛在總回報； 
 透過投資於美元計價之高收益市場，尋求分散其投資； 
 能承受獲低評等債務證券所附帶的高價格波動及較低流動性； 
 願意承受高水平風險； 
 具長期投資目光。 
伍、基金運用狀況 (資料日期：2018年6月30日) 

一、基金淨資產組成： 

1.依投資類別： 

產業 比重 產業 比重 

能源 16.57% 資本財貨 5.75% 

媒體 13.51% 消費品 4.84% 

基礎工業 12.11% 服務 4.66% 

醫療保健 9.74% 科技及電子業 3.75% 

通訊服務 9.66% 其他 3.13% 

休閒娛樂 6.13% 現金 10.15% 

本基金債券部位比例佔 89.85% 

上述資料由於小數點進位因素致使總和不一定為百分之百。 

 

 2.依投資國家或區域： 

國家/區域 比重 

美國 74.54% 

加拿大 4.04% 

荷蘭 1.72% 

德國 1.68% 

英國 1.53% 

愛爾蘭 1.48% 

紐西蘭 1.40% 

法國 1.39% 

義大利 0.87% 

盧森堡 0.68% 
 

 

 3.依投資標的信評： 

評等 比重% 

BBB 級債券 41.50% 

BB 級債券 48.58% 

B 級債券 0.10% 

CCC 級債券 7.19% 

不適用 -7.43% 

現金 10.15% 
 

二、最近十年度基金淨值走勢圖： 

（僅列示主要銷售級別，投資人得向總代理人要求提供未揭示之在臺銷售級別資訊） 

 AU(美元)級別：淨值(單位：元) 

  

 

 

 

 

 

 

 

 

 AUP(美元)級別：淨值(單位：元) 
  

三、最近十年度各年度基金報酬率： 

（僅列示主要銷售級別，投資人得向總代理人要求提供未揭示之在臺銷售級別資訊）  

  
 

註：                                                                           資料來源：Morningstar 

1.年度基金報酬率：指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以 1~12月完整曆年期間計算，加計收益分配後之累計報酬率。 

2.收益分配均假設再投資於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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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金累計報酬率： 

（僅列示主要銷售級別，投資人得向總代理人要求提供未揭示之在臺銷售級別資訊） 

（資料日期： 2018 年 6 月 30 日） 

期     間 最近三個月 最近六個月 最近一年 最近三年 最近五年 最近十年 
基金成立日起算至 

資料日期日止 

累計報酬率% 

(AU 美元級別) 
-0.03 -2.26 -0.70 10.94 22.35 79.24 116.40 

累計報酬率% 

(AUP 美元級別) 
-0.05 -2.24 -0.72 10.98 22.32 79.19 90.24 

註：                                                                               資料來源：Morningstar 
1. 累計報酬率：指至資料日期日止，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個月、六個月、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及自基金成立日起算，加

計收益分配之累計報酬率。 

2. 收益分配均假設再投資於本基金。 

五、最近十年度各年度每受益權單位收益分配之金額/幣別：(月配息) 

（在臺銷售之所有分配收益級別分別列示） 
年度 級別 幣別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收益分配金
額(單位：
元/每受益
權單位) 

AUP(美元配息)級別 USD 1.122 1.104 1.017 0.972 0.942 0.864 0.610 0.696 0.714 0.721 

B(美元配息)級別 USD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六、最近五年度各年度基金之費用率： 

（在臺銷售之所有級別分別列示） 
年度 級別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費用率 

A 級別 1.55％ 1.55％ 1.55％ 1.55％ 1.55％ 

I 級別 0.85％ 0.85％ 0.85％ 0.71％ 0.65％ 

B 級別 N/A N/A N/A N/A 2.55％ 

註：費用率：指由基金資產負擔之費用占平均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率。（如：交易直接成本─手續費、交易稅；會計帳列之費用

─經理費、保管費、保證費及其他費用等）A級別：AU、AUP、AEH ；I 級別：IEH；B級別：B(美元)、B(美元配息) 

