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基金名稱：安聯全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二、 基金種類：債券型基金 

三、 基本投資方針：（請參閱【基金概況】壹所列九說明，第2頁） 

四、 基金型態：開放式 

五、 投資地區：本基金主要投資於中華民國、澳洲、奧地利、比利時、加拿大、丹麥、芬蘭、法國、德

國、希臘、冰島、愛爾蘭、義大利、日本、盧森堡、荷蘭、紐西蘭、挪威、葡萄牙、斯洛伐克共和

國、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國、美國、香港、新加坡、卡達、俄羅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中國

大陸、南韓、阿曼、馬來西亞、泰國、印度、菲律賓、澳門、南非、歐盟會員國、開曼群島、祕魯、

墨西哥、巴西、印尼等國交易之債券 

六、 基金計價幣別：新臺幣、美元、人民幣 

七、 核准發行總面額： 

（一）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新臺幣柒拾億元 

（二） 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新臺幣柒拾億元，其中包含 

1. 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新臺幣參拾伍億元 

2. 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新臺幣參拾伍億元 

八、 核准發行受益權單位數： 

（一）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柒億個單位 

（二） 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1. 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參億伍千萬個基準受益權單位 

2. 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參億伍千萬個基準受益權單

位 

九、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名稱：安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注意事項：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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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證券投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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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事業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本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本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除盡善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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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本基金投資無受存款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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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可能產生的最大損失為全部本金。 

〈三〉 有關本基金運用限制請詳見第26頁至第29頁 

投資風險之揭露請詳見第30頁至第36頁 

有關基金應負擔之費用請詳見第43頁至第45頁 

有關投資人之權利、義務與責任請詳見第43頁至第46頁 

有關基金經理公司之權利、義務與責任請詳見第18頁至第20頁 

投資人與基金公司發生爭議之處理方式請詳見第95頁 

〈四〉 基金配息率不代表基金報酬率，且過去配息率不代表未來配息率；基金淨值可能因市場因

素而上下波動。配息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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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進行配息前未先扣除行政管理相關費用。本公司

於公司網站(tw.allianzgi.com)右方「基金配息組成資訊查詢」專區揭露各配息型基金近12 

個月內由本金支付配息之相關資料供查詢，投資人於申購時應謹慎考量。 

〈五〉 本基金可投資於轉換公司債，由於轉換公司債同時兼具債券與股票之特性，因此除利率風

險、流動性風險及信用風險外，還可能因標的股票價格波動而造成該轉換公司債之價格波

動，此外，非投資等級或未經信用評等之轉換公司債所承受之信用風險相對較高。 

〈六〉 基金如投資於固定收益商品，其投資風險包括但不限於信用風險、利率風險、流動性風險

及交易可能受限制之風險等。經濟環境及市況之改變亦可能影響前述風險程度，以致影響

投資價值。一般而言，當名目利率走升時，固定收益投資工具(含空頭部位)之價值可能下降，

反之則可能上升。流動性風險則可能延後或限制交易之贖回或付款。 

〈七〉 本基金可投資一定部位之非投資等級債券, 由於非投資等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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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本基金可投資於符合美國Rule 144A 債券，該債券屬私募性質，較可能發生流動性不足，

財務訊息揭露不完整或因價格不透明導致波動性較大之風險，投資人投資前須留意相關風

險。 

〈九〉 匯率變動風險：本基金以新臺幣、美元、人民幣計價，如投資人以非本基金計價幣別之貨

幣換匯後申購本基金，須自行承擔匯率變動之風險。此外，因投資人與銀行進行外匯交易

有買價與賣價之差異，投資人進行換匯時須承擔買賣價差，此價差依各銀行報價而定。 

〈十〉 本基金不允許投資人進行擇時交易行為，且保留基金拒絕接受來自有擇時交易之虞投資人

新增申購之交易指示等事項。 

〈十一〉 本基金之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於銀行國際金融業務分行(OBU)或國際證券分公司(OSU)

銷售者，其銷售對象以非中華民國之居住民為限。 

〈十二〉 本公開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者，應由本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負責人與其他



 

曾在公開說明書上簽章者依法負責。 

〈十三〉 查詢本公開說明書之網址： 

安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tw.allianzgi.com) 

公開資訊觀測站(mops.twse.com.tw) 

刊印日期：一一二年四月



【封裡】 

 

一、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公司 

名稱：安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中山北路2段42號8樓 

網址：tw.allianzgi.com 

電話：(02)8770-9888 

發言人姓名：陳彥婷 

職稱：總經理 

聯絡電話：(02)8770-9888 

電子郵件信箱：ivy.chen@allianzgi.com 

二、 基金保管機構 

名稱：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168號 

網址：www.chinatrust.com.tw 

電話：(02)3327-7777 

三、 受託管理機構 

無 

四、 國外投資顧問公司 

無 

五、 國外受託保管機構 

名稱：State Street Bank and Trust Co. — Hong Kong Branch 

地址：68th Floor, Two International Finance Centre,8 Finance Street, Central, Hong Kong 

網址：www.statestreet.com 

電話：(852)2840-5388 

六、 基金保證機構 

無 

七、 受益憑證簽證機構 

無 

八、 受益憑證事務代理機構 

無 

九、 基金之財務報告簽證會計師 

姓名：吳尚燉會計師 



【封裡】 

 

事務所名稱：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333號27樓 

網址：www.pwc.tw/ 

電話：(02)2729-6666 

十、 基金之信用評等機構 

無 

十一、 公開說明書之分送計畫 

本基金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及各銷售機構均備有公開說明書，投資人可免費前往索取或

洽經理公司郵寄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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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概況】 

 

壹、 基金簡介 

一、 發行總面額 

本基金淨發行總面額（包括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最高為等值新臺幣壹佰肆拾億元。其中包含

： 

（一）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新臺幣柒拾億元，最低為新臺幣參拾伍億

元。 

（二） 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新臺幣柒拾億元： 

1. 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新臺幣參拾伍億元。 

2. 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新臺幣參拾伍億元。 

二、 基準受益權單位與各類型受益權單位總數 

（一） 基準受益權單位：指用以換算各類型受益權單位，計算本基金總受益權單位數之依據，本

基金基準受益權單位為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二）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發行單位總數： 

1.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柒億個單位。 

2. 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以該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總面額，除以首次銷售

日當日彭博資訊(Bloomberg)所取得該外幣對基準貨幣(新臺幣)之中華民國外匯交

易市場收盤匯率，再除以該外幣每受益權單位面額，無條件捨去計算至小數點第一

位，得出該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首次最高淨發行基準受益權單位總數。 

(1) 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參億伍千萬個基準受益

權單位。 

(2) 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參億伍千萬個基準受

益權單位。 

三、 每受益權單位面額 

（一） 每一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面額為新臺幣壹拾元。 

（二） 每一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面額為美元壹拾元。 

（三） 每一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面額為人民幣壹拾元。 

四、 得否追加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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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公司募集本基金，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申請核准後，符合法令所規定之

條件者，得辦理追加募集。 

五、 成立條件 

本基金之成立條件，為同時符合下列條件： 

（一） 為依本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以下簡稱信託契約）第三條第四項之規定，於開始募集日

起三十天內至少募足最低淨發行總面額新臺幣參拾伍億元整； 

（二） 承銷期間應屆滿。 

本基金成立日為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十一日。 

六、 預定發行日期 

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為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十一日。本基金自九十八年八月十日轉換為無實體受

益憑證發行。 

經理公司應於基金保管機構收足申購價金之日起，於七個營業日內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受益憑證

予申購人。 

七、 存續期間 

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不定期限；本基金信託契約終止時，本基金存續期間即為屆滿。 

八、 投資地區及標的 

本基金主要投資於中華民國、澳洲、奧地利、比利時、加拿大、丹麥、芬蘭、法國、德國、希臘

、冰島、愛爾蘭、義大利、日本、盧森堡、荷蘭、紐西蘭、挪威、葡萄牙、斯洛伐克共和國、西

班牙、瑞典、瑞士、英國、美國、香港、新加坡、卡達、俄羅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中國大陸

、南韓、阿曼、馬來西亞、泰國、印度、菲律賓、澳門、南非、歐盟會員國、開曼群島、祕魯、

墨西哥、巴西、印尼等國交易之債券。 

九、 投資基本方針及範圍簡述 

（一） 經理公司應以分散風險、確保基金之安全，並積極追求長期之投資利得及維持收益之安定

為目標，以誠信原則及專業經營方式，將本基金投資於中華民國及外國之有價證券。經理

公司並應依下列規範進行投資： 

1. 中華民國境內之公司債（含次順位公司債）、轉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交換

公司債、政府公債、金融債券（含次順位金融債券）及其他經金管會核准於國內募

集發行之國際金融組織債券，以及固定收益型、貨幣市場型或債券型基金受益憑證

（含指數股票型基金(E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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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符合金管會規定之任一信用評等一定等級以上(如下表)，由國家、地區或機構所保證

或發行，於澳洲、奧地利、比利時、加拿大、丹麥、芬蘭、法國、德國、希臘、冰

島、愛爾蘭、義大利、日本、盧森堡、荷蘭、紐西蘭、挪威、葡萄牙、斯洛伐克共

和國、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國、美國、香港、新加坡、卡達、俄羅斯、阿拉伯

聯合大公國、中國大陸、南韓、阿曼、馬來西亞、泰國、印度、菲律賓、澳門、南

非、歐盟會員國、開曼群島、祕魯、墨西哥、巴西、印尼等國交易之債券（含金融

資產證券化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不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 

金管會規定之信用評等等級 

信用評等機構名稱 信用評等等級 

A.M. Best Company, Inc. bbb- 

DBRS Ltd. BBB- 

Fitch, Inc. BBB- 

Japan Credit Rating Agency, Ltd. BBB- 

Moody’s Investor Services, Inc. Baa3 

Rating and Investment Information, Inc. BBB- 

Standard & Poor’s Rating Services BBB- 

Egan-Jones Rating Company BBB- 

Kroll Bond Rating Agency BBB- 

Morningstar, Inc. BBB- 

3. 符合金管會規定之非投資等級債券。前述「非投資等級債券」， 係指下列債券；惟

債券發生信用評等不一致者，若任一信用評等機構評定為投資級債券者，該債券即

非非投資等級債券。但如有關法令或相關規定修改者，依修正後之規定： 

(1) 中央政府債券：發行國家主權評等未達金管會規定之信用評等等級。 

(2) 前述(1)以外之債券：該債券之債務發行評等未達金管會規定之信用評等等級或

未經信用評等機構評等。但轉換公司債、未經信用評等機構評等之債券，其債

券保證人之長期債務信用評等符合金管會規定之信用評等等級以上或其屬具優

先受償順位債券且債券發行人之長期債務信用評等符合金管會規定之信用評等

等級以上者，不在此限。 

(3) 金融資產證券化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REATs)

：該受益證券或基礎證券之債務發行評等未達金管會規定之信用評等等級或未

經信用評等機構評等。 

4. 澳洲、奧地利、比利時、加拿大、丹麥、芬蘭、法國、德國、希臘、冰島、愛爾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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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日本、盧森堡、荷蘭、紐西蘭、挪威、葡萄牙、斯洛伐克共和國、西班

牙、瑞典、瑞士、英國、美國、香港、新加坡、卡達、俄羅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中國大陸、南韓、阿曼、馬來西亞、泰國、印度、菲律賓、澳門、南非、歐盟會

員國、開曼群島、祕魯、墨西哥、巴西、印尼之國家或地區之證券交易所或美國店

頭市場(NASDAQ)、英國另類投資市場(AIM)、日本店頭市場(JASDAQ)、韓國店頭

市場(KOSDAQ)交易之固定收益型、貨幣市場型或債券型之基金受益憑證、基金股份

、投資單位(含反向型ETF、槓桿型ETF)。 

5. 經金管會核准或生效得募集及銷售之外國基金管理機構所發行或經理之固定收益型

、貨幣市場型或債券型之基金受益憑證、基金股份、投資單位。 

6. 本基金投資之外國有價證券應符合金管會之限制或禁止規定，如有關法令或相關規

定修改者，依修正後之規定。 

（二） 原則上，本基金自成立日後六個月起，投資於前述第(一)款2所列國外地區之債券總金額

，最高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九十五，且不得低於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

之五十，但依經理公司之專業判斷，在本基金信託契約終止前一個月，或上述投資地區有

特殊情形發生時迄恢復正常後一個月止，為確保基金之安全及保障投資人權益之目的，得

不受前述比例之限制。 

（三） 投資於前述第(一)款3非投資等級債券之投資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

十，如本基金原持有之債券，因日後信用評等調整，致本基金投資非投資等級債券之比重

不符合前述規定之比重限制時，經理公司應於前開事由發生日起三個月內採取適當處置，

以符合前述比重限制。 

（四） 前述(二)所稱「特殊情形」係指本基金投資於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日本或台灣發生

政治性與經濟性重大且非預期之事件(如政變、戰爭、石油危機、恐怖攻擊等)，造成該國

金融市場(股市、債市與匯市)暫停交易、法令政策變更、不可抗力情事或美國單日美元對

新臺幣匯率跌幅達百分之五或連續三日美元對新臺幣匯率累計跌幅達百分之八以上者。 

（五） 經理公司得以現金、存放於銀行、從事債券附買回交易或買入短期票券或其他經金管會規

定之方式保持本基金之資產，並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處理。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上開資產存

放之銀行、債券附買回交易交易對象及短期票券發行人、保證人、承兌人或標的物之信用

評等，應符合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六） 經理公司得為避險之目的，從事換匯、遠期外匯、換匯換利交易、新臺幣對外幣間匯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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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權交易及一籃子外幣間(不含人民幣)匯率避險(Proxy Hedge)(含換匯、遠期外匯、換匯

換利及匯率選擇權等)等交易。本基金於從事本項所列外幣間匯率選擇權及匯率避險交易

之操作時，其價值與期間，不得超過所有外國貨幣計價資產之價值與期間，並應符合中華

民國中央銀行或金管會之相關規定，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改者，從其規定。 

（七） 經理公司運用本基金為公債、公司債、可轉換公司債或金融債券投資，應以現款現貨交易

為之，並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辦理交割。 

（八） 經理公司得運用本基金，從事利率交換、衍生自貨幣、有價證券、利率之期貨或選擇權及

其他經金管會核准之證券相關商品之交易，但須符合金管會「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運用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應行注意事項」及金管會之其他相關規定。 

（九） 本基金投資組合及持有固定收益證券部位之加權平均存續期間管理策略 

存續期間，簡言之為債券或固定收益證券的平均到期期限，也代表債券或固定收益證券價

格對利率變動之敏感度，亦即平均到期限較長的債券或固定收益證券，其存續期間也會較

長。本基金將考量全球利率環境、投資地區經濟成長與通貨膨漲等因素，決定持有債券或

固定收益證券部位之加權平均存續期間，預期目標約為3至7年。本公司採取由上而下

(Top-down Approach)以及由下而上（Buttom-up Approach）的投資流程，可確保基

金存續期間改變時仍能與長期投資目標一致。但若出現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日本或

台灣發生政治性與經濟性重大且非預期之事件(例如政變、戰爭、恐怖攻擊等)，造成該國

金融市場(股市、債市與匯市)暫停交易，或基金資產規模明顯縮減，而導致存續期間大幅

提高或降低，經理公司將依據風險管理哲學及市場狀況與經濟基本面的氣候，在嚴謹地控

管本基金的暴露風險程度下，調整前述存續期間。在固定收益證券投資組合理論之利率預

期策略裡，若預期利率將明顯下跌時，調高投資組合的加權平均存續期間，可獲得較優渥

的收益。反之，預期利率可能上揚時，則降低投資組合的加權平均存續期間，可降低利率

上揚造成的價格損失。本基金自民國101年8月27日起，考量風險控管、全球利率環境、

投資地區經濟成長與通貨膨漲等因素，將本基金持有債券或固定收益證券之加權平均存續

期間之預期目標調整為1至7年。 

十、 投資策略及特色之重點摘述 

（一） 經理公司應以分散風險，確保基金資產之安全，並積極追求長期之投資利得為目標。為達

成積極風險管理與積極投資管理，透過由上至下(Top down)之投資策略，提高附加價值

，並獲取更佳之投資報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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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理公司母集團建置之全球投資研究平台，透過集團發達的全球網路系統，使集團各地成

員得以緊密結合，進行資訊交流。據此，經理公司得以隨時掌握全球政經情勢變化、產業

循環榮枯及個別投資標的前景，作出正確研判，為本基金主要投資特色之一。 

（三） 經理公司母集團建置之全球投資研究平台成員，乃由集團內所有研究分析相關人員所組成

，包括集團旗下資產管理體系，遍佈全球各地的基金經理人及研究分析人員，分別負責全

球總體經濟、固定收益金融商品、國家風險與新興市場分析，以及股票市場分析等。因此

，透過母集團的全球投資研究平台，經理公司將可分別從金融研究面與非金融基層研究面

，掌握市場投資趨勢與契機，創造本基金之最佳投資效益。 

（四） 相對穩定配息的選擇。本基金亦提供B類型受益憑證類股，著眼於固定收益資產穩定配息

之特性，以及投資級債券穩定增值之潛力，予投資人選擇。 

十一、 本基金適合之投資人屬性分析 

1.本基金主要投資於全球投資等級債券，固定收益證券部位之加權平均存續期間，預期目標約

為3至7年。 

2.本基金將受利率及匯率變動風險及投資市場政治及經濟情況影響，故適合尋求長期資本增值

且能承受較高波動與風險之非保守型投資人。 

十二、 銷售開始日 

本基金自民國九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開始銷售，其中前十日為本基金之承銷期間。 

十三、 銷售方式 

（一） 承銷期間本基金之受益權單位由經理公司及各承銷商共同銷售之。 

（二） 承銷期間屆滿後本基金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向經理公司或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為之。 

十四、 銷售價格 

（一）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均包括發行價格及申購手續費，申購手

續費由經理公司訂定。投資人申購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申購價金均應以所申購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之計價貨幣支付，涉及結匯部分並應依「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辦法」之

規定辦理結匯事宜，或亦得以其本人外匯存款戶轉帳支付申購價金。 

（二）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如下： 

1. 本基金承銷期間及成立日前（不含當日），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新臺幣壹拾

元。 

2. 本基金承銷期間屆滿且成立日起，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申購日當日每受益權



 

7 

單位淨資產價值。但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首次銷售日或部分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淨

資產價值為零者，其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第1頁三、每受益權單位面額所列

該計價幣別之面額。 

3.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乘以申購單位數所得之金額為發

行價額，發行價額歸本基金資產。 

（三）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不列入本基金資產，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費最高

不得超過發行價格之百分之四。現行之申購手續費由經理公司依其銷售策略在該範圍內

定之。 

十五、 最低申購金額 

（一） 自募集日起三十日內，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A、B類型受益憑證均為新臺幣

壹萬元整。 

（二） 前開期間之後、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如下： 

1.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Ａ類型為新臺幣壹萬元整；Ｂ類型為新臺幣貳拾萬元整。 

2. 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Ａ類型為美元貳仟元整；Ｂ類型為美元壹萬元整。 

3. 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Ａ類型為人民幣壹萬貳仟元整；Ｂ類型為人民幣陸萬元整

。 

（三） 申購人採定期定額申購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 

1.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Ａ類型及Ｂ類型皆為新臺幣參仟元整，超過新臺幣參仟元

者，以新臺幣壹仟元或其整倍數為限。 

2. 外幣(美元/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現階段暫不開放定期定額申購。 

（四） 上述（一）、（二）、（三）所述之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如透過

基金銷售機構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財富管理專戶、基金款項收付專戶申購本基金者或

投資型保單、網際網路交易規則另有規定或經經理公司同意者（如：以經理公司其他基

金之買回價金或分配收益價金轉申購本基金者），不在此限。 

十六、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為防制洗錢而可能要求申購人提出之文件及拒絕申購之情況 

本基金受益權單位之申購，申購人於經理公司辦理申購手續時，以現金方式申購者，須於申購

當日銀行營業時間內直接匯至基金專戶，並提供已給付申購價金之證明文件。若未符合經理公

司受益權單位申購之相關規定，為防制洗錢之目的，經理公司得拒絕其申購。如透過基金銷售

機構辦理申購者，應依各基金銷售機構之防制洗錢相關規定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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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買回開始日 

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三十日後，受益人以書面、電子資料或其他約定方式向經理公司或其委任

之基金銷售機構提出買回之請求。受益人得請求買回受益憑證之全部或一部，但買回後各類型

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剩餘受益權單位數不及下表所列之單位數時，經理公司得為全部買回之執行

。但剩餘單位數因未滿短線交易期間、透過基金銷售機構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財富管理專戶、基

金款項收付專戶申購本基金者或投資型保單、網際網路交易規則另有規定或經經理公司同意者，不

在此限。 

本基金買回開始日為民國九十二年七月十一日。 

各類型受益憑證之最低剩餘受益權單位數 

計價幣別 最低剩餘受益權單位數 

新臺幣 伍佰單位 

美元 貳拾單位 

人民幣 壹佰單位 

十八、 買回費用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買回費用最高不得超過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之百分之一，並得由經理公司在此範圍內公告後調整。目前本基金買回費用為零。惟為避免受

益人進行短線交易而影響經理公司基金操作策略之規劃，經理公司建議受益人避免進行短線交

易。受益人自申購日起持有受益權單位數不滿十四日即申請買回者，視為短線交易。對於從事

短線交易者，受益人申請買回，應支付最高不超過買回價金百分之二之買回費用。目前短線交

易者應支付之買回費用為百分之○ ∙ 三。買回費用歸入本基金資產。 

十九、 買回價格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買回價格以買回日（即受益人買回受益憑證請求到達經

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之營業日，生效日為105年06月13日。）本基金各該類型受益憑證每受

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扣除買回費用計算之。受益人向基金銷售機構辦理買回申請時，基金銷售

機構得就每件買回申請酌收買回收件手續費新臺幣伍拾元整，用以支付處理買回事務之費用。

買回收件手續費不併入本基金資產。 

二十、 基金短線交易之規範及處理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獲利，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募集發行銷售及其申購或買回作業程序」第29條規定，經理公司及基金銷售機構

對於符合公開說明書所定短線交易認定標準之受益人或投資人，除應扣除該筆交易一定比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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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回費用，將該費用歸入基金資產外，並得拒絕該受益人或投資人之新增申購。但事先約定之

電腦自動交易、定時(不)定額、同一基金間轉換，不在此限。 

有關短線交易之認定標準及買回費用，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第8頁十八、買回費用及第41頁二

、買回價金之計算第(四)項之說明。 

二十一、 基金營業日之定義 

（一） 指經理公司總公司營業所在地之銀行營業日。但本基金投資比重達淨資產價值一定比

例之主要投資所在國或地區之證券交易所或店頭市場因國定例假日停止交易時，不在

此限。前述所稱一定比例，係指公告日前一年十二月第十個營業日本基金投資比重達

本基金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四十(含)之國家。自本基金成立之日起屆滿三個月後，經

理公司應於每年1月10日(含)前於經理公司網站或公會網站上公告達該一定比例之主

要投資所在國或地區及其當年度之例假日，如上述達該一定比率之主要投資所在國或

地區及其休假日有變更時，經理公司應至少提前一週於經理公司網站或公會網站公告

。 

（二） 「臨時性假日」係指本基金投資比重達淨資產價值一定比例(40%)之主要投資所在國

或地區如因颱風、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致該市場主要交易所有下列情事者而

被認定為本基金臨時性假日者，即為非基金營業日，經理公司應於知悉該等情事起兩

個營業日內於經理公司或公會網站網站公告。 

1. 若主要交易所宣佈該日全天停止交易，即適用「臨時性假日」之處理原則。 

2. 若主要交易所宣佈停止開盤，但可能視情況恢復交易，可先行啟動「臨時性假日

」之預備機制；惟之後若其恢復交易，該日仍視為該市場之正常營業日，不適用

「臨時性假日」之處理原則。 

3. 若該主要交易所當日為正常開盤，但其後因臨時性之狀況停止交易(提早收盤)，

該日仍視同該日為該市場之一般正常營業日，不適用「臨時性假日」之處理原則

。 

二十二、 經理費 

本基金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八○(0.80%)之比率，逐日累

計計算，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二十三、 保管費 

本基金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之○．一六(0.16%)比率，由



 

10 

經理公司逐日累計計算，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二十四、 是否分配收益 

（一） 本基金A類型各計價幣別受益權單位之收益全部併入本基金之資產，不予分配。 

A類型各計價幣別受益權單位之收益全部併入本基金之資產，不予分配。財務報表說明如下： 

(範例1)                   資產負債報告書 - A類型各計價幣別 

資料日期:2013/5/31   

   金額(NTD)   

 資產 債券  20,010,000,000    

  活期存款  20,000,000    

  短期票券  206,000,000    

  應收利息  2,000,000    

  資產小計  20,238,000,000    

      

 負債 應付買入證券款  (6,000,000)   

  應付買回受益憑證款  (20,000,000)   

  應付經理費  (14,000,000)   

  應付保管費  (2,000,000)   

  負債小計  (42,000,000)   

淨資產   20,196,000,000    

淨資產內容 資本帳戶:     

  基金  20,000,000,000    

 已實現資本利得  0  

  已實現資本損失  (2,000,000)    

 未實現資本利得  0  

  未實現資本損失  (8,000,000)   

 小計  19,990,000,000  

 累積淨投資收益:    

 期末累積淨投資收益(註1)  206,000,000  

  本期已發放淨投資收益  0  

 小計  20,196,000,000    

             

發行在外受益權單位數   2,000,000,000  單位 

每單位平均淨資產     10.098    

註1：請詳下方範例1之收入費用報告書 - A類型各計價幣別 

(範例1)                         收入費用報告書 - A類型各計價幣別  

資料日期:2013/1/1~2013/5/31  

   金額(NTD)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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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內利息收入 8,000,000  

  境外利息收入 208,000,000   

      收入合計 216,000,000   

  費用   

  經理費 (14,000,000)  

  保管費 (2,000,000)  

 費用合計 (16,000,000)  

 本期淨投資收益 200,000,000  

 本期收益平準金 6,000,000  

 期初累積淨投資收益 0  

 期末累積淨投資收益 206,000,000  

    

A類型各計價幣別受益權單位之收益全部併入本基金之資產，不予分配。財務報表說明如下： 

(範例2)                      資產負債報告書 - A類型各計價幣別 

    資料日期:2013/5/31   

   金額(NTD)   

 資產 債券  20,032,000,000    

  活期存款  20,000,000    

  短期票券  206,000,000    

  應收利息  2,000,000    

  資產合計  20,260,000,000    

     

 負債 應付買入證券款  (6,000,000)   

  應付買回受益憑證款  (20,000,000)   

  應付經理費  (14,000,000)   

  應付保管費  (2,000,000)   

  負債合計  (42,000,000)   

淨資產   20,218,000,000    

淨資產內容 資本帳戶:     

  基金  20,000,000,000    

 已實現資本利得  14,000,000  

  已實現資本損失  0  

 未實現資本利得  0  

  未實現資本損失  (2,000,000)  

 小計  20,012,000,000   

 累積淨投資收益:    

 期末累積淨投資收益(註2)  206,000,000   

  本期已發放淨投資收益  0  

 小計  20,218,000,000  



 

12 

            

發行在外受益權單位數   2,000,000,000  單位 

每單位平均淨資產   10.109  

註2：請詳下方範例2之收入費用報告書 - A類型各計價幣別 

(範例2)                        收入費用報告書 - A類型各計價幣別  

     資料日期:2013/1/1~2013/5/31  

   金額(NTD)  

 收入   

   境內利息收入 8,000,000  

  境外利息收入 208,000,000   

      收入合計 216,000,000   

  費用   

  經理費 (14,000,000)  

  保管費 (2,000,000)  

 費用合計 (16,000,000)  

 本期淨投資收益 200,000,000  

 本期收益平準金 6,000,000  

 期初累積淨投資收益 0  

 期末累積淨投資收益 206,000,000  

    

（二） 原則上，本基金Ｂ類型各計價幣別受益權單位之可分配受益來源如下： 

1.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投資中華民國境外所得之利息收入扣除相關費用後為Ｂ

類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可分配收益。但已實現資本利得扣除已實現及未實

現資本損失(不含期貨、選擇權、外匯及遠期外匯）及屬於本基金Ｂ類型新臺幣

計價受益權單位應負擔之各項成本費用及收益平準金後之餘額如為正數時，亦可

併入Ｂ類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可分配收益。 

2. 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1) 投資中華民國境外所得之利息收入扣除相關費用後為本基金Ｂ類型各外幣

計價受益權單位之可分配收益。但已實現資本利得扣除已實現及未實現資本

損失(不含期貨、選擇權、外匯與遠期外匯）及屬於本基金B類型各外幣計價

受益權單位應負擔之各項成本費用及收益平準金後之餘額如為正數時，亦可

併入B類型各該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可分配收益。 

(2) 可歸屬於各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並於中華民國境外從事外幣間匯率避險交

易所衍生之已實現資本利得扣除外幣間匯率避險交易所衍生之已實現及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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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資本損失後之餘額如為正數時，亦得併入B類型各該外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之可分配收益。 

經理公司得依前述可分配收益之情況，於本基金Ｂ類型各計價幣別受益權單位成立日

起屆滿三個月後，每月依下述（三）規定之時間，決定應分配之收益金額，按月進行

收益分配。惟當月可分配收益其剩餘未分配部分，可併入次月可分配收益。 

（三） 本基金Ｂ類型各計價幣別受益權單位可分配收益之分配，應於每月結束後之第二十個

營業日（含）前分配之。可分配收益應經金管會核准辦理公開發行公司之簽證會計師

查核出具收益分配核閱報告，但已實現資本利得扣除已實現及未實現資本損失(不含

期貨、選擇權、外匯及遠期外匯）及屬於本基金Ｂ類型各計價幣別受益權單位應負擔

之各項成本費用及收益平準金後之餘額如為正數而併入可分配收益時，應經會計師查

核出具查核簽證報告後，始得分配。有關前述收益分配，其停止變更受益人名簿記載

期間及收益分配基準日由經理公司於期前依信託契約第三十一條規定之方式公告之。 

（四） 本基金Ｂ類型各計價幣別受益權單位每次分配之總金額，應由基金保管機構以「安聯

全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可分配收益專戶」之名義存入獨立帳戶，不再視為本基金

資產之一部分，但其所生之孳息應併入本基金Ｂ類型各計價幣別受益權單位之資產。 

（五） 本基金Ｂ類型各計價幣別受益權單位可分配收益，依收益分配基準日發行在外之Ｂ類

型各計價幣別受益權單位總數平均分配，收益分配之給付應以受益人為受款人之記名

劃線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款方式為之(註：因應實務作業需求，投資型保單得與經

理公司另行約定上述收益分配之給付方式)，但每月收益分配之給付金額，新臺幣計

價受益權單位未達新臺幣參佰元、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未達美元壹佰元、人民幣計價

受益權單位未達人民幣陸佰元時，受益人（除透過基金銷售機構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

、財富管理專戶、基金款項收付專戶申購本基金或投資型保單、網際網路交易規則另

有規定或經經理公司同意者外）授權經理公司以該筆收益分配金額再申購本基金Ｂ類

型各計價幣別受益權單位，且申購手續費為零。經理公司並應公告其計算方式及分配

之金額、地點、時間及給付方式。 

（六） 每月配息範例：Ｂ類型各計價幣別受益權單位每月之收益分配項目內容如下： 

1. 假設已實現資本利得扣除已實現及未實現資本損失（不含期貨、選擇權、外匯及

遠期外匯）及屬於本基金應負擔之Ｂ類型各計價幣別受益權單位各項成本費用及

收益平準金之餘額如為負數，則不併入「可分配收益」之計算，如範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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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例1)                   資產負債報告書 - Ｂ類型各計價幣別 

資料日期:2013/5/31   

   金額(NTD)   

 資產 債券  10,005,000,000    

  活期存款  10,000,000    

  短期票券  103,000,000    

  應收利息  1,000,000    

  資產小計  10,119,000,000    

      

 負債 應付買入證券款  (3,000,000)   

  應付買回受益憑證款  (10,000,000)   

  應付經理費  (7,000,000)   

  應付保管費  (1,000,000)   

  負債小計  (21,000,000)   

淨資產   10,098,000,000    

淨資產內容 資本帳戶:     

  基金  10,000,000,000    

 已實現資本利得  0  

  已實現資本損失  (1,000,000)    

 未實現資本利得  0  

  未實現資本損失  (4,000,000)   

 小計  9,995,000,000  

 累積淨投資收益:    

 期末累積淨投資收益(註3)  103,000,000  

  本期已發放淨投資收益  0  

 小計  10,098,000,000    

             

發行在外受益權單位數   1,000,000,000  單位 

每單位平均淨資產     10.098    

註3：請詳下方範例1之收入費用報告書 - Ｂ類型各計價幣別 

(範例1)                 收入費用報告書 - Ｂ類型各計價幣別  

資料日期:2013/1/1~2013/5/31  

   金額(NTD)  

 收入   

   境內利息收入 4,000,000  

  境外利息收入 104,000,000   

      收入合計 108,000,000   

  費用   

  經理費 (7,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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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管費 (1,000,000)  

 費用合計 (8,000,000)  

 本期淨投資收益 100,000,000  

 本期收益平準金 3,000,000  

 期初累積淨投資收益 0  

 期末累積淨投資收益 103,000,000  

    

 

  (範例1)                       可分配收益表 - B類型各計價幣別   

資料日期:2013/1/1~2013/5/31   

   金額(NTD)   

  期初可分配收入餘額 0    

  境外利息收入 104,000,000    

  境外收入合計 104,000,000    

  境外收入相關費用 0    

  減: 本期已發放淨投資收益 0    

 期末可分配資本收益餘額(註2) 0   

  期末可分配收入餘額 104,000,000    

       

 註2:期末可分配資本收益餘額內容：    

  
已實現資本利得扣除已實現及未實現資本損

失 
(5,000,000) 

  

 本期收益平準金 3,000,000    

  經理費 (7,000,000)   

  保管費 (1,000,000)   

  期末可分配資本收益餘額 < 0 (10,000,000)   

   

 範例1：2013年5月底B類型受益權單位假設資料如下： 

基金單位數為1,000,000,000單位，期末可分收益全數分配， 

每單位分配金額0.104元   104,000,000/1,000,000,000=0.104 

除息交易日分錄 

借：本期發放淨投資收益 104,000,000 

貸：應付收益分配              104,000,000 

收益分配發放日分錄 

借：應付收益分配 104,000,000 

貸：銀行存款            104,000,000 

2. 假設已實現資本利得扣除已實現及未實現資本損失(不含期貨、選擇權、外匯及

遠期外匯）及屬於本基金應負擔之B類型各計價幣別受益權單位各項成本費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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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平準金之餘額如為正數，則可併入「可分配收益」之計算，如範例2。 

(範例2)                   資產負債報告書 - B類型各計價幣別 

資料日期:2013/5/31   

   金額(NTD)   

 資產 債券  10,016,000,000    

  活期存款  10,000,000    

  短期票券  103,000,000    

  應收利息  1,000,000    

  資產合計  10,130,000,000    

     

 負債 應付買入證券款  (3,000,000)   

  應付買回受益憑證款  (10,000,000)   

  應付經理費  (7,000,000)   

  應付保管費  (1,000,000)   

  負債合計  (21,000,000)   

淨資產   10,109,000,000    

淨資產內容 資本帳戶:     

  基金  10,000,000,000    

 已實現資本利得  7,000,000  

  已實現資本損失  0  

 未實現資本利得  0  

  未實現資本損失  (1,000,000)  

 小計  10,006,000,000   

 累積淨投資收益:    

 期末累積淨投資收益(註4)  103,000,000   

  本期已發放淨投資收益  0  

 小計  10,109,000,000  

            

發行在外受益權單位數   1,000,000,000  單位 

每單位平均淨資產   10.109  

註4：請詳下方範例2之收入費用報告書 - B類型各計價幣別 

(範例2)                         收入費用報告書 - B類型各計價幣別   

資料日期:2013/1/1~2013/5/31  

   金額(NTD)  

 收入   

   境內利息收入 4,000,000  

  境外利息收入 104,000,000   

      收入合計 108,000,000   

  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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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理費 (7,000,000)  

  保管費 (1,000,000)  

 費用合計 (8,000,000)  

 本期淨投資收益 100,000,000  

 本期收益平準金 3,000,000  

 期初累積淨投資收益 0  

 期末累積淨投資收益 103,000,000  

    

 

(範例2)                          可分配收益表 - B類型各計價幣別  

資料日期:2013/1/1~2013/5/31  

   金額(NTD)  

  期初可分配收入餘額 0   

  境外利息收入 104,000,000   

  境外收入合計 104,000,000   

  境外收入相關費用 0   

  減: 本期已發放淨投資收益 0   

 期末可分配資本收益餘額(註4) 1,000,000   

  期末可分配收入餘額 105,000,000   

      