七、基金前十大投資標的及占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率 
投資標的名稱 比重 投資標的名稱 比重 

Altice France Sa/France 7.38% 01/05/2026 1.19% Energy Transfer Equity Lp 5.50% 01/06/2027 0.95% 

Dish Dbs Corp 7.75% 01/07/2026 1.12% Transdigm Inc 6.50% 15/05/2025 0.86% 

Post Holdings Inc 5.75% 01/03/2027 1.01% T-Mobile Usa Inc 6.50% 15/01/2026 0.82% 

Teck Resources Ltd 6.25% 15/07/2041 0.99% Sprint Corp 7.63% 15/02/2025 0.79% 

Hca Inc 5.25% 15/04/2025 0.96% Sba Communications Corp 4.88% 01/09/2024 0.79% 
 

陸、投資人應負擔費用之項目及其計算方式 

項目 
計算方式或金額 

A 級別 I級別 B 級別 
經理費（資產管
理費） 

基金相關級別淨資產價
值之 1.25% 

基金相關級別淨資產價
值之 0.55% 

基金相關級別淨資產價值之 1.25% 

保管費 含於其他費用 含於其他費用 含於其他費用 
申購手續費 
(首次銷售費或遞
延銷售手續費) 

申購手續費：最高為投
資數額之 3% 
遞延銷售手續費：無 

申購手續費：無 
遞延銷售手續費：無 

申購手續費：無 
遞延銷售手續費：於購買後兩年內買
回之 B 級別須負擔逐漸調降的或有遞
延銷售手續費。收取之費用比例如
下：少於一年為 2%，一年或一年以
上但少於兩年為 1%。遞延銷售手續
費之金額相當於 B 級別買回時之淨資
產價值乘上上述適用的比例。 

買回費 無 無 無，惟可能收取遞延銷售手續費 
轉換費 
 

最高為級別淨資產價值
之 0.75% 

最高為級別淨資產價值
之 0.75% 

轉換為其他可得之投資組合之 B 級別
而無須負擔或有遞延銷售手續費 

短線交易買回費
用 

買回或所交換級別資產
淨值 2.00%的罰款 

買回或所交換級別資產
淨值 2.00%的罰款 

買回或所交換級別資產淨值 2.00%的
罰款 

反稀釋費用 不超過原每級別淨資產
價值之 2% 

不超過原每級別淨資產
價值之 2% 

不超過原每級別淨資產價值之 2% 

其他費用（如買
回收件手續費、
分銷費用、召開
受益人會議或股

營運費用：基金相關級
別淨資產價值之 0.30% 
分銷費：無 
詳細內容請參閱公開說

營運費用：基金相關級
別淨資產價值之 0.10% 
分銷費：無 
詳細內容請參閱公開說

營運費用：基金相關級別淨資產價值
之 0.30% 
分銷費：本基金 B 級別之分銷費用反
映於每日基金淨資產價值，其年費率



 4                                                                          

東會費用、績效
費） 

明書第 26 頁「費用及
開支」一節 

明書第 26 頁「費用及
開支」一節 

為 1.0% 
詳細內容請參閱公開說明書第 26 頁
「費用及開支」一節 

B級別之申購手續費雖可遞延收取，惟每年仍須支付 1%的分銷費，可能造成實際負擔費用增加。 
上述相關費用若有任何增減或變更，應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規定辦理。 

柒、受益人應負擔租稅之項目及其計算 
 中華民國境內稅負： 
一、所得稅及基本稅額(又稱最低稅負制) 
投資人取得境外基金之收益分配、及申請買回/轉讓受益憑證之所得屬海外所得，投資人應依以下步驟檢視
是否應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12 條規定課徵基本稅額： 
1. 同一綜合所得稅申報戶之全年海外所得超過新台幣 100 萬元，應計入基本所得額計算； 
2. 基本所得額為個人綜合所得額加計(1)海外所得、(2)非要保人受領之人壽保險及年金保險給付超過新台