 註4:期末可分配資本收益餘額內容：   

  已實現資本利得扣除已實現及未實現資本損失 6,000,000  

 本期收益平準金 3,000,000   

  經理費 (7,000,000)  

  保管費 (1,000,000)  

  期末可分配資本收益餘額 > 0 1,000,000  

       

範例2： 2013年5月底B類型受益權單位假設資料如下： 

基金單位數為1,000,000,000單位。 

期末可分收益全數分配，每單位分配金額為0.105元105,000,000/1,000,000,000=0.105 

除息交易日分錄 

借：本期發放淨投資收益 104,000,000 

    本期發放資本利得     1,000,000 

貸：應付收益分配              105,000,000 

收益分配發放日分錄 

借：應付收益分配 105,000,000 

貸：銀行存款             105,000,000 

 

貳、 基金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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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金之設立及其依據 

本基金係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十八條、第十八條之一、第十八條之二、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理規則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及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經原證期會九十二年五月十九日台財證四

字第○九二○一二二六六三號函核准，在中華民國境內募集設立並投資國內外有價證券之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本基金之經理及保管，均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

及其他相關法規辦理，並受金管會之管理監督。 

二、 證券投資信託契約關係 

本基金之信託契約係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及其他中華民國相關

法令之規定，為保障本基金受益憑證持有人（以下簡稱受益人）之權益所訂定，以規範經理公司

、基金保管機構及受益人間之權利義務。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自信託契約簽訂並生效之日起

為信託契約當事人。除經理公司拒絕申購人之申購外，申購人自申購並繳足全部價金之日起，成

為信託契約當事人。 

三、 基金成立時及歷次追加發行之情形：無 

 

參、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以下稱經理公司）之職責 

一、 經理公司應依現行有關法令、信託契約之規定暨金管會之指示，並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經理

本基金，除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不得為自己、其代理人、代表人、受僱人或任何第三人謀取利

益。其代理人、代表人或受僱人履行信託契約規定之義務，有故意或過失時，經理公司應與自己

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經理公司因故意或過失違反法令或信託契約約定，致生損害於本基

金之資產者，經理公司應對本基金負損害賠償責任。 

二、 除經理公司、其代理人、代表人或受僱人有故意或過失外，經理公司對本基金之盈虧、受益人或

基金保管機構所受之損失不負責任。 

三、 經理公司對於本基金資產之取得及處分有決定權，並應親自為之，除金管會另有規定外，不得複

委任第三人處理。但經理公司行使其他本基金資產有關之權利，必要時得要求基金保管機構、國

外受託保管機構或其代理人出具委託書或提供協助。經理公司就其他本基金資產有關之權利，得

委任或複委任基金保管機構或律師或會計師行使之；委任或複委任律師或會計師行使權利時，應

通知基金保管機構。 

四、 經理公司在法令許可範圍內，就本基金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之權，並得不定期盤點檢查本基金資

產。經理公司並應依其判斷、金管會之指示或受益人之請求，在法令許可範圍內，採取必要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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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促使基金保管機構依信託契約規定履行義務。 

五、 經理公司如認為基金保管機構違反信託契約或有關法令規定，或有違反之虞時，應即報金管會。 

六、 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開始募集三日前或追加募集申報生效通知函送達之日起三日內，及公開說明

書更新或修正後三日內，將公開說明書電子檔案向金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進行傳輸。 

七、 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應於申購人交付申購申請書且完成申購價金之給付前，交付簡式公開說

明書，並於本基金之銷售文件及廣告內，標明已備有公開說明書與簡式公開說明書及可供索閱之

處所。公開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匿情事者，應由經理公司及其負責人與其他在公開說明書

上簽章者，依法負責。 

八、 經理公司必要時得修正公開說明書，並公告之，下列（二）至（四）款向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

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同業公會）申報外，其餘款項應向金管會報備： 

（一） 依規定無須修正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而增列新投資標的及其風險事項者。 

（二） 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 

（三） 申購手續費。 

（四） 買回費用。 

（五） 配合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變動修正公開說明書內容者。 

（六） 其他對受益人權益有重大影響之修正事項。 

九、 經理公司就證券之買賣交割或其他投資之行為，應符合中華民國及本基金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

市場之相關法令，經理公司並應指示其所委任之證券商，就為本基金所為之證券投資，應以符合

中華民國及本基金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市場買賣交割實務之方式為之。 

十、 經理公司運用本基金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之交易，應符合相關法令及金管會之規定。 

十一、 經理公司與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依銷售契約之規定。經理公司應以善良管

理人之注意義務選任基金銷售機構。 

十二、 經理公司得依信託契約第十六條規定請求本基金給付報酬，並依有關法令及信託契約規定行使

權利及負擔義務。經理公司對於因可歸責於基金保管機構之事由致本基金及（或）受益人所受

之損害不負責任，但經理公司應代為追償。 

十三、 除依法委託基金保管機構保管本基金外，經理公司如將經理事項委由第三人處理時，經理公司

就該第三人之故意或過失致本基金所受損害，應予負責。 

十四、 經理公司應自本基金成立之日起運用本基金。 

十五、 經理公司應依金管會之命令、有關法令及信託契約規定召開受益人會議。惟經理公司有不能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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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為召開受益人會議之事由時，應立即通知基金保管機構。 

十六、 本基金之資料訊息，除依法或依金管會指示或信託契約另有訂定外，在公開前，經理公司或其

受僱人應予保密，不得揭露於他人。 

十七、 經理公司因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經理公司職務者

，應即洽由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承受其原有權利及義務。經理公司經理本基金顯然不善者，

金管會得命經理公司將本基金移轉於經指定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十八、 基金保管機構因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基金保管機

構職務者，經理公司應即洽由其他基金保管機構承受原基金保管機構之原有權利及義務。基金

保管機構保管本基金顯然不善者，金管會得命其將本基金移轉於經指定之其他基金保管機構。 

十九、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淨資產價值低於等值新臺幣參億元時，經理公司應於辦理申購時

將淨資產價值及受益人人數告知申購人。 

二十、 因發生信託契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之情事，致信託契約終止，經理公司應於清算人選

定前，報經金管會核准後，執行必要之程序。 

二十一、 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公開說明書中揭露： 

（一） 本基金受益權單位分別以新臺幣、美元、人民幣作為計價貨幣，所有申購及買回價金

之收付以投資人所申購或買回受益權單位之計價貨幣為之。 

（二） 可歸屬於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所產生之費用及損益，由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受益人

承擔。 

（三） 本基金基準貨幣及匯率換算風險。 

（四）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幣別與面額，及各類型受益權單位與基準受益權單位之換

算比率。 

 

肆、 基金保管機構之職責 

一、 基金保管機構本於信託契約，受經理公司委託辦理本基金之開戶、保管、處分及收付本基金。受

益人申購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額及其他本基金之資產，應全部交付基金保管機構保管。 

二、 基金保管機構或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相關法令、本基金在國外之資產所

在國或地區有關法令或信託契約之規定暨金管會之指示，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

辦理本基金之開戶、保管、處分及收付本基金之資產及本基金Ｂ類型各計價幣別受益權單位可分

配收益專戶之款項，除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不得為自己、其代理人、代表人、受僱人或任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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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謀取利益。其代理人、代表人或受僱人履行信託契約規定之義務，有故意或過失時，基金保

管機構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基金保管機構因故意或過失違反法令或信託契約約

定，致生損害於本基金之資產者，基金保管機構應對本基金負損害賠償責任。 

三、 基金保管機構應依經理公司之指示取得或處分本基金之資產，並行使與該資產有關之權利，包括

但不限於向第三人追償等。但如基金保管機構認為依該項指示辦理有違反信託契約或有關中華民

國法令規定之虞時，得不依經理公司之指示辦理，惟應立即呈報金管會。基金保管機構非依有關

法令或信託契約規定不得處分本基金資產，就與本基金資產有關權利之行使，並應依經理公司之

要求提供委託書或其他必要之協助。 

四、 基金保管機構得委託國外金融機構為本基金國外受託保管機構，與經理公司指定之國外證券經紀

商進行國外證券買賣交割手續，並保管本基金存放於國外之資產，及行使與該資產有關之權利。

基金保管機構對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選任、監督及指示，依下列規定為之： 

（一） 基金保管機構對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選任，應經經理公司同意。 

（二） 基金保管機構對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選任或指示，因故意或過失而致本基金生損害者，應

負賠償責任。 

（三） 國外受託保管機構如因解散、破產或其他事由而不能繼續保管本基金國外資產者，基金保

管機構應即另覓適格之國外受託保管機構。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更換，應經經理公司同意

，並公告之。 

五、 基金保管機構得為履行信託契約之義務，透過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中央登錄

公債、投資所在國或地區相關證券交易所、結算機構、銀行間匯款及結算系統、一般通訊系統等

機構或系統處理或保管基金相關事務。但如有可歸責前述系統或機構之事由致本基金受損害，除

基金保管機構有故意或過失者，基金保管機構不負賠償責任，但基金保管機構應代為追償。 

六、 基金保管機構得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及其他中華民國或投資所在國或地區相關法令之規定

，複委任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代為保管本基金購入之有價證券或證券相關商品

並履行本契約之義務，其中有關有價證券或證券相關商品之集中保管費用由基金保管機構負擔。 

七、 基金保管機構依信託契約規定應履行之責任及義務，如委由國外受託保管機構處理者，基金保管

機構就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故意或過失，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如因而致損害本基

金之資產時，基金保管機構應負賠償責任。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報酬由基金保管機構負擔。 

八、 基金保管機構應依經理公司提供之收益分配數據，擔任本基金B類型各計價幣別受益權單位收益

分配之給付人，執行收益分配之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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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基金保管機構僅得於下列情況下，處分本基金之資產： 

（一） 依經理公司指示而為下列行為： 

1. 因投資決策所需之投資組合調整。 

2. 為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所需之保證金帳戶調整或支付權利金。 

3. 給付依信託契約第十條應由本基金負擔之款項。 

4. 給付依信託契約約定應分配予Ｂ類型各計價幣別受益權單位受益人之可分配收益。 

5. 給付受益人買回其受益憑證之買回價金。 

（二） 於信託契約終止，清算本基金時，依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受益權比例分派予各該類型受益權

單位受益人其所應得之資產。 

（三） 依法令強制規定處分本基金之資產。 

十、 基金保管機構應依法令及信託契約之規定，定期將本基金之相關表冊交付經理公司，送由同業公

會轉送金管會備查。基金保管機構應為帳務處理及為加強內部控制之需要，配合經理公司編製各

項管理表冊。基金保管機構應於每週最後營業日製作截至該營業日止之保管資產庫存明細表、銀

行存款餘額表及證券相關商品明細表交付經理公司；於每月最後營業日製作截至該營業日止之保

管資產庫存明細表、銀行存款餘額表及證券相關商品明細表，並於次月五個營業日內交付經理公

司，由經理公司製作本基金檢查表、資產負債報告書、庫存資產調節表及其他金管會規定之相關

報表，交付基金保管機構查核副署後，於每月十日前送由同業公會轉送金管會備查。 

十一、 基金保管機構應將其所知經理公司違反信託契約或有關法令之事項，或有違反之虞時，通知經

理公司應依信託契約或有關法令履行其義務，其有損害受益人權益之虞時，應即向金管會申報

，並抄送同業公會。但非因基金保管機構之故意或過失而不知者，不在此限。國外受託保管機

構如有違反國外受託保管契約之約定時，基金保管機構於知悉後應即通知經理公司並為必要之

處置。 

十二、 經理公司因故意或過失，致損害本基金之資產時，基金保管機構應為本基金向其追償。 

十三、 基金保管機構得依信託契約第十六條規定請求本基金給付報酬，並依有關法令及信託契約規定

行使權利及負擔義務。基金保管機構對於因可歸責於經理公司或經理公司委任或複委任之第三

人之事由，致本基金所受之損害不負責任，但基金保管機構應代為追償。 

十四、 金管會指定基金保管機構召開受益人會議時，基金保管機構應即召開，所需費用由本基金負擔

。 

十五、 基金保管機構除依法令規定、金管會指示或信託契約另有訂定外，不得將本基金之資料訊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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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保管事務有關之內容提供予他人。其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業務人員及其他受僱人員，

亦不得以職務上所知悉之消息從事有價證券買賣之交易活動或洩露予他人。 

十六、 本基金不成立時，基金保管機構應依經理公司之指示，於本基金不成立日起十個營業日內，將

申購價金及其利息退還申購人。但有關掛號郵費或匯費由經理公司負擔。 

十七、 除前述所列規定外，基金保管機構對本基金或其他契約當事人所受之損失不負責任。 

 

伍、 基金投資 

一、 基金投資之方針及範圍（請參閱【基金概況】壹所列九說明，第2頁） 

二、 證券投資事業運用基金投資之決策過程、基金經理人之姓名、主要經（學）歷及權限 

（一） 經理公司運用基金投資之決策過程： 

本基金投資有價證券之決策過程分為投資分析、投資決定、投資執行及投資檢討四階段。 

1. 投資分析： 

由研究人員或基金經理人依據國內外金融局勢、證券市場總體經濟分析及子基金投

資分析，作成投資分析報告，提供基金經理人作為投資標的之投資依據。 

2. 投資決定： 

基金經理人依據投資分析報告，並衡量當時市場狀況，做出投資決定，同時製作投

資決定書，並經投資管理處相關作業人員與部門主管覆核。 

3. 投資執行： 

交易員依據投資決定書，執行買賣有價證券並作成基金投資執行紀錄，交易員執行

完畢後執行結果應經交易部相關作業人員與部門主管覆核。若執行時發生差異，則

需填寫差異原因。 

4. 投資檢討： 

由基金經理人就投資現況進行檢討，並按月提出投資檢討報告，其中包括投資決策

與實際情況檢討及投資標的檢討。 

（二） 經理公司運用基金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之作業流程： 

本基金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之作業流程分為交易分析、交易決定、交易執行及交易檢討

四階段。 

1. 交易分析： 

基金經理人或具備期貨交易知識或經驗之人員負責交易分析工作，並提出基金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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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相關商品交易分析報告書，作為基金經理人交易參考之使用。 

2. 交易決定： 

基金經理人依證券相關商品交易分析報告，選定交易標的並製作期貨/選擇權交易決

定書，並經投資管理處相關作業人員與部門主管覆核。 

3. 交易執行： 

交易員依據投資決定書，執行買賣有證券相關商品並作成基金投資執行紀錄，交易

員執行完畢後執行結果應經交易部相關作業人員與部門主管覆核。 

4. 交易檢討： 

基金經理人應於投資決策暨檢討會議中，檢討前月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績效，如未

符合預期標準，並應提出改善辦法。 

（三） 基金經理人之姓名、主要經（學）歷及權限 

姓名：林素萍 

學歷：美國德州大學阿靈頓分校MBA 

經歷：90年9月加入德盛安聯投信 

復華證券國際業務部（90/3-90/07） 

中日證券債券交易員（86/08-89/08 

權限：基金經理人應遵照基金投資之決策過程及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之作業流程，且依

據信託契約之規定及相關之法令運用本基金。 

（四） 最近三年擔任本基金經理人之姓名及任期 

姓名：林素萍(110/07/19-迄今) 

姓名：許雅婷(109/06/15-110/07/18) 

姓名：林素萍(107/06/13-109/06/14) 

姓名：許家豪(107/04/16-107/06/12) 

姓名：林素萍(106/02/01-107/04/15) 

姓名：林素萍 (核心)、劉珉睿 (協管)(105/09/01-106/01/31) 

姓名：林素萍(104/12/01-105/08/31) 

姓名：徐朝貞(96/07/09-104/11/30) 

（五） 本基金經理人林素萍同時管理安聯全球債券基金、安聯台灣貨幣市場基金，經理公司防止

利益衝突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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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維持投資決策之獨立性及其業務之機密性，除應落實「中國牆」制度外，經理公

司建立「中央集中下單制度」，即完善建構投資決策過程的監察及稽核體系，以防

止利益衝突或不法情事；並基於內稽內控制度之考量，應將投資決策及交易過程分

別予以獨立。 

2. 為避免基金經理人任意對同一有價證券於不同基金間作買賣相反之投資決定，而影

響基金受益人之權益，除有因特殊類型之基金性質或為符合法令、信託契約規定及

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或法令另有特別許可之情形外，應遵守不得對同一有價證券，

有同時或同一日作相反投資決定之原則。 

3. 基金經理人因於前述特殊之情形下，對同一有價證券，有同時或同一日作相反投資

決定時，應提出投資決策說明依據，經部門主管核可後，始得執行。投資決策記錄

並應適當存檔備查。 

（六） 本基金經理人是否同時兼任全權委託投資經理人：否。 

（七） 本基金經理人若同時兼任全權委託投資經理人，需遵守以下利益衝突防制措施： 

1. 反向交易之控管：共同基金經理人兼任全權委託投資經理人，除為符合法令、契約

約定或內部投資限制，且經部門主管事先核准者外，不得對同一標的於同一日內作

相反投資決定。 

2. 短線交易限制：共同基金經理人兼任全權委託投資經理人，對於其所管理的帳戶，

應遵循三個營業日內不得對同一標的為反向交易之規定，以加強投資操作之一致性

。但為符合法令、契約約定或內部投資限制，並經部門主管核准者，不在此限。 

3. 交易公平原則：於同一日對不同帳戶買賣同一標的時，應採取批次下單方式。該電

子單交易序號應經電腦系統程式產生隨機編號順序後送至交易系統等候執行，以避

免經理人預先知道下單順序造成人為操縱產生不公。該隨機編號方式應符合統計學

上之重複獨立實驗，其期望值在大數定律(Law of Large Numbers)下各事件發生之

機率會趨於一致。另外投資經理人使用批次下單時，不同帳戶對同一股票下單條件

應鎖定為一致，包含委託價格與交易指示。以公平對待各帳戶。 

4. 交易券商之選擇：共同基金經理人兼管全委投資帳戶，其全委帳戶之交易券商選擇

應遵守全委契約之約定。若無約定者則依照公司內部交易券商遴選辦法與交易規定

，以符合公平性原則。 

5. 評估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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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金經理人與全權委託投資經理人相互兼任時，應按月對所管理之不同帳戶提

出帳戶績效差異分析報告，並送呈部門主管評核。 

(2) 每月由指派之副總經理級以上高階主管，針對同一經理人所管理之不同投資帳

戶之績效進行評估，檢視其操作有無偏離投資或交易方針、是否具一致性、差

異原因之合理性及相關處理措施。 

(3) 該副總經理級以上之高階主管評核時，如遇操作有偏離投資(或交易)方針或未具

一致性，且其差異原因不合理之情事時，應要求經理人就其差異進行改善或為

其訂定明確改善處理措施，並追蹤其改善進度。 

（八）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運用基金，委託國外投資顧問公司提供投資顧問服務者，應敍明國外投

資顧問公司提供基金顧問服務之專業能力：本基金無國外投資顧問。 

三、 基金運用之限制 

（一） 經理公司應依有關法令及信託契約規定，除金管會另有規定外，運用本基金，並應遵守下

列規定： 

1. 不得投資於股票、具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及結構式利率商品；但轉換公司債、附認

股權公司債及交換公司債不在此限，且投資總金額不得超過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

之十； 

2. 不得投資於未上市或未上櫃之次順位公司債及次順位金融債券； 

3. 不得投資於私募之有價證券；但符合美國Rule144A 規定之債券者，不在此限，但

該債券應附有自買進日起一年內將公開募集銷售之轉換權； 

4. 不得為放款或以本基金資產提供擔保； 

5. 不得從事證券信用交易； 

6. 不得與經理公司自身經理之其他各基金、共同信託基金、全權委託帳戶或自有資金

買賣有價證券帳戶間為證券或證券相關商品交易行為。但經由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

商營業處所委託買賣成交，且非故意發生相對交易之結果者，不在此限； 

7. 不得投資於經理公司或與經理公司有利害關係之公司所發行之證券； 

8. 除經受益人請求買回或因本基金全部或一部不再存續而收回受益憑證外，不得運用

本基金之資產買入本基金之受益憑證； 

9. 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無擔保公司債或無擔保金融債券，該債券應符合下列信用評

等機構之信用評等等級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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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評等機構名稱 信用評等等級 

A.M. Best Company, Inc. bbb- 

DBRS Ltd. BBB- 

Fitch, Inc. BBB- 

Japan Credit Rating Agency, Ltd. BBB- 

Moody’s Investor Services, Inc. Baa3 

Rating and Investment Information, Inc. BBB- 

Standard & Poor’s Rating Services BBB- 

Egan-Jones Rating Company BBB- 

Kroll Bond Rating Agency BBB- 

Morningstar, Inc. BBB- 

10. 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無擔保公司債之總額，不得超過該公司所發行無擔保公司債

總額之百分之十； 

11. 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公司債（含次順位公司債）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

產價值之百分之十；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次順位公司債總額，不得超過該公司該

次所發行次順位公司債總額之百分之十。上開次順位公司債應符合金管會核准或認

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上開次順位公司債應符合金管會核准或

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12. 投資於任一公司發行、保證或背書之短期票券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之百分之十，並不得超過新臺幣五億元； 

13. 投資於任一銀行所發行金融債券(含次順位金融債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

產價值之百分之十，及該銀行所發行金融債券總額之百分之十；投資於任一銀行所

發行上市或上櫃之次順位金融債券總金額，不得超過該銀行該次（如有分券指分券

後）所發行次順位金融債券總額之百分之十。上開次順位金融債券應符合金管會核

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14. 投資於任一經金管會核准於我國境內募集發行之國際金融組織所發行之國際金融組

織債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及不得超過該國際金融

組織於我國境內所發行國際金融債券總額之百分之十； 

15. 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或特殊目的公司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之總額，不得

超過該受託機構或特殊目的公司該次 (如有分券指分券後) 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

基礎證券總額之百分之十；亦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上開受益證

券或資產基礎證券應符合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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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投資於任一創始機構發行之公司債、金融債券及將金融資產信託與受託機構或讓與

特殊目的公司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之百分之十；上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應符合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

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17. 經理公司與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之創始機構、受託機構或特殊目的公司之任一

機構具有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所稱利害關係公司之關係者，

經理公司不得運用本基金投資於該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 

18. 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行之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總額，不得超過該受託機構

該次 (如有分券指分券後) 發行之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總額之百分之十；上開不

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應符合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

上者； 

19. 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行之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

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 

20. 投資於任一委託人將不動產資產信託與受託機構發行之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

將金融資產信託與受託機構或讓與特殊目的公司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

及其所發行之公司債、金融債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

；  

21. 經理公司與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受託機構或委託人具有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

理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所稱利害關係公司之關係者，經理公司不得運用本基金投資

於該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 

22. 投資於國內外證券交易市場交易之反向型ETF、槓桿型ETF之總金額，不得超過本基

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加計投資其他基金受益憑證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二十； 

23. 投資於任一基金之受益權單位總數，不得超過被投資基金已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之

百分之十；經理公司所經理之全部基金投資於任一基金受益權單位總數，不得超過

被投資基金已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之百分之二十； 

24. 不得將本基金持有之有價證券借予他人； 

25. 不得為經金管會規定之其他禁止或限制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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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前項第6.所稱各基金，包括經理公司募集或私募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期貨信託基金；第

10.、11.所稱公司債包含該公司所發行之普通公司債、轉換公司債、交換公司債及附認股

權公司債。 

（三） 前(一)規定之限制，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其規定；另，信用評等之限制規

定，不適用非投資等級債券。 

（四） 經理公司有無違反前(一)所列禁止規定之行為，以行為當時之狀況為準；行為後因情事變

更致有前(一)禁止規定之情事者，不受該限制。但經理公司為籌措現金需處分本基金資產

時，應儘先處分該超出部分之證券。 

四、 基金參與股票發行公司股東會行使表決權之處理原則及方法：無 

五、 本基金參與所持有基金之受益人會議行使表決權之處理原則及方法： 

（一） 處理原則： 

1. 經理公司應依據所持有基金之信託契約或公開說明書之規定，基於受益人之最大利

益行使表決權。 

2. 經理公司及其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業務人員或其他受僱人員，不得轉讓出席受

益人會議委託書或藉行使所持有基金之受益人會議表決權，收受金錢或其他利益。 

（二） 處理流程及方法： 

1. 經理公司接獲通知書並統計各所持有基金持有股數與通知書是否相符，並核對無誤

後交由投資管理部負責人員。 

2. 參與所持有基金之受益人會議行使表決權表決內容經投資管理部門主管（或權責主

管）核准後，指派代表出席。 

3. 除依法得指派外部人出席受益人會議之情形外，經理公司應親自代表本基金出席所

持有基金之受益人會議。 

4. 待所持有基金之受益人會議結束後，指派與會人員應填寫出席所持有基金之受益人

會議報告，敘明表決結果及決議重點，併同所持有基金之受益人會議通知書、出席

證明及其他相關文件，經投資管理部門主管（或權責主管）核閱後歸檔，循序編號

後，至少保存五年。 

六、 本基金投資國外地區者，應載明事項 

（一） 投資地區(國)經濟環境簡要說明，請參閱【附錄一】。 

（二） 主要投資證券市場簡要說明，請參閱【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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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基金因外匯收支所從事之避險交易，其避險方法如下：  

為了避免幣值波動而影響基金之投資收益，經理公司得於本基金成立日起，從事換匯、遠

期外匯、換匯換利交易、新臺幣對外幣間匯率選擇權交易及一籃子外幣間(不含人民幣)匯

率避險(Proxy Hedge)(含換匯、遠期外匯、換匯換利及匯率選擇權等)等交易。本基金於

從事本項所列外幣間匯率選擇權及匯率避險交易之操作時，其價值與期間，不得超過所有

外國貨幣計價資產之價值與期間，並應符合中華民國中央銀行或金管會之相關規定，如因

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改者，從其規定。 

（四） 本基金出席所投資外國股票發行公司股東會之處理原則及方法：無 

（五） 本基金出席所投資外國基金受益人會議之處理原則及方法： 

1. 處理原則： 

原則上本基金所投資之外國基金召開受益人會議，因考量成本及地理因素，經理公

司將不親自出席及行使表決權。必要時可委託本基金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代理出席受

益人會議。 

2. 處理流程及方法： 

若委託本基金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代理出席受益人會議時 

(1) 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收到外國基金之受益人會議開會通知及表決票後，即通知基

金保管機構及經理公司，並將相關書面資料送交經理公司。 

(2) 經理公司比照國內之處理原則及流程行使表決權。 

七、 外幣計價基金應載明事項： 

（一） 本基金受益權單位，分為以新臺幣、美元、人民幣為計價貨幣，投資人申購本基金各類型

受益權單位，申購價金均應以所申購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計價貨幣支付，涉及結匯部分並

應依「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辦法」之規定辦理結匯事宜，或亦得以其本人外匯存款戶轉帳

支付申購價金。受益人之買回價金將依其申請買回之受益權單位計價幣別給付之。 

（二） 申購及買回匯率適用時點及使用之匯率資訊取得來源：本基金各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經

理公司目前接受之申購係以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計價貨幣收付，並無換匯需求；辦理買回

時，亦將以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計價貨幣給付買回價金，故亦無換匯需求。 

八、 經理公司為強化基金盡職治理，在選擇基金投資標的時，將符合安聯集團政策排除爭議性武器

生產或燃料煤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惟若基金係因所投資之其他子基金、ETF或衍生性商品持有

一籃子投資組合而間接含有前述欲排除之有價證券，則不適用。 

 

陸、 投資風險之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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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為全球債券型基金，主要配置於投資等級債券，且固定收益證券部位之加權平均存續期間，預

期目標約為3至7年，故波動風險相對於更長天期之債券組合或以非投資等級債券為主之基金為低；本

基金投資風險還包括：流動性風險、利率風險、外匯管制及匯率變動風險、信用風險、以及政治/社會

或經濟變動之風險等，因此本公司參照投信投顧公會編製之「基金風險報酬等級分類標準」將本基金

風險報酬等級定為RR2；前述投信投顧公會編製之分類標準係計算過去5年基金淨值波動度標準差，以

標準差區間予以分類等級，分類為RR1-RR5五級，數字越大代表風險越高。此等級分類係基於一般市

場狀況反映市場價格波動風險，無法涵蓋所有風險(如：基金計價幣別匯率風險、投資標的產業風險、

信用風險、利率風險、流動性風險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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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投資人注意申購基金前應詳閱公開說明書，充分評估基金投資特性與風險，更多基金評估之相關資

料(如年化標準差、Alpha、Beta及Sharpe值等)可至投信投顧公會網站之「基金績效及評估指標查詢

專區」(https://www.sitca.org.tw/index_pc.aspx)查詢。 

一、 類股過度集中之風險 

本基金為海外債券型基金，係以分散投資標的之方式經營，在合理風險度下，投資於國內外債券

，以謀求長期之投資利得及穩定之利息收入、管理資產安全為目標。惟證券之風險無法因分散投

資而完全消除。 

二、 產業景氣循環之風險 

某些產業可能因供需不協調而有明顯產業循環週期，該景氣循環之風險無法因分散投資而完全消

除。  

三、 流動性風險 

流動性低的證券債券即使交易規模相對小，也可能導致價格顯著變動。若某項資產流動性低，則

存在的風險是該資產無法出售或僅能按購買價格大幅折價出售，或反之，其購買價格可能大幅提

高。此類價格變動可能對子基金資產淨值產生不利影響。 

四、 外匯管制及匯率變動之風險 

由於本基金必須每日以新臺幣計算本基金之淨資產價值，因此幣別轉換之匯率產生變化時，將會

影響本基金以新臺幣計算之淨資產價值。本基金雖將從事遠期外匯或換匯交易之操作，期能降低

外幣的匯兌風險，但不表示風險得以完全規避。 

同時，本基金以新臺幣、美元、人民幣計價，如投資人以非本基金計價幣別之貨幣換匯後申購本

基金，須自行承擔匯率變動之風險。此外，因投資人與銀行進行外匯交易有買價與賣價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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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進行換匯時須承擔買賣價差，此價差依各銀行報價而定。 

五、 投資地區之政治、社會或經濟變動之風險 

本基金所投資地區之政治、社會或經濟情勢變動，包括海外市場政治、社會之不穩定局勢，台灣

與他國間的外交關係，海外各國經濟條件不一（如通貨膨漲、國民所得水準、國際收支狀況、資

源自足性）等，均可能影響本基金所投資地區之有價證券價格波動，並直接或間接對本基金淨資

產價值產生不良影響。 

六、 商品交易對手之信用風險 

商品交易之信用風險，主要指交易對手對於現在或未來之現金流量無法履行交割義務之風險，該

項風險之大小取決於對手的履約能力，本基金在承做交易前，已慎選交易對手，針對其背景和風

險承受能力進行審核；同時對交易對手和客戶的信用風險進行評估與管理，並採取相應的風險控

制措施，藉由以上方式降低交易對手之信用風險，但不表示風險得以完全規避。 

七、 投資結構式商品之風險：本基金未從事結構式商品交易。 

八、 其他投資標的或特定投資策略之風險 

（一） 次順位公司債之風險 

本基金得投資於次順位公司債部分，因發行人與債權人約定其債權於其他先順位債權人獲

得清償後始得受償，相對獲得清償的保障較低，潛在獲利較佳。本基金將以審慎態度評估

發行人債信，以避免可能的風險。 

（二） 本基金投資組合及持有固定收益證券部位之加權平均存續期間管理策略 

存續期間，簡言之為債券或固定收益證券的平均到期期限，也代表債券或固定收益證券價

格對利率變動之敏感度，亦即平均到期限較長的債券或固定收益證券，其存續期間也會較

長。本基金將考量全球利率環境、投資地區經濟成長與通貨膨漲等因素，決定持有債券或

固定收益證券部位之加權平均存續期間，預期目標約為3至7年。本公司採取由上而下

(Top-down Approach)以及由下而上（Buttom-up Approach）的投資流程，可確保

基金存續期間改變時仍能與長期投資目標一致。但若出現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日本

或台灣發生政治性與經濟性重大且非預期之事件(例如政變、戰爭、恐怖攻擊等)，造成該

國金融市場(股市、債市與匯市)暫停交易，或基金資產規模明顯縮減，而導致存續期間大

幅提高或降低，經理公司將依據風險管理哲學及市場狀況與經濟基本面的氣候，在嚴謹地

控管本基金的暴露風險程度下，調整前述存續期間。在固定收益證券投資組合理論之利率

預期策略裡，若預期利率將明顯下跌時，調高投資組合的加權平均存續期間，可獲得較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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渥的收益。反之，預期利率可能上揚時，則降低投資組合的加權平均存續期間，可降低利

率上揚造成的價格損失。本基金自民國101年8月27日起，考量風險控管、全球利率環境

、投資地區經濟成長與通貨膨漲等因素，將本基金持有債券或固定收益證券之加權平均存

續期間之預期目標調整為1至7年。 

（三） 投資依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公開招募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之風險 

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以「金融資產證券化」為基本架構而發行，主要之風險說明如

下： 

1. 信用風險：因其是以金融資產為擔保而發行的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容易因金

融資產的逾放或呆帳比率過高時，發生信用上風險。 

2. 價格風險：目前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主要交易市場規模仍小，交易市場流動性

不足，連帶容易造成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交易價格變動不穩定性情形發生。 

3. 提前還款風險：雖然受益證券及資產基礎證券係由一組可預測的現金流量所組合而

成的有價證券，但仍可能面臨該現金流量因債務人提前還款而使原預測的現金流量

產生變化，投資人將因此面臨提前還款風險。 

（四） 投資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特性及風險 

1. 投資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特性：將投資人與投資的不動產間的法律關係，由

直接持有不動產所有權的物權關係，轉變為持有有價證券，將不動產由原先僵固性

的資產型態轉化為流動性的有價證券型態。不動產證券化是將一個或數個龐大且不

具流動性的不動產，透過細分為較小單位並發行有價證券給投資人的方式，達到促

進不動產市場及資本市場相互發展的目標。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係指委託人移

轉其不動產或不動產相關權利予受託機構，並由受託機構向不特定人募集發行或向

特定人私募交付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以表彰受益人對該信託之不動產、不動

產相關權利或其所生利益、孳息及其他收益之權利而成立之信託。 

2. 主要之風險說明如下： 

(1) 流動性風險：由於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在推出初期，台灣市場上流通商品

不多，同時發行條件各有差異，買方接受程度相較其他商品低，因此在發展初

期流動性將較差。 

(2) 價格風險：此商品所對應的資產是一般土地與建物，若土地與建物價格漲跌波

動太大時，連帶也會影響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價格。市場不動產實際景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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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好壞會影響不動產、不動產相關權利或其所生利益、孳息及其他收益，進而

影響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價格。 

(3) 管理風險：不動產資產證券化商品管理公司的專業度，將影響其所選擇的不動

產型態、標的等品質，可能對本公司投資標的造成影響。 

(4) 信用風險：本基金所投資之不動產資產信託證券雖均具備一定的信用評等，仍

有發生信用風險的可能。 

(5) 利率變動的風險：由於該證券乃依未償付本金與利息現值為市場評價基礎，因

此，利率變化亦將造成投資標的之價格變動，存在利率變動之風險。 

（五） 投資反向型ETF及槓桿型ETF之特性及風險： 

1. 反向型ETF及槓桿型ETF之特性：反向型ETF為運用放空有價證券、期貨等方式追蹤

反向每日現貨指數報酬的ETF。槓桿型ETF為運用不同的交易策略來達到財務槓桿倍

數的效果，除了其連結指數的成分股票外，也投資其他的衍生性金融商品，來達到

其財務槓桿的效果。 

2. 主要投資風險說明如下： 

反向型ETF其投資風險上，由於反向型ETF的流動性通常比槓桿型ETF低，因此存在

一定程度的流動性風險，以及市場風險、期貨所衍生的轉倉風險與折溢價風險。槓

桿型ETF除了投資連結指數之成分股外，也投資其他衍生性金融商品來達到財務槓桿

效果(例如期貨、選擇權等)，其如同使用期貨或信用交易一般，具有放大報酬率的槓

桿效果，擁有較高的市場風險。而因ETF本身與追蹤指數間的回報差異產生的追蹤誤

差風險，追蹤誤差風險與ETF本身的槓桿程度也成正比。 

（六） 投資可轉換公司債之風險: 

由於可轉換公司債同時兼具債券與股票之特性，因此除上述利率風險、流動性風險及信用

風險外，還可能因標的股票價格波動而造成該可轉換公司債之價格波動，此外，非投資等

級或未經信用評等之轉換公司債所承受之信用風險相對較高。 

九、 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之風險 

本基金為管理有價證券價格變動風險之需要，經金管會核准後得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之交易，惟若