幣 3,000 萬部分、(3)私募基金交易所得、(4)申報綜合所得稅時列報之非現金捐贈扣除額及(5)其他經財
政部公告項目。 

3. 基本稅額=(基本所得額-600 萬元) x 20%；若基本稅額 > 原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之稅額，則應另行補繳
差額。 

二、證券交易稅 
投資人申請買回/轉讓受益憑證、或於境外基金解散時，無須繳納證券交易稅。 
 境外稅負： 
各國之稅務法律及規章均持續更迭異動，並可能具有追朔力，投資人應自行了解相關稅負，有關投資人應
負擔之境外基金租稅項目及詳細計算內容，請參見基金公開說明書(p.32-33)。 
捌、基金淨資產價值之公告時間及公告方式 
一、公告時間：每營業日公告本基金之單位淨資產價值。 
二、公告方式：於總代理人柏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網站（http://www.pinebridge.com.tw）或境外基

金資訊觀測站(http://www.fundclear.com.tw)公告。 

玖、公開說明書中譯本之取得及境外基金相關資訊網址 
一、總代理人、銷售機構及參與證券商募集及銷售境外基金時，應交付本投資人須知及公開說明書中譯本

予投資人；但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境外ETF）於證券交易市場進行交易者，不在此限。 
二、投資人可於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http://www.fundclear.com.tw）查詢有關境外基金之淨值、基金基本

資料、財務報告、公開說明書、投資人須知、公告訊息、銷售機構及境外基金相關資訊。 

拾、其他 
無。 
本基金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或同意生效，惟不表示本基金絕無風險。本基金適合尋求投資固定收益
之潛在收益且能承受較高風險之非保守型投資人，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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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經理公司以往之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收益。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 
本投資人須知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者，應由總代理人柏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負責人
依法負責。 
本基金係依盧森堡法令募集及發行，其公開說明書、財務報告、年報及績效等相關事項，均係依盧森堡法
令規定辦理，投資人應自行瞭解判斷。 
為防制洗錢，基金發行機構、管理機構、總經銷商及過戶代理人應遵守有關防制洗錢之一切應適用之國際
及盧森堡法律與通函。為此目的，基金發行機構、管理機構、總經銷商及過戶代理人得要求總代理人及／
或任何銷售機構提供為確認本基金投資人之身分及遵守上述要求所需之資料。 
本基金採用公平評價及稀釋調整，詳情請參閱投資人須知”一般資訊”P.21-23。本基金採反稀釋機制（擺動
定價機制）調整基金淨值，該淨值適用於所有當日申購之投資者，不論投資人申贖金額多寡，均會以調整
後淨值計算。 
本基金的配息可能由基金的收益或本金中支付。任何涉及由本金支出的部份，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額減
損。本基金進行配息前未先扣除行政管理相關費用。本公司備有總代理之基金月配息類型受益權單位近 12
個月內之收益分配由本金支付之股利及基金應負擔之相關費用等資料，投資人可於營業時間前往免費參閱
及索取，或洽本公司郵寄索取或自行至本公司之網址(http://www.pinebridge.com.tw)下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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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基金可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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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不適合
無法承擔相關風險之投資人。基金經理公司除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亦不保
證最低之收益，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 
境外基金係以外幣計價，投資人須承擔取得收益分配或買回價金時轉換回新臺幣可能產生之匯率風險。若
轉換當時之新臺幣兌換外幣匯率相較於原始投資日之匯率升值時，投資人將承受匯兌損失。本基金無受存
款保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障機制之保障，投資人須自負盈虧，基金投資可能產生之最大損失為
全部本金。就本公司所提供之金融商品或服務所生紛爭之處理及申訴，可先向本公司提出申訴，若本公司
超過 30 天未處理或處理結果不滿意者，得於 60 天內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申請評議，評議中
心網址：http://www.foi.org.tw。 
*本投資人須知之內容與盧森堡公開說明書之內容若有歧異，以盧森堡公開說明書之內容為準。 
*總代理人諮詢電話：0800-036-366、02-2516-7883 

TO10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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