經理公司判斷市場行情錯誤，亦可能造成本基金損失。投資人須瞭解本國證券相關商品之交易市

場尚屬初期發展階段，可能會有流動性不足的風險。 

十、 出借所持有之有價證券或借入有價證券之相關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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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未從事有價證券之出借或借入。 

十一、 其他投資風險 

（一） 利率變動之風險 

子基金若直接或間接投資於債權證券，便暴露於利率風險。如市場利率上揚，子基金所

持有附息資產的價值可能大幅下跌，並對該子基金績效產生負面影響。若子基金亦持有

到期日較長且名目利率較低的債權證券，則受影響程度甚至更大。 

（二） 債券交易市場流動性之風險 

流動性低的證券債券即使交易規模相對小，也可能導致價格顯著變動。若某項資產流動

性低，則存在的風險是該資產無法出售或僅能按購買價格大幅折價出售，或反之，其購

買價格可能大幅提高。此類價格變動可能對子基金資產淨值產生不利影響。 

（三） 無擔保公司債之風險 

無擔保公司債利率雖較高，但可能面臨發行公司無法償付本息之風險。 

（四） 未上市、上櫃公司債之風險 

國內未上市、上櫃公司債除上述之風險外，另有發行公司財務結構不健全、無法償還本

息之信用風險。 

（五） 可轉換公司債之風險 

由於可轉換公司債同時兼具債券與股票之特性，因此除上述利率風險、流動性風險及信

用風險外，還可能因標的股票價格波動而造成該可轉換公司債之價格波動。 

（六） 次順位公司債之風險 

次順位公司債除上述利率風險、流動性風險及信用風險外，因求償順序低於一般順位公

司債，可能面臨發行公司無法償付本息之風險。 

（七） 次順位金融債券之風險 

次順位金融債券與信用評等同等級的金融債券相比，享有較高之收益，但其對債權之請

求權，於一般金融債券之後，一般股權 之前，可能有發行公司無法償付本息的風險。 

（八） 非投資等級債券之風險 

「非投資等級債券」指企業或機構所發行信用評等較低或未經信用評等之債券，因其信

用評等較差（或未經信用評等），故須支付較高利息以吸引投資人。一般在經濟景氣衰

退期間，若市場對於企業支付非投資等級債之本金或利息的能力有疑慮時，往往會衝擊

債券價格走勢。同時，其利率風險、信用違約風險、外匯波動風險也將高於一般投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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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之債券。 

（九） 信用風險 

某項資產(尤其是子基金直接或間接持有的證券或貨幣市場工具)的發行機構信用(償債

能力及支付意願)可能減損，此通常會導致該資產價格跌幅大於一般市場震盪造成的跌幅

。此外，另一風險是若干債權證券的信用評等或債權證券發行機構的信用評等可能因市

況不佳而遭調降，如此可能導致子基金資產淨值下跌而子基金績效將受到不利影響。 

（十） 彈性受限風險 

股份的贖回可能受到限制。若股份贖回遭暫停或延遲，投資人將無法贖回其股份，而將

被迫持續投資子基金較原預定期間更長的時間，其投資將繼續承受該子基金固有的風險

。若子基金或類股解散，或本公司針對股份行使強制贖回權，投資人便無法繼續投資。

若投資人持有的子基金或類股併入其他基金、子基金或類股，則投資人將自動成為該其

他基金、其他子基金或類股的股份持有人，亦形同無法再繼續投資原子基金或類股。申

購股份時支付的銷售手續費可能減少或甚至抵銷投資的任何獲利，尤其若投資持有期間

過短時更是如此。如贖回股份是為了將款項投資於其他投資，則投資人除已發生的成本

外(例如銷售手續費)，還可能產生其他成本，例如子基金的贖回費及/或撤資費或購買其

他股份而額外支付的銷售手續費。這些事件與情況可能導致投資人損失。 

 

柒、 收益分配 

 請見壹所列第二十四之說明，第10頁。 

 

捌、 申購受益憑證 

一、 申購程序、地點及截止時間 

（一）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向經理公司或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辦理

申購手續，並繳付申購價金。於申購受益權單位時，應填妥申購書（首次開戶者應加附開

戶所需文件）辦理申購手續，申購書備置於經理公司或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之營業處所

。申購人如以郵寄方式申購者，應將填妥之申購書（首次開戶者應加附開戶所需文件）及

已給付申購價金之證明文件，寄至「台北市中山北路2段42號8樓安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

有限公司收」。 

（二） 各基金銷售機構每日收件截止時間：經理公司為週一至週五下午四時止，但以現金、匯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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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帳等方式申購者，須於申購當日銀行營業時間內直接匯至基金專戶，以支票申購者，

以支票兌現日為其申購日，惟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其他基金銷售機構則依各

機構規定之收件時間為準，惟不得逾每日下午四時。如遇不可抗力之天然災害或重大事件

導致無法正常營業，經理公司得依安全考量，經公告後調整截止時間。惟截止時間前已完

成申購手續之交易仍屬有效。除能證明投資人係於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請求者，逾時提出

申請者，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 

（三）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交付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並於當日將申購價金

直接匯入基金專戶。投資人透過銀行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者，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購

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基金銷售機構。 

（四） 其他事項:  

1. 外國帳戶稅收遵從法： 

美國國會立法通過2010年《外國帳戶稅收遵從法》 (簡稱「FATCA」)，其目的在提

供美國稅捐機關有關美國納稅人之資訊，以及改善美國納稅人就美國境外金融資產

與帳戶的納稅合規情形。 

其中，FATCA要求本基金須登記及擴大申報並扣繳稅款。此申報規定是要辨識本基

金之特定類型投資人及揭露該類投資人之資訊。本基金若不符FATCA規定，可能須

就支付予本基金之特定款項(例如美國來源之利息與股息，以及可能產生該等美國來

源收益之證券處分收益等)扣繳30%之預扣稅。本基金如未符合FATCA規定，可能因

而蒙受重大損失。 

因此，本基金可能必須向美國稅捐機關申報並揭露特定投資人資訊或就支付予該等

投資人之特定款項為扣繳稅款。在相關法律許可範圍內，投資人將視為同意本基金

採取前述措施。此外，投資人如為美國納稅人或於嗣後成為美國納稅人，須立即告

知經理公司。 

倘若美國政府與中華民國簽訂跨政府協議(即所謂IGA)，該跨政府協議可能要求將

FATCA之法令或規定連同該法之修正、修訂及/或豁免事項，一併納入本基金須遵守

之規範。此種情況下，本基金將須遵守該跨政府協議及所施行之法令。投資人宜就

FATCA及任何跨政府協議之可能稅負影響/後果，徵詢專業顧問之意見。 

2. 美國納稅人 

「美國納稅人」係指美國公民或自然人居民；在美國組織設立或依美國或美國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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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法律組織設立之合夥事業或公司；符合以下要件之信託：(i)美國境內法院有權依相

關法律就有關信託管理之近乎一切事宜發出命令或作成判決，且(ii) 一位或多位美國

納稅人有權掌控該信託之所有重大決策；或擁有美國公民或居民身分之被繼承人之

遺產。此定義之解釋將依據美國《國稅法》。請注意：已失其美國公民身分且居住

於美國境外之人於某些情況下仍可能被視為美國納稅人。本基金之受益權單位不得

向美國納稅人募集或出售予任何美國納稅人。 

申購人須聲明並非美國納稅人，且並非代表美國納稅人取得本基金之受益權單位或

取得之目的並非為出售予美國納稅人。 

3. 金融機構執行盡職審查及申報作業辦法 

我國財政部於2017年6月14日增訂稅捐稽徵法第5條之及第46條之1，另於2017年11

月16日發佈「金融機構執行盡職審查及申報作業辦法」(以下簡稱「作業辦法」)，主

要為促使台灣接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發布之共同申報準則(CRS)，提高帳

戶資訊之透明度，並據此與其他國家或地區進行金融帳戶資訊交換。為達成資訊交

換的目的，財政部發布之作業辦法係規範金融機構，含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須進行

金融帳戶資訊交換盡職審查及審查後向稅捐稽徵機關申報應申報國居住者之稅務用

途金融帳戶資訊，包含客戶開立帳戶時徵提之自我證明文件、對新帳戶及既有帳戶

進行盡職辨識及審查等，以確認資料之有效性及合理性。為配合前揭盡職審查過程

，經辨識為作業辦法第24條下之應申報帳戶者，持有該應申報帳戶之受益人有義務

提供經理公司合理，且足以辨識其稅務居住者身份之自我證明文件以佐證其身分狀

態，倘若刻意規避、隱暱或提供不實之資訊，可能有因違反稅捐稽徵法第46條之1

「未應要求或未配合資訊交換提供有關資訊」，而面臨稅捐機關課以罰鍰之可能。

另，前揭未配合或拒絕配合提供以致經理公司未能完成盡職審查程序或申報者，本

經理公司得拒絕接受或辦理本基金之申購或交易之申請。 

二、 申購價金之計算及給付方式 

（一）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均包括發行價格及申購手續費，申購手續

費由經理公司訂定。投資人申購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申購價金均應以所申購各類型

受益權單位之計價貨幣支付，涉及結匯部分並應依「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辦法」之規定辦

理結匯事宜，或亦得以其本人外匯存款戶轉帳支付申購價金。 

（二）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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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閱前述第6頁第十四項（二）之說明。 

（三） 最低申購金額： 

請參閱前述第7頁第十五項之說明。 

（四）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不列入本基金資產，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費最高不

得超過發行價格之百分之四。現行之申購手續費由經理公司依其銷售策略在該範圍內定之

。 

（五） 經理公司辦理有關轉申購涉及不同外幣兌換時，兌換流程及匯率採用依據，茲說明如下： 

1. 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以該買回價金實際轉入所申

購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 

2. 受益人不得申請於經理公司就同一基金或不同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與外幣計

價受益權單位間之轉申購。 

3. 受益人申請不同基金之同一貨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轉申購，應經經理公司同意，此

轉申購屬同一貨幣間之轉換，無匯率兌換問題。 

（六） 經理公司應以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專戶當日淨值為計算基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申購本基

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

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

價金匯撥基金專戶者，或該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四十七之三條設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跨

行網路系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匯

撥至基金專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專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

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

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七） 基金銷售機構之款項收付作業透過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者，證券集中保管事業如已於受

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前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經經理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專戶，或取得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八） 申購價金給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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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應於申購當日以下列方式給付之： 

1. 現金。 

2. 匯款、轉帳。 

3. 票據：應以基金銷售機構所在地票據交換所接受之即期支票、本票支付，並以兌現

日為申購日，如上述票據未能兌現者，申購無效。 

三、 受益憑證之交付 

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後，經理公司應於基金保管機構收足申購價金之日起，於七個營業日內以

帳簿劃撥方式交付受益憑證予申購人。 

四、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不接受申購或基金不成立時之處理 

（一） 經理公司有權決定是否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惟經理公司如不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自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購人之現金或票據兌現後之三個營業日內，將

申購價金無息退還申購人。申購人應同時繳回申購書，未繳回者自申購價金返還日起失效

。 

（二） 本基金已於九十二年六月十一日成立。 

五、 經理公司應公平對待所有基金投資人，不得對特定投資人提供特別優厚之申購條件。 

 

玖、 買回受益憑證 

一、 買回程序、地點及截止時間 

（一） 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三十日後，受益人得於任一營業日，填妥買回申請書，並攜帶登記於

經理公司之原留印鑑及所需之買回收件手續費，以書面、電子資料或其他約定方式向經理

公司或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提出買回之請求。如以掛號郵寄之方式申請買回者，以向經

理公司申請為限。 

（二） 受益人得請求買回受益憑證之全部或一部，但買回後各類型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剩餘受益權

單位數不及下表所列之單位數時，經理公司得為全部買回之執行，但剩餘單位數因未滿短

線交易期間、透過基金銷售機構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財富管理專戶、基金款項收付專戶

申購本基金者或投資型保單、網際網路交易規則另有規定或經經理公司同意者，不在此限

。 

各類型受益憑證之最低剩餘受益權單位數 

計價幣別 最低剩餘受益權單位數 

新臺幣 伍佰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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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 貳拾單位 

人民幣 壹佰單位 

（三） 各基金銷售機構每日收件截止時間：經理公司為週一至週五下午四時止；惟主管機關另有

規定者，不在此限；其他基金銷售機構則依各機構規定之收件時間為準，惟不得逾每日下

午四時。如遇不可抗力之天然災害或重大事件導致無法正常營業，經理公司得依安全考量

，經公告後調整截止時間。惟截止時間前已完成買回手續之交易仍屬有效。除能證明受益

人係於截止時間前以書面、電子資料或其他約定方式提出買回申請者外，逾時申請應視為

次一營業日之交易。 

二、 買回價金之計算 

（一） 除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買回價格以買回日（即受益人之

買回請求到達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之營業日，生效日為105年06月13日。）本基金

各該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扣除買回費用計算之。 

（二） 有信託契約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之情形（即五之(一) 所述），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有足

夠流動資產支付全部買回價金之次一計算日，依該計算日之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

淨資產價值恢復計算買回價格。 

（三） 有信託契約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情形（即五之(二)所述），於暫停計算本基金部分或全

部類型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之情事消滅後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應即恢復計算本基金該

類型受益權單位之買回價格，並依恢復計算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計算之。 

（四）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買回費用最高不超過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

價值之百分之一，並得由經理公司在此範圍內公告後調整。目前本基金買回費用為零。惟

為避免受益人進行短線交易而影響經理公司基金操作策略之規劃，經理公司建議受益人避

免進行短線交易。受益人自申購日起持有受益權單位數不滿十四日即申請買回者，視為短

線交易。對於從事短線交易者，受益人申請買回，應支付最高不超過買回價金百分之二之

買回費用。目前短線交易者應支付之買回費用為百分之○ ∙ 三。買回費用歸入本基金資

產。 

（五） 受益人向基金銷售機構申請辦理本基金受益憑證買回事務時，基金銷售機構得就每件買回

申請酌收新臺幣伍拾元之買回收件手續費，用以支付處理買回事務之費用，買回收件手續

費不併入本基金資產。 

三、 買回價金給付之時間及方式 

（一） 除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經理公司應自受益人提出買回受益憑證之請求到達經理公司或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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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銷售機構之次一營業日起七個營業日內，指示基金保管機構以受益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

線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款方式給付買回價金，並得於給付買回價金中扣除買回費用、買

回收件手續費、掛號郵費、匯費及其他必要之費用。受益人之買回價金按所申請買回之受

益權單位計價幣別給付之。 

（二） 如有後述五所定暫停計算本基金部分或全部類型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之情事者，經理公司

應於情事消滅後之次一營業日，即恢復計算本基金該類型受益權單位之買回價格，並依恢

復計算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計算之，並自該計算日起七個營業日內給付買回價金。

經理公司就恢復計算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應向金管會報備之。 

四、 受益憑證之換發 

本基金自九十八年八月十日轉換為無實體受益憑證發行，自轉換基準日後，部分買回無須辦理受

益憑證之換發。 

五、 買回價金遲延給付之情形 

（一） 任一營業日之各類型受益憑證受益權單位買回價金總額扣除當日申購受益憑證發行價額

之餘額，超過本基金流動資產總額時，經理公司得報經金管會核准後暫停計算買回價格，

並延緩給付買回價金。 

（二） 經理公司因金管會之命令或有下列情事之一，並經金管會核准者，經理公司得暫停計算買

回價格，並延緩給付買回價金： 

1. 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交易所、店頭市場或外匯市場，非因例假日而停止交易。 

2. 因匯兌交易受限制。 

3. 通常使用之通信中斷； 

4. 有無從收受買回請求或給付買回價金之其他特殊情事者。 

（三） 有前述五之（二）所列1.、2.或3情事發生，並經金管會核准得暫停計算淨資產價值時，

經理公司除得暫停計算買回價格延緩給付買回價金外，並得暫停受益權單位之申購，且暫

停計算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情事消滅後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應即恢復計算本基金之淨

資產價值。 

六、 買回撤銷之情形 

受益人申請買回而有前述五之（一）、（二）所列買回價金遲延給付之情形時，得於暫停計算買

回價格公告日（含公告日）起，向原申請買回之機構或經理公司撤銷買回之申請，該撤銷買回之

申請除因不可抗力情形外，應於恢復計算買回價格日前（含恢復計算買回價格日）之營業時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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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達原申請買回機構或經理公司，其原買回之請求方失其效力，且不得對該撤銷買回之行為，再

予撤銷。 

七、 經理公司應公平對待所有請求買回受益憑證者，不得對特定人提供特別優厚之買回條件。 

 

壹拾、 受益人之權利及費用負擔 

一、 受益人應有之權利內容 

（一） 受益人得依信託契約之規定並按其所持有之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行使下列權利： 

1. 剩餘財產分派請求權。 

2. 收益分配權（僅B類型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得享有並行使收益分配權） 

3. 受益人會議表決權。 

4. 有關法令及信託契約規定之其他權利。 

（二） 受益人得於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之營業時間內，請求閱覽信託契約最新修訂本，並得

索取下列資料： 

1. 信託契約之最新修訂本影本。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得收取工本費。 

2. 本基金之最新公開說明書。 

3. 經理公司及本基金之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 

（三） 受益人得請求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履行其依信託契約規定應盡之義務。 

（四） 除有關法令或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受益人不負其他義務或責任。 

二、 受益人應負擔費用之項目及其計算、給付方式 

（一） 受益人應負擔費用之項目及其計算 

項目 計算方式或金額 

經理費 每年基金淨資產價值之0.80%，逐日累計計算，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

乙次。 

保管費 每年基金淨資產價值之0.16%，由經理公司逐日累計計算，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

曆月給付乙次。 

申購手續費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費最高不得超過發行價格之百

分之四。現行之申購手續費由經理公司依其銷售策略在該範圍內定之。 

買回費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買回費用最高不超過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

位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一，並得由經理公司在此範圍內公告後調整。目前本基金

買回費用為零。惟為避免受益人進行短線交易而影響經理公司基金操作策略之規

劃，經理公司建議受益人避免進行短線交易。受益人自申購日起持有受益權單位

數不滿十四日即申請買回者，視為短線交易。對於從事短線交易者，受益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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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回，應支付最高不超過買回價金百分之二之買回費用。買回費用歸入本基金資

產。 

短線交易買回費用 目前短線交易實際收取之買回費用為買回價金之0.3％，例如：王先生於97年5

月2日申購本基金5,000個單位，於97年5月15日申請全數買回5,000個單位。由

於其自申購日起持有本基金單位數不滿十四個日曆日，僅屆滿十三個日曆日，視

為短線交易，因此經理公司將對王先生之該筆買回交易收取其買回價金之千分之

三(0.3%)之買回費用，買回費用=5,000個單位 買回淨值 0.3%。但若王先生於

5/16日才申請買回本基金5,000個單位，由於其持有該單位數已滿十四個日曆日

，將不視為短線交易，故不收取買回費用。 

買回收件手續費 
由基金銷售機構辦理者，基金銷售機構得就每件買回申請酌收新臺幣伍拾元，但

至經理公司申請買回者則免。 

召開受益人會議費

用（註一） 
預估每次新臺幣壹佰萬元 

其他費用（註二） 以實際發生之數額為準 

（註一）：受益人會議並非每年固定召開，故該費用不一定每年發生。 

（註二）：包括為取得或處分本基金資產所生之經紀商佣金及證券交易手續費等直接成本；本基金應支付

之一切稅捐；財務報告簽證及核閱費用；清算費用及訴訟或非訴訟所產生之費用。（詳見【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主要內容】中捌之說明） 

（二） 受益人應負擔費用之給付方式 

除申購手續費於申購時另行支付，買回費、短線交易買回費用及買回收件手續費於申請買

回時自買回價金中扣除外，其餘項目均由本基金資產中支付。 

三、 受益人應負擔租稅之項目及其計算、繳納方式 

有關本基金之賦稅事項依財政部 (81)台財稅第811663751號函、財政部 (91)台財稅第

0910455815號函及其他有關法令辦理；但有關法令修正者，應依修正後之規定辦理。 

（一） 證券交易稅 

1. 受益人轉讓受益憑證時，應由受讓人代徵證券交易稅。 

2. 受益人申請買回，或於本基金清算時，繳回受益憑證註銷者，非屬證券交易範圍，

均無需繳納證券交易稅。 

（二） 印花稅 

受益憑證之申購、買回及轉讓等有關單據，均免納印花稅。 

（三） 證券交易所得稅 

1. 本基金清算時，分配予受益人之剩餘財產，其中有停徵證券交易所得稅之證券交易

所得者，得適用停徵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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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受益人於證券交易所得稅停徵期間，因申請買回或轉讓受益憑證，其買回或轉讓價

款減除成本後所發生之證券交易所得，免納所得稅。 

3. 受益人為中華民國營利事業或在中華民國有營業代理人或固定營業場所之外國營利

事業者，可能須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將證券交易所得納入營利事業之基本所

得額，計算基本稅額。 

另，依財政部96年4月26日台財稅字第09604514330號函及所得稅法第3條之4第6項之

規定，本基金受益人得授權同意由經理公司代為處理本基金投資相關之稅務事宜，並得檢

具受益人名冊（內容包括受益人名稱、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公司統一編號、地址、持有受益

權單位數等資料），向經理公司登記所在地之轄區國稅局申請按基金別核發載明我國居住

者之受益人持有受益權單位數占該基金發行受益權單位總數比例之居住者證明，以符「避

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杜逃稅協定」之規定，俾保本基金權益。 

四、 受益人會議 

（一） 召開事由 

1. 修正信託契約者，但信託契約另有訂定或經理公司認為修訂事項對受益人之權益無

重大影響，並經金管會核准者，不在此限。 

2. 更換經理公司者。 

3. 更換基金保管機構者。  

4. 終止信託契約者。 

5.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報酬之調增。 

6. 重大變更本基金投資有價證券或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之基本方針及範圍。 

7. 其他法令、信託契約規定或經金管會指示事項者。 

（二） 召開程序 

1. 依法律、命令或信託契約規定，應由受益人會議決議之事項發生時，由經理公司召

開受益人會議。經理公司不能或不為召開時，由基金保管機構召開之。基金保管機

構不能或不為召開時，依信託契約之規定或由受益人自行召開；均不能或不為召開

時，由金管會指定之人召開之。受益人亦得以書面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逕向金管

會申請核准後，自行召開受益人會議。 

2. 受益人自行召開受益人會議，係指繼續持有受益憑證一年以上，且其所表彰受益權

單位數占提出當時本基金已發行在外受益權單位總數百分之三以上之受益人。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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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事項係專屬於特定類型受益權單位之事項者，前項之受益人，係指繼續持有該

類型受益憑證一年以上，且其所表彰該類型受益權單位數占提出當時本基金已發行

在外該類型受益權單位總數百分之三以上之受益人。 

（三） 決議方式 

1. 受益人會議得以書面或親自出席方式召開。受益人會議以書面方式召開者，受益人

之出席及決議，應由受益人於受益人會議召開者印發之書面文件（含表決票）為表

示，並依原留存簽名式或印鑑，簽名或蓋章後，以郵寄或親自送達方式送至指定處

所。 

2. 召開全體受益人會議或跨類型受益人會議時，各類型外幣計價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

位得換算為一基準受益權單位，進行出席數及投票數之計價。 

3. 受益人會議之決議，應經持有代表已發行受益憑證受益權單位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受

益人出席，並經出席受益人之表決權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行之。但如決議事項係

專屬於特定類型受益權單位之事項者，則受益人會議應僅該類型受益權單位之受益

人有權出席並行使表決權，且受益人會議之決議，應經持有代表已發行該類型受益

憑證受益權單位總數二分之ㄧ以上之受益人出席，並經出席受益人之表決權總數二

分之ㄧ以上同意行之。下列事項不得於受益人會議以臨時動議方式提出： 

(1) 更換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 

(2) 終止信託契約。 

(3) 變更本基金種類。 

（四） 受益人會議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人會議準則」之規定辦理。 

 

壹拾壹、 基金之資訊揭露 

一、 依法令及信託契約規定應揭露之資訊內容： 

（一）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通知受益人之事項如下，但專屬於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事項，

得僅通知該類型受益權單位受益人： 

1. 信託契約修正之事項。但修正事項對受益人之權益無重大影響者，得不通知受益人

，而以公告代之。 

2. 本基金收益分配之事項（僅須通知B類型各計價幣別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 

3.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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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信託契約之終止及終止後之處理事項。 

5. 清算本基金剩餘財產分配及清算處理結果之事項。 

6. 召開受益人會議之有關事項及決議內容。 

7. 其他依有關法令、金管會之指示、信託契約規定或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認為應

通知受益人之事項。 

（二）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公告之事項如下： 

1. 前項規定之事項。 

2. 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但基

金成立日後開始銷售之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或部分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為

零者，應於首次銷售日或再次銷售日次一營業日起，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該類

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3. 每週公布基金投資組合、從事債券附條件交易之前五名往來交易商交易情形。 

4. 每月公布基金持有前十大標的之種類、名稱及占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例等；每季公

布基金持有單一標的金額占基金淨資產價值達百分之一之標的種類、名稱及占基金

淨資產價值之比例等。 

5. 本基金暫停及恢復計算買回價格事項。 

6.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主營業所所在地變更者。 

7. 本基金之年度及半年度財務報告。 

8. 其他依有關法令、金管會之指示、信託契約規定或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認為應

公告之事項。 

9. 其他重大應公告事項(如基金所持有之有價證券或證券相關商品，長期發生無法交割

、移轉、平倉或取回保證金情事)。 

二、 資訊揭露之方式、公告及取得方法： 

（一） 對受益人之通知或公告，應依下列方式為之： 

1. 通知：依受益人名簿記載之通訊地址郵寄之；其指定有代表人者通知代表人，但經

受益人同意者，得以傳真或電子方式為之。受益人通訊方式變更時，受益人應即向

經理公司或事務代理機構辦理變更登記，否則經理公司或清算人依信託契約規定為

送達時，以送達至受益人名簿所載之通訊地址視為已依法送達。 

2. 公告：所有事項均得以刊登於中華民國任一主要新聞報紙，或傳輸於同業公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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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公開資訊觀測站，或其他依金管會所指定之方式公

告。經理公司所選定之公告方式如下： 

(1) 本基金於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下列事項： 

A. 本基金最新修訂之公開說明書 

B. 本基金之年度及半年度財務報告 

C. 經理公司年度財務報告 

(2) 本基金於同業公會網站公告下列事項： 

A. 信託契約修正之事項。 

B. 本基金收益分配之事項(僅須通知B類型各計價幣別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 

C.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 

D. 信託契約之終止及終止後之處理事項。 

E. 清算本基金剩餘財產分配及清算處理結果之事項。 

F. 召開受益人會議之有關事項及決議內容。 

G. 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

值。但基金成立日後開始銷售之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或部分類型受益權單

位之淨資產價值為零者，應於首次銷售日或再次銷售日次一營業日起，每

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該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H. 每週公布基金投資組合、從事債券附條件交易之前五名往來交易商交易情

形。 

I. 每月公布基金持有前十大標的之種類、名稱及占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例等

；每季公布基金持有單一標的金額占基金淨資產價值達百分之一之標的種

類、名稱及占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例等。 

J. 本基金暫停及恢復計算買回價格事項。 

K.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主營業所所在地變更者。 

L. 其他依有關法令、金管會之指示、信託契約規定或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

構認為應公告之事項（如買回費用之變更、基金經理人之變更、事務代理

機構之指定變更、營業處所之變更等。） 

M. 其他重大應公告事項(如基金所持有之有價證券或證券相關商品，長期發生

無法交割、移轉、平倉或取回保證金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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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通知及公告之送達日，依下列規定： 

1. 依前(一)所列1.之方式通知者，除郵寄方式以發信日之次日為送達日，應以傳送日為

送達日。 

2. 依前(一)所列2.之方式公告者，以首次刊登日或資料傳輸日為送達日。 

3. 同時以前(一)所列1,2之方式送達者，以最後發生者為送達日。 

（三） 受益人通知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或事務代理機構時，應以書面、掛號郵寄方式為之。 

（四） 前述一之(二)所列3.、4.規定應公布之內容，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其規定

。 

（五） 經理公司及基金銷售機構應於營業時間內在營業處所提供下列資料，以供受益人閱覽或索

取： 

1. 最新公開說明書。 

2. 信託契約之最新修訂本影本。經理公司及基金銷售機構得收取工本費。 

3. 經理公司及本基金之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 

 

壹拾貳、 基金運用狀況 

有關本基金運用狀況，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附錄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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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主要內容】 

 

壹、 基金名稱、經理公司名稱、基金保管機構名稱及基金存續期間 

一、 本基金定名為安聯全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二、 本基金之經理公司為安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三、 本基金之基金保管機構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四、 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不定期限；本基金信託契約終止時，本基金存續期間即為屆滿。 

 

貳、 基金發行總面額及受益權單位總數(信託契約第三條第一項) 

詳見【基金概況】中壹所列一、二之說明 

 

參、 受益憑證之發行及簽證(信託契約第四條) 

一、 本基金受益憑證分為Ａ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憑證(不分配收益)、Ａ類型美元計價受益憑證(不分配

收益)、Ａ類型人民幣計價受益憑證(不分配收益)、Ｂ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憑證(分配收益)、Ｂ類

型美元計價受益憑證(分配收益)及Ｂ類型人民幣計價受益憑證(分配收益)等六類型發行。 

二、 經理公司發行受益憑證，應經金管會之事先核准。本基金成立前，不得發行受益憑證。本基金受

益憑證發行日至遲不得超過自本基金成立日起算三十日。 

三、 本基金不印製表彰受益權之實體受益憑證，免辦理簽證 

 

肆、 受益憑證之申購(信託契約第五條) 

一、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均包括發行價格及申購手續費，申購手續費由經

理公司訂定。投資人申購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申購價金均應以所申購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

計價貨幣支付，涉及結匯部分並應依「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辦法」之規定辦理結匯事宜，或亦得

以其本人外匯存款戶轉帳支付申購價金。 

二、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如下： 

（一） 本基金承銷期間及成立日前（不含當日），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新臺幣壹拾元。 

（二） 本基金承銷期間屆滿且成立日起，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申購日當日每受益權單位淨

資產價值。但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首次銷售日或部分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為零

者，其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本契約第三條第一項所列該計價幣別之面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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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乘以申購單位數所得之金額為發行價額，發行價

額歸本基金資產。 

四、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不列入本基金資產，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費最高不得超過

發行價格之百分之四。本基金申購手續費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規定。 

五、 經理公司得委任基金銷售機構，辦理基金銷售業務。 

六、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向經理公司或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為之。申購之程序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

規定辦理，經理公司並有權決定是否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惟經理公司如不接受受益權單位之

申購，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自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購人之現金或票據兌現後之三個營業日內，將

申購價金無息退還申購人。 

 

伍、 基金之成立與不成立(信託契約第七條) 

一、 本基金之成立條件，為同時符合下列條件： 

（一） 依信託契約第三條第四項之規定，於開始募集日起三十天內至少募足最低淨發行總面額新

臺幣三十五億元整； 

（二） 承銷期間應屆滿。 

二、 本基金符合成立條件時，經理公司應即向金管會報備，經金管會核備後始得成立。 

三、 本基金不成立時，經理公司應立即指示基金保管機構，於自本基金不成立日起十個營業日內，以

申購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款方式，退還申購價金及自基金保管機構收受

申購價金之翌日起至基金保管機構發還申購價金之前一日止，按基金保管機構活期存款利率計算

之利息。利息計至新臺幣「元」，不滿壹元者，四捨五入。 

四、 本基金不成立時，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除不得請求報酬外，為本基金支付之一切費用應由經

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各自負擔，但退還申購價金及其利息之掛號郵費或匯費由經理公司負擔。 

 

陸、 受益憑證之上市及終止上市 

無 

 

柒、 基金之資產(信託契約第九條) 

一、 本基金全部資產應獨立於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自有資產之外，並由基金保管機構本於信託關

係，依經理公司之運用指示從事保管、處分、收付本基金之資產。本基金資產應以「中國信託商



 

52 

業銀行受託保管安聯全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專戶」名義，經金管會核准後登記之，並得簡稱

為「安聯全球債券基金專戶」。基金保管機構應於外匯指定銀行依本基金外幣計價幣別開立上述

專戶。但本基金於中華民國境外之資產，得依資產所在國或地區法令或基金保管機構與國外受託

保管機構間契約之規定辦理。 

二、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就其自有財產所負債務，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二十一條規定，其

債權人不得對於本基金資產為任何請求或行使其他權利。 

三、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應為本基金製作獨立之簿冊文件，以與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自有

財產互相獨立。 

四、 下列財產為本基金資產： 

（一） 申購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額。 

（二） 發行價額所生之孳息。 

（三） 以本基金購入之各項資產。 

（四） 每次收益分配總金額獨立列帳後給付前所生之利息（僅B類型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可享有

之收益分配）。 

（五） 以本基金購入之資產之孳息及資本利得。 

（六） 因受益人或其他第三人對本基金請求權罹於消滅時效，本基金所得之利益。 

（七） 買回費用（不含基金銷售機構收取之買回收件手續費）。 

（八） 其他依法令或信託契約規定之本基金資產。 

五、 因運用本基金所生之外匯兌換損益，由本基金承擔。 

六、 本基金資產非依信託契約規定或其他中華民國法令規定，不得處分。 

 

捌、 基金應負擔之費用(信託契約第十條) 

一、 下列支出及費用由本基金負擔，並由經理公司指示基金保管機構支付 之： 

（一） 依信託契約規定運用本基金所生之經紀商佣金、交易手續費等直接成本及必要費用；包括

但不限於為完成基金投資標的之交易或交割費用、由股務代理機構、證券交易所或政府等

其他機構或第三人所收取之費用及基金保管機構得為履行信託契約之義務，透過票券集中

保管事業、中央登錄公債、投資所在國或地區相關證券交易所、結算機構、銀行間匯款及

結算系統、一般通訊系統等機構或系統處理或保管基金相關事務所生之費用； 

（二） 本基金應支付之一切稅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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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基金之財務報告簽證及核閱費用； 

（四） 依信託契約第十六條規定應給付經理公司與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 

（五） 除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有故意或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外，任何就本基金或信託契約

對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所為訴訟上或非訴訟上之請求及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因

此所發生之費用，未由第三人負擔者； 

（六） 除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有故意或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外，經理公司為經理本基金或

基金保管機構為保管、處分及收付本基金資產，對任何人為訴訟上或非訴訟上之請求所發

生之一切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律師費)，未由第三人負擔者，或經理公司依信託契約第十二

條第十一項規定，或基金保管機構依信託契約第十三條第五項、第十一項及第十二項規定

代為追償之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律師費)，未由被追償人負擔者； 

（七） 召開受益人會議所生之費用，但依法令或金管會指示經理公司負擔者，不在此限； 

（八） 本基金清算時所生之一切費用；但因信託契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五)款之事由終止契約

時之清算費用，由經理公司負擔。 

二、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任一曆日淨資產價值低於等值新臺幣參億元時，除前述一所列(一)

至(四)之支出及費用仍由本基金負擔外，其他支出及費用均由經理公司負擔。 

三、 除前述一及二所列支出及費用應由本基金負擔外，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就本基金事項所發生

之其他一切支出及費用，均由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自行負擔。 

四、 本基金於計算各類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收益分配或其他必要情形時，應分別計算各類型

受益權單位應負擔之支出及費用。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應負擔之支出及費用，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

規定辦理。可歸屬於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所產生之費用及損益，由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受益人承擔。 

 

玖、 受益人之權利、義務與責任(信託契約第十一條) 

一、 受益人得依信託契約之規定並按其所持有之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行使下列權利： 

（一） 剩餘財產分派請求權。 

（二） 收益分配權（僅B類型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得享有並行使本款收益分配權）。 

（三） 受益人會議表決權。 

（四） 有關法令及信託契約規定之其他權利。 

二、 受益人得於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之營業時間內，請求閱覽信託契約最新修訂本，並得索取下

列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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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信託契約之最新修訂本影本。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得收取工本費。 

（二） 本基金之最新公開說明書。 

（三） 經理公司及本基金之最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 

三、 受益人得請求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履行其依信託契約規定應盡之義務。 

四、 除有關法令或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受益人不負其他義務或責任。 

 

壹拾、 經理公司之權利、義務與責任(信託契約第十二條) 

詳見【基金概況】中參之說明 

 

壹拾壹、 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與責任(信託契約第十三條) 

詳見【基金概況】中肆之說明 

 

壹拾貳、 運用基金投資證券之基本方針及範圍(信託契約第十四條) 

詳見【基金概況】中伍所列一、三之說明 

 

壹拾參、 收益分配(信託契約第十五條) 

詳見【基金概況】中柒之說明 

 

壹拾肆、 受益憑證之買回(信託契約第十七條) 

一、 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三十日後，受益人得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以書面、電子資料或其他約

定方式向經理公司或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提出買回之請求。受益人得請求買回受益憑證之全部

或一部，但買回後各類型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剩餘受益權單位數，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辦理。 

二、 除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買回價格以買回日本基金各該類型受益

憑證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扣除買回費用計算之。 

三、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買回費用最高不得超過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之百分之一，並得由經理公司在此範圍內公告後調整。 

四、 除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經理公司應自受益人提出買回受益憑證之請求到達之次一營業日起七個

營業日內，指示基金保管機構以受益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款方式給付買

回價金，並得於給付買回價金中扣除買回費用、買回收件手續費、掛號郵費、匯費及其他必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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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受益人之買回價金按所申請買回之受益權單位計價幣別給付之。 

五、 受益人請求買回一部受益憑證者，經理公司除應依前項規定之期限指示基金保管機構給付買回價

金外。 

六、 經理公司得委任基金銷售機構辦理本基金受益憑證買回事務，基金銷售機構並得就每件買回申請

酌收買回收件手續費，用以支付處理買回事務之費用。買回收件手續費不併入本基金資產。買回

收件手續費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 

七、 經理公司除有信託契約第十八條第一項及第十九條第一項所規定之情形外，對受益憑證買回價金

給付之指示不得遲延，如有遲延給付之情事，應對受益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壹拾伍、 基金淨資產價值及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計算(信託契約第二十條、第二十一條) 

一、 經理公司應每營業日以基準貨幣依下列方式計算本基金之淨資產價值。因時差問題，故每營業日

之本基金淨資產價值計算，於次一營業日(計算日)完成： 

（一） 以基準貨幣計算本基金資產總額，減除適用所有類型並且費用相同之相關費用後，得出以

基準貨幣呈現之初步資產價值。 

（二） 依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資產佔總基金資產比例，計算以基準貨幣呈現之各類型初步資產價

值。 

（三） 加減專屬各類型之損益，得出以基準貨幣呈現之各類型資產淨值。 

（四） 前款各類型資產淨值加總即為本基金以基準貨幣呈現之淨資產價值。 

（五） 第(三)款各類型資產淨值按本條第五項之結算匯率換算即得出以計價幣別呈現之各類型

淨資產價值。 

二、 本基金包含不同計價貨幣之受益權單位，每營業日淨資產價值計算及各不同計價貨幣受益權單位

淨值換算均以基準貨幣與各計價貨幣進行轉換，存在匯率換算風險。 

三、 本基金之淨資產價值，應依有關法令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計算之。 

四、 本基金之淨資產價值之計算及計算錯誤之處理方式，應依同業公會所擬定，金管會核定之「證券

投資信託基金資產價值之計算標準」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計算之可容忍偏差率標準

及處理作業辦法」辦理之，但本基金持有問題公司債時，關於問題公司債之資產計算，依「問題

公司債處理規則」辦理之，目前核定之計算標準、作業辦法及處理規則如【附錄二】、【附錄三

】及【附錄四】。經理公司並應依照下列規定計算本基金之淨資產價值： 

（一） 中華民國之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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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價值計算標準」辦理之。  

（二） 國外之資產： 

依「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價值計算標準」及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辦理之。 

【註：本基金有關國外資產之淨資產價值計算，應依以下規定辦理之。 

由經理公司於計算日中華民國時間上午9時自相關資訊系統，彭博資訊(Bloomberg)、路

透社(Reuters)等，取具最近營業日各相關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若無法取得最近營業日

相關資訊系統之收盤價格時，則依序以各商品後述的資訊系統所提供之最近收盤價格為準

。其淨值之計算原則上於每計算日下午6時(含)前完成及公告， 惟若遇其所投資國外資產

有債券領息、還本等情事須待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提供相關資訊確認時，其淨值計算完成時

間可能會稍受影響，但仍會於每一計算日完成淨值計算。並應依同業公會所擬訂，並經金

管會核定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標準」辦理之。目前計算標準如下： 

1. 債券：以取得之價格加計至最近營業日止之應收利息。價格以彭博資訊（Bloomberg

）所提供之最近營業日最後買賣之收盤價格為準。如無法取得彭博資訊所提供之最

近營業日收盤價格時，以路透社（Reuters）所提供之最近營業日收盤價格為準。持

有暫停交易者或久無報價與成交資訊或無法取得公平價格時，以基金經理公司洽商

其他獨立專業機構、經理公司隸屬集團之母公司評價委員會或經理公司評價委員提

供之公平價格為準。 

註：經理公司評價委員會之運作機制說明如下： 

(1) 應召開經理公司評價委員會之情形 

A.持有國外上市、上櫃股權性質有價證券(含指數股票型基金ETF/存託憑證)發生

下列之一情事而暫停交易達連續七個營業日、國外債權性質有價證券達連續15

個營業日，應重新評價，評價委員會應於應重新評價事實發生之次日起三個營

業日內召開評價委員會： 

a) 個股非因股東會(corporate action)等事件之暫停交易； 

b) 突發事件造成交易市場關閉； 

c) 交易市場非因例假日停止交易； 

d) 久無報價與成交資訊。 

B. 持有國外上市、上櫃股權性質有價證券(含指數股票型基金ETF/存託憑證)發

生下列之一情事時，其成交資訊達連續3個營業日、國外債權性質有價證券達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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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7個營業日，應重新評價，評價委員會應於應重新評價事實發生之次一營業內

日召開評價委員會： 

a) 單一基金持有投資標的合計比重佔該基金淨值達10%發生暫停交易，前

述投資標的合計比重，係指相同之投資組合暫停交易達上述營業日之規

定； 

b) 其他事件導致基金持有標的市場價格無法反映公平價格，前述之其他事

件，係指由評價委員提出需於評價委員會決議之事件。 

如無重大爭議之情事，亦得由委員會成員以電郵決議方式辦理。  

(2) 經理公司評價委員會之評價方法 

其評價方法依本公司「國外有價證券適用召開評價委員會會議之評價方法」作

業。資產評價涉及專業主觀判斷，依評價結果計算帳戶淨資產價值之相關有價

證券價格，可能與該有價證券其後於市場得以實際賣出的價格有所不同，評價

委員會應以審慎及誠信原則評定有價證券合理的可能價格。 

2. 短期票券：以買進成本加計自買進日起至最近營業日止估列之應收之利息為準。 

3. 國外基金管理機構所發行或經理之基金受益憑證、基金股份或投資單位：以計算日

中華民國時間中午12點前取得各國外基金管理機構對外公告之最近淨值為準。持有

暫停交易者，如暫停期間仍能取得通知或公告淨值，以通知或公告之淨值計算；如

暫停期間無通知或公告淨值者，則以暫停交易前一營業日淨值計算。 

4. 最近營業日無收盤價格者，以最近之收盤價格代之。 

國內、外證券相關商品： 

(1) 集中交易市場交易者，以計算日之集中交易市場之最近營業日收盤價格為準；

非集中交易市場交易者，以計算日自彭博資訊（Bloomberg）系統或交易對手

所提供之最近營業日價格為準。 

(2) 期貨：依期貨契約所定之標的種類所屬之期貨交易市場於最近營業日之結算價

格為準，以計算契約利得或損失。】 

五、 本基金非基準貨幣計價資產與基準貨幣之匯率兌換，先按彭博資訊(Bloomberg)所示最近營業日

各該外幣對美元之收盤匯率將外幣換算為美元，再按中華民國外匯交易市場所示最近營業日美元

對新臺幣之收盤匯率換算為新臺幣。如無法取得彭博資訊所提供之最近營業日收盤匯率時，以路

透社(Reuters)所提供之收盤匯率為準，如亦無法取得路透社所提供之最近營業日收盤匯率者，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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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所提供的收盤匯率為之。但基金保管機構與國外受託保管機構間之匯款，其

匯率以實際匯款時之匯率為準。 

六、 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應按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分別計算及公告。經理公司

應於每一計算日分別按屬於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資產價值，扣除其負債及應負擔之支出及費用，

計算出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除以已發行在外各類型受益權單位總數，以四捨五入方

式計算至各該計價幣別「元」以下小數點第四位。 

七、 經理公司應於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但基

金成立日後開始銷售之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或部分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為零者，應於首

次銷售日或再次銷售日次一營業日起，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該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

淨資產價值。 

 

壹拾陸、 經理公司之更換(信託契約第二十二條) 

一、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金管會核准後，更換經理公司： 

（一） 受益人會議決議更換經理公司者； 

（二） 金管會基於公益或受益人之利益，以命令更換者； 

（三） 經理公司經理本基金顯然不善，經金管會命令其將本基金移轉於經金管會指定之其他證券

投資信託事業經理者； 

（四） 經理公司有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經理公司之

職務者。 

二、 經理公司之職務應自交接完成日起，由金管會核准承受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由金管會命令

移轉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承受之，經理公司之職務自交接完成日起解除，經理公司依信託契

約所負之責任自交接完成日起屆滿兩年之日自動解除，但應由經理公司負責之事由在上述兩年期

限內已發現並通知經理公司或已請求或已起訴者，不在此限。 

三、 更換後之新經理公司，即為信託契約當事人，信託契約經理公司之權利及義務由新經理公司概括

承受及負擔。 

四、 經理公司之更換，應由承受之經理公司公告之。 

 

壹拾柒、 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信託契約第二十三條) 

一、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金管會核准後，更換基金保管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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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受益人會議決議更換基金保管機構者； 

（二） 基金保管機構辭卸保管職務經經理公司同意者； 

（三） 基金保管機構辭卸保管職務，經與經理公司協議逾六十日仍不成立者，基金保管機構得專

案報請金管會核准； 

（四） 基金保管機構保管本基金顯然不善，經金管會其將本基金移轉於經金管會指定之其他基金

保管機構保管者； 

（五） 基金保管機構有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基金保

管機構職務者； 

（六） 基金保管機構被調降信用評等等級至不符合金管會規定等級之情事者。 

二、 基金保管機構之職務自交接完成日起，由金管會核准承受之其他基金基金保管機構或由金管會命

令移轉之其他基金基金保管機構承受之，基金保管機構之職務自交接完成日起解除。基金保管機

構依信託契約所負之責任自交接完成日起屆滿兩年之日自動解除，但應由基金保管機構負責之事

由在上述兩年期限內已發現並通知基金保管機構或已請求或已起訴者，不在此限。 

三、 更換後之新基金保管機構，即為信託契約當事人，信託契約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及義務由新基金

保管機構概括承受及負擔。 

四、 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應由經理公司公告之。 

 

壹拾捌、 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之終止(信託契約第二十四條) 

一、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金管會核准後，信託契約終止： 

（一） 金管會基於保護公益或受益人權益，認以終止信託契約為宜，以命令終止信託契約者； 

（二） 經理公司因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或因經理本基金顯然不善，依金

管會之命令更換，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經理公司職務，而無其他適當之經理公司承受其原

有權利及義務者； 

（三） 基金保管機構因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或因保管本基金顯然不善，

依金管會之命令更換，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基金保管機構職務，而無其他適當之基金保管

機構承受其原有權利及義務者； 

（四） 受益人會議決議更換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而無其他適當之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

承受原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及義務者； 

（五）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十個營業日平均值低於等值新臺幣貳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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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時，經理公司應即通知全體受益人、基金保管機構及金管會終止信託契約者； 

（六） 經理公司認為因市場狀況，本基金特性、規模或其他法律上或事實上原因致本基金無法繼

續經營，以終止信託契約為宜，而通知全體受益人、基金保管機構及金管會終止信託契約

者； 

（七） 受益人會議決議終止信託契約者； 

（八） 受益人會議之決議，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無法接受，且無其他適當之經理公司或基金

保管機構承受其原有權利及義務者。 

二、 信託契約之終止，經理公司應於申報核准之日起二日內公告之。 

三、 信託契約終止時，除在清算必要範圍內，信託契約繼續有效外，信託契約自終止之日起失效。 

四、 本基金清算完畢後不再存續。 

 

壹拾玖、 基金之清算(信託契約第二十五條) 

一、 信託契約終止後，清算人應向金管會申請清算。在清算本基金之必要範圍內，信託契約於終止後

視為有效。 

二、 本基金之清算人由經理公司擔任之，經理公司如有前述拾捌所列一(二)或(四)之情事時，應由基

金保管機構擔任。基金保管機構亦有前述拾捌所列一(三)或(四)之情事時，由受益人會議決議另

行選任符合金管會規定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基金保管機構為清算人。 

三、 基金保管機構因前述拾捌所列一(三)或(四)之事由終止信託契約者，得由清算人選任其他適當之

基金保管機構報經金管會核准後，擔任清算時期原基金保管機構之職務。 

四、 除法律或信託契約另有訂定外，清算人及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在信託契約存續範圍內與原經

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同。 

五、 清算人之職務如下： 

（一） 了結現務。 

（二） 處分資產。 

（三） 收取債權、清償債務。 

（四） 分派剩餘財產。 

（五） 其他清算事項。 

六、 清算人應於金管會核准清算後，三個月內完成本基金之清算。但有正當理由無法於三個月內完成

清算者，於期限屆滿前，得向金管會申請展延一次，並以三個月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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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清算人應儘速以適當價格處分本基金資產，清償本基金之債務，並將清算後之餘額，指示基金保

管機構依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數之比例分派予各受益人。但受益人會議就上開事項另有決議並經金

管會核准者，依該決議辦理。清算餘額分配前，清算人應將前項清算及分配之方式向金管會申報

及公告，並通知受益人，其內容包括清算餘額總金額、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總數、各類型受

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可受分配之比例、清算餘額之給付方式及預定分配日期。清算程序終結後二

個月內，清算人應將處理結果向金管會報備並通知受益人。 

八、 本基金清算及分派剩餘財產之通知，應依信託契約第三十一條規定，分別通知受益人。 

九、 前項之通知，應送達至受益人名簿所載之通訊地址。 

十、 清算人應自清算終結申報金管會之日起，將各項簿冊及文件保存至少十年。 

 

貳拾、 受益人名簿(信託契約第二十七條) 

一、 經理公司及經理公司指定之事務代理機構應依「受益憑證事務處理規則」及相關法令之規定，

備置最新受益人名簿壹份。 

二、 前述受益人名簿，受益人得檢具利害關係證明文件指定範圍，隨時請求查閱或抄錄。 

 

貳拾壹、 受益人會議(信託契約第二十八條) 

詳見【基金概況】中拾之說明 

 

貳拾貳、 通知及公告(信託契約第三十一條) 

一、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通知受益人之事項如下，但專屬於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事項，得僅通

知該類型受益權單位受益人： 

（一） 信託契約修正之事項。但修正事項對受益人之權益無重大影響者，得不通知受益人，而以

公告代之。 

（二） 本基金收益分配之事項（僅須通知B類型各計價幣別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 

（三）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 

（四） 信託契約之終止及終止後之處理事項。 

（五） 清算本基金剩餘財產分配及清算處理結果之事項。 

（六） 召開受益人會議之有關事項及決議內容。 

（七） 其他依有關法令、金管會之指示、信託契約規定或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認為應通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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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人之事項。 

二、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公告之事項如下： 

（一） 前項規定之事項。 

（二） 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但基金成立

日後開始銷售之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或部分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為零者，應於首

次銷售日或再次銷售日次一營業日起，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該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

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三） 每週公布基金投資組合、從事債券附條件交易之前五名往來交易商交易情形。 

（四） 每月公布基金持有前十大標的之種類、名稱及占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例等；每季公布基金

持有單一標的金額占基金淨資產價值達百分之一之標的種類、名稱及占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比例等。 

（五） 本基金暫停及恢復計算買回價格事項。 

（六）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主營業所所在地變更者。 

（七） 本基金之年度及半年度財務報告。 

（八） 發生本契約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九）款所訂之特殊情形而不受同條項第（七）款原訂投資

比例限制之情事，及特殊情形結束後 

（九） 其他依有關法令、金管會之指示、信託契約規定或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認為應公告之

事項。 

（十） 其他重大應公告事項(如基金所持有之有價證券或證券相關商品，長期發生無法交割、移

轉、平倉或取回保證金情事)。 

三、 對受益人之通知或公告，應依下列方式為之： 

（一） 通知：依受益人名簿記載之通訊地址郵寄之；其指定有代表人者通知代表人，但經受益人

同意者，得以傳真或電子方式為之。受益人通訊方式變更時，受益人應即向經理公司或事

務代理機構辦理變更登記，否則經理公司或清算人依本契約規定為送達時，以送達至受益

人名簿所載之通訊地址視為已依法送達。 

（二） 公告：所有事項均得以刊登於中華民國任一主要新聞報紙，或傳輸於同業公會網站或台灣

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公開資訊觀測站，或其他依金管會所指定之方式公告。 

四、 通知及公告之送達日，依下列規定： 

（一） 依前項第(一)款方式通知者，除郵寄方式以發信日之次日為送達日，應以傳送日為送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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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依前項第(二)款方式公告者，以首次刊登日或資料傳輸日為送達日。 

（三） 同時以第(一)、(二)款所示方式送達者，以最後發生者為送達日。 

五、 受益人通知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或事務代理機構時，應以書面、掛號郵寄方式為之。 

六、 前述第二項第(三)、(四)款規定應公布之內容，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其規定。 

 

貳拾參、 信託契約之修正(信託契約第三十四條) 

信託契約及其附件之修正應經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同意，受益人會議為同意之決議，

並經金管會之核准。但修正事項對受益人之權益無重大影響者，得不經受益人會議決議，但

仍應經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同意，並經金管會之核准。 

 

根據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二十條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廿一條第一項規定，經理公司

應於其營業處所及其代理人營業處所，或以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其他方式備置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以供投資人查閱；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應依投資人之請求，提供證券投資信託契約副本，並得收取

工本費新臺幣壹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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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概況】(截至112年3月31日) 

 

壹、 事業簡介 

一、 設立日期 

經理公司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四月廿六日成立。 

二、 最近三年股本形成經過 

年月 
每股面額 

(新臺幣元) 

核定股本 實收股本 
股本來源 

股數(股) 金額(新臺幣元) 股數(股) 金額(新台幣元) 

88.04 10 30,000,000 300,000,000 30,000,000 300,000,000 公司成立資本額 

三、 營業項目 

（一） 發行受益憑證募集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二） 運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從事證券及其相關商品之投資。 

（三） 接受客戶全權委託投資事務。 

（四） 證券投資顧問業務。 

（五） 其他經金管會核准之有關業務。 

四、 沿革 

（一） 最近五年度之基金產品。 

基金名稱 成立日 

安聯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A類型(累積)-新臺幣 2018年04月23日 

安聯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B類型(月配息)-新臺幣 2018年04月23日 

安聯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A類型(累積)-人民幣 2018年04月23日 

安聯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B類型(月配息)-人民幣 2018年04月23日 

安聯中國策略基金-美元 2018年09月12日 

安聯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N類型(月配息)-新臺幣 2019年01月04日 

安聯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N類型(月配息)-人民幣 2019年01月07日 

安聯目標收益基金- N類型(月配息)-新臺幣 2019年02月11日 

安聯四季豐收債券組合基金-N類型(月配息)-新臺幣 2019年03月12日 

安聯目標收益基金- N類型(月配息)-人民幣 2019年04月17日 

安聯美國短年期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類型(累積)-新臺幣 2019年05月03日 

安聯美國短年期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B類型(月配息)-新臺幣 2019年05月03日 

安聯美國短年期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N類型(月配息)-新臺幣 2019年05月03日 

安聯美國短年期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B類型(月配息)-人民幣 2019年05月03日 

安聯美國短年期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N類型(月配息)-人民幣 2019年05月03日 

安聯美國短年期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B類型(月配息)-美元 2019年05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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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美國短年期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N類型(月配息)-美元 2019年05月03日 

安聯美國短年期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類型(累積)-美元 2019年05月03日 

安聯四季豐收債券組合基金-N類型(月配息)-人民幣 2019年05月07日 

安聯四季雙收入息組合基金-P類型(累積)-新臺幣 2019年08月05日 

安聯四季回報債券組合基金-P類型(累積)-新臺幣 2019年08月05日 

安聯四季成長組合基金-P類型-新臺幣 2019年08月05日 

安聯美國短年期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類型(累積)-人民幣 2019年08月05日 

安聯台灣大壩基金-G類型-新臺幣 2019年09月20日 

安聯四季豐收債券組合基金-N類型(月配息)-美元 2019年10月08日 

安聯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N類型(月配息)-美元 2020年01月03日 

安聯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A類型(累積)-美元 2020年01月03日 

安聯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B類型(月配息)-美元 2020年01月03日 

安聯特別收益多重資產基金- A類型(累積)-新臺幣 2020年07月21日 

安聯特別收益多重資產基金- B類型(月配息)-新臺幣 2020年07月21日 

安聯特別收益多重資產基金- N類型(月配息)-新臺幣 2020年07月21日 

安聯特別收益多重資產基金- HA類型(累積)-新臺幣(避險) 2020年07月21日 

安聯特別收益多重資產基金- HB類型(月配息)-新臺幣(避險) 2020年07月21日 

安聯特別收益多重資產基金- HN類型(月配息)-新臺幣(避險) 2020年07月21日 

安聯特別收益多重資產基金- HA類型(累積)-人民幣(避險) 2020年07月21日 

安聯特別收益多重資產基金- HB類型(月配息)-人民幣(避險) 2020年07月21日 

安聯特別收益多重資產基金- HN類型(月配息)-人民幣(避險) 2020年07月21日 

安聯特別收益多重資產基金- A類型(累積)-美元 2020年07月21日 

安聯特別收益多重資產基金- B類型(月配息)-美元 2020年07月21日 

安聯特別收益多重資產基金- N類型(月配息)-美元 2020年07月21日 

安聯新興債券收益組合基金- A類型(累積)-新臺幣 2020年09月02日 

安聯新興債券收益組合基金- B類型(月配息)-新臺幣 2020年09月02日 

安聯新興債券收益組合基金- N類型(月配息)-新臺幣 2020年09月02日 

安聯新興債券收益組合基金- HA類型(累積)-新臺幣(避險) 2020年09月02日 

安聯新興債券收益組合基金- HB類型(月配息)-新臺幣(避險) 2020年09月02日 

安聯新興債券收益組合基金- HN類型(月配息)-新臺幣(避險) 2020年09月02日 

安聯新興債券收益組合基金- HA類型(累積)-人民幣(避險) 2020年09月02日 

安聯新興債券收益組合基金- HB類型(月配息)-人民幣(避險) 2020年09月02日 

安聯新興債券收益組合基金- HN類型(月配息)-人民幣(避險) 2020年09月02日 

安聯新興債券收益組合基金- A類型(累積)-美元 2020年09月02日 

安聯新興債券收益組合基金- B類型(月配息)-美元 2020年09月02日 

安聯新興債券收益組合基金- N類型(月配息)-美元 2020年09月02日 

安聯中國策略基金-人民幣 2021年01月04日 

安聯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C類型(累積)-新臺幣 2021年03月02日 

安聯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C類型(累積)-美元 2021年03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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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四季成長組合基金-R類型-新臺幣 2021年09月27日 

安聯全球人口趨勢基金- R類型-新臺幣 2021年09月28日 

安聯四季雙收入息組合基金- R類型(累積)-新臺幣 2021年09月28日 

安聯四季回報債券組合基金- R類型(累積)-新臺幣 2021年09月29日 

（二） 分公司及子公司之設立：民國九十六年二月經金管會核准設立台中分公司及高雄分公司。 

（三） 董事、監察人或主要股東股權之移轉股權或更換、經營權之改變及其他重要紀事 

1. 本公司原任總經理何笛藤先生，因屆齡退休，經民國93年7月19董事會決議通過並經

金管會核備委任高凡德先生為新任之總經理。 

2. 德商德利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93年8月27日將其持有本公司之股份全數轉讓與

德商德盛全球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3. 本公司法人股東德商德盛全球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於民國93年8月31日改派法人代表

人由高凡德補任董事。 

4. 本公司法人股東德商德盛全球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於民國93年8月31日改派法人代表

人由高健文取代梅耀涵並接任監察人席位。 

5. 本公司原任董事何笛藤先生因屆齡退休，於民國94年2月15日辭任董事。 

6. 德商德盛全球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已於94年3月間與德商Allianz GI AP公司合併，存續

公司為德商Allianz GI AP公司。 

7. 本公司於95年12月28日獲准兼營證券投資顧問業務，並於96年1月1日受讓德盛安聯

證券投資顧問公司之資產及業務。 

8. 本公司原任總經理高凡德先生，辭任總經理一職，經民國96年1月2日董事會決議通

過，另委任許慶雲女士為新任之總經理，此業於民國96年1月15日經金管會核備在

案。 

9. 高凡德先生於民國96年1月2日經董事會決議通過當選為新任董事長，業於民國96年

1月15日經金管會核備在案。（本公司原任董事長朴富綱先生因股東改派董事，不再

擔任本公司董事長） 

10. 本公司法人股東德商Allianz GI AP公司於民國96年1月2日改派法人代表人由麥佐治

取代高健文並接任監察人席位。 

11. 本公司法人股東德商Allianz GI AP公司於民國99年2月5日改派法人代表，由高凡德、

許慶雲、黎俊雄、段嘉薇及周偉德等五人擔任董事、麥佐治擔任監察人，高凡德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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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民國99年2月10日經董事會決議通過續任董事長一職，民國99年3月19日經金管會

准予辦理。 

12. 本公司原任董事黎俊雄因個人因素於民國99年6月30日辭任董事。 

13. 本公司法人股東德商Allianz GI AP公司於民國100年1月18日指派法人代表，由陳欣

羚遞補擔任董事。 

14. 本公司原任董事陳欣羚及監察人麥佐治於民國100年7月7日分別辭任董事及監察人

職務。本公司法人股東德商Allianz GI AP公司於民國100年7月7日改派法人代表，分

別由歐以耕及陳欣羚接任董事及監察人席位。 

15. 本公司法人股東德商Allianz GI AP公司於民國101年9月10日正式更名為德商

AllianzGI Holding公司 

16. 本公司法人股東德商AllianzGI Holding公司於民國101年12月18日改派法人代表，

由方奕權取代陳欣羚並擔任監察人席位。 

17. 本公司法人股東德商AllianzGI Holding公司於民國102年1月2日正式改名為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GmbH。 

18. 本公司法人股東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GmbH於民國102年2月20日改派法人代

表，由高凡德、許慶雲、周偉德、段嘉薇及張惟閔等五人擔任董事、方奕權續任監

察人，高凡德並於民國102年2月21日經董事會決議通過續任董事長一職。 

19. 本公司董事長高凡德因法人股東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GmbH於民國102年8月7

日重新改派請辭。本公司於同日召開董事會，推選許慶雲擔任董事長乙職。本公司

法人股東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GmbH另指派葉錦華先生取代高凡德先生續為董

事乙職。 

20. 本公司總經理周偉德君因個人生涯規劃自102年8月30日起辭任總經理乙職。本公司

於102年9月3日召開董事會，指派段嘉薇女士為新任總經理，金管會於102年10月31

日核准段嘉薇女士擔任本公司新任總經理。公司法人股東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GmbH於董事會當日另指派陳怡先女士取代周偉德先生續為董事乙職。 

21. 本公司法人股東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GmbH於民國103年9月23日合併至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Europe GmbH，以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Europe 

GmbH為存續公司及新任法人股東。並於同日指派法人代表，由許慶雲、段嘉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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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惟閔、陳怡先及葉錦華等五人續任董事、方奕權續任監察人。本公司另於9月24

日召開董事會決議通過許慶雲女士續任董事長乙職。 

22. 本公司法人股東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Europe GmbH於民國103年11月28日更

名為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GmbH。 

23. 本公司名稱業經金管會以中華民國104年7月3日金管證投字第1040025728號函核

准自「德盛安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為「安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安聯投信」)」。 

24. 本公司於民國105年9月14日修正公司章程將董事人數由現行五人改為六人。法人股

東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GmbH於民國105年9月21日指派劉芄鷥為法人代表，並

擔任董事。 

25. 本公司法人股東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GmbH於中華民國106年9月21日指派法

人代表，由許慶雲、段嘉薇、張惟閔、陳怡先、葉錦華及劉芄鷥等六人擔任董事、

方奕權擔任監察人。本公司另於同日召開董事會決議通過許慶雲女士繼續擔任董事

長乙職。 

26. 本公司於民國108年2月12日修正公司章程將董事人數由現行六人改為五至七人。法

人股東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GmbH於民國108年2月15日指派劉崇璋取代劉芄

鷥為法人代表，並擔任董事。 

27. 法人股東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GmbH於民國108年10月18日指派陳彥婷為法人

代表，並擔任董事。 

28. 本公司董事長許慶雲請辭董事長及董事，於民國109年6月17日起生效。本公司於同

日召開董事會，推選段嘉薇擔任董事長乙職。 

29. 本公司總經理段嘉薇辭任總經理，於民國109年6月17日起生效。本公司於同日召開

董事會，聘任陳彥婷擔任總經理。總經理聘任案已於109年7月29日經金管會核准在

案。 

30. 本公司法人股東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GmbH於中華民國109年9月21日指派法

人代表，由段嘉薇、陳彥婷、張惟閔、陳怡先、龍媛媛等五人擔任董事、方奕權擔

任監察人。本公司並於同日召開董事會決議通過段嘉薇女士繼續擔任董事長乙職。 

31. 法人股東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GmbH於民國109年11月24日指派黃麗英為法人

代表，並擔任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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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法人股東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GmbH於民國111年10月1日改派Delia Poon 

LANG為法人代表，取代方奕權擔任監察人。 

 

貳、 公司組織 

一、 股權分散情形 

（一） 股東結構 

股東結構 

數量 

本國法人 
本國自然人 外國機構 外國個人 合計 

上 市 公 司 其 他 法 人 

人數(人) -- -- -- 1 -- 1 

持有股數（千股） -- -- -- 30,000 -- 30,000 

持股比例(%) -- -- -- 100 -- 100 

（二） 主要股東名單                                                              

股份 

主要股東名稱 
持有股數（千股） 持股比例（％）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GmbH 30,000 100 

二、 組織系統 

（一） 經理公司之組織架構 

 

（二） 各主要部門所營業務及員工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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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投資研究管理處(33人) 

(1) 共同基金投資管理部-台股/共同基金投資管理部-海外及固定收益 

A. 負責公募信託基金之實際操作及運用，就投資方向與投資內容，參考投資

研究部之分析報告，提出具體建議及作成投資組合。 

B. 透過國內外之證券投資顧問公司、專業投資機構、及同業取得並確實掌握

市場最新資訊。 

C. 編撰有關主管機關明文規定之基金投資相關報告，使主管機關及投資大眾

瞭解基金投資之標的、績效、及未來投資方向。 

D. 負責就經濟動向、金融情勢、投資趨勢、及其他相關問題作成具體之研究

分析建議，提供基金經理人作為決定未來基金之投資方針、基金投資組合

內容及基金發行時之參考。 

E. 編撰有關總體經濟與產業之研究報告，並按時編撰綜合經濟趨勢分析月刊，

使投資客戶瞭解總體經濟狀況與各產業發展趨勢及前景。 

(2) 全權委託投資管理部-台股/全權委託投資管理部-海外及固定收益 

負責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之實際操作及運用，就投資方向與投資內容，參考相關

分析報告，提出具體建議及作成投資組合。 

(3) 交易部 

A. 負責執行基金投資之指令，下單給交易對手及核對成交回報資料，並編製

基金進出統計表給基金行政部。 

B. 定期對所進出之交易對手針對其信用狀況、人員接單能力與效率、及交易

保密狀況、與市場訊息之提供作評鑑。 

2. 機構法人業務處(5人) 

(1) 機構法人業務部 

統籌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之拓展與執行。 

3. 通路暨零售事業處(74人) 

(1) 壽險通路部/銀行證券通路部/高資產理財部/客群經營部/客戶服務部 

A. 負責全省有關業務之開發及拓展，與已投資之客戶維持良好客戶關係。 

B. 負責全省基金理財諮詢、基金行銷、推廣及客戶開發。 

C. 依據銷售計劃建立及維護與承銷、代理等相關機構聯繫管道，以達保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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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客戶之目的。 

D. 將市場有關基金之動態資訊，有效地傳達給公司各相關部門，作為各部門

推行自身相關業務之參考。 

E. 負責客戶管理之售後服務、諮詢、申訴等問題之處理與回覆。 

F. 客戶資料檔案管理與維護、客服軟硬體系統建構及維護。 

(2) 整合零售策略部 

A. 負責產品銷售之行銷策略規劃與執行。 

                (3) 電子商務部 

A. 負責公司電子交易規劃建置與維護。 

B. 負責公司入口網站規劃與維護。 

4. 營運作業處(69人) 

統籌管理轄下部門之業務運作，AML及KYC審查作業、洗錢防制交易監控及營運作

業相關之專案管理。 

轄下部門： 

(1) 基金行政部 

A. 負責基金會計制度之擬定、執行，並依據基金會計制度辦理基金會計事務。 

B. 負責計算每日基金淨值，並公告當地媒體。 

C. 負責相關基金報告的編製。 

D. 負責每日與交易對手確認基金交易人員之成交資料，及確認當日基金交易

資料與收盤價格。 

E. 負責與基金保管銀行核對每日基金投資明細，與庫存有價證券餘額。 

F. 負責辦理本公司所發行基金之申購與贖回等服務事宜，並將基金發行單位

數異動情形，每日彙總給基金會計及基金經理人，並通知基金保管銀行，

以便完成交割事宜。 

G. 負責有關境外基金投資客戶之申購及贖回作業之聯繫及服務。 

(2) 資訊管理部 

A. 負責公司電腦資訊系統之規劃、設置、維護及管理。 

B. 負責公司之基金相關投資、交易、作業系統之維護與管理。 

C. 負責對於系統供應商之聯絡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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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總務部 

A. 負責公司辦公設備及財產採購、維護及管理相關事宜。 

B. 負責公司一般庶務管理。 

5. 產品策略發展部 (5人) 

A. 負責擬定長期產品發展策略，並針對新產品及新業務機會提出分析建議及

規劃。 

B. 負責產品發行及定價策略管理。 

C. 既有產品線及產品生命週期管理。 

6.  產品投資諮詢部 (8人) 

A. 負責產品發行。 

B. 整合集團資源，製作投資分析報告。 

C. 提供境內外基金投資顧問建議。 

7. 風險管理部(2人)  

(1) 負責公司內部作業風險控管。 

(2) 負責公司投資組合風險及流動性風險控管。 

8. 法務暨法令遵循部(7人) 

(1) 負責協助員工對證券相關法令之遵循。 

(2) 負責公司業務章則之擬定及修正。 

9. 財務部(3人) 

(1) 負責公司會計及財務報表之編製。 

(2) 負責公司預算之編製、執行與控制之審核事項。 

(3) 負責有關會計憑證、簿籍、報表及有關會計事務處理程序之審核。 

(4) 負責有關現金、票據、證券、契據及保管品等實務之檢查或處理。 

(5) 負責有關各項費用之審核、支付及處理。 

10. 人力資源部(3人) 

負責員工聘僱任用、薪津考勤、績效管理、人才培育與員工福利。 

11. 業務管理部(5人) 

(1) 負責根據組織發展及客戶需求，設計並執行變革計劃。 

(2) 負責公司營運效能及生產力評估，提供組織內部資源整合計劃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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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負責協助總經理對公司營運策略之擬定、推動及執行。 

12. 行銷部(7人) 

(1) 負責公司品牌管理及數位發展策略之規劃與執行。 

(2) 負責公司之公共關係維護。 

13. 內部稽核部(3人) 

(1) 負責監督執行及查核內部控制制度。 

(2) 就查核發現提出查核報告及建議。 

(3) 負責各部門內部控制制度諮詢及更新。 

14. 總經理室(3人) 

(1) 統籌公司經營策略之規劃。 

(2) 營運方針之擬定。 

(3) 營運狀況追蹤、分析。 

三、 總經理、副總經理及各單位主管之姓名、就任日期、持有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股份數額及比例、

主要經（學）歷、目前兼任其他公司之職務  

職稱 姓名 就任日期 持 有 本 公 司 股 份 主要經（學）歷 

   
股 數 

（千股） 

持股

比例 

（%） 

 

總經理 陳彥婷 109.06.17 
30,000 

(法人股東) 
100% 

安聯投信機構法人業務暨產品處主管 

德盛安聯投顧國際投資諮詢部協理 

安泰投顧通路管理部專員 

台灣大學國際企業學士 

投資研究管

理處主管 

張惟閔 

103.04.01 

30,000 

(法人股東) 
100% 

上海Merito International Capital Ltd. 執行董事 

上海國海富蘭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資總監 

上海申万巴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資總監 

美林證券投資研究部總裁/台股策略分析師 

霸菱證券投資研究部資深副總裁/台股策略分析師 

英國Martin Currie Investment Management Ltd. 

投資經理暨投資分析師 

英國倫敦商學院企管碩士 

共同基金投

資管理部-

台股主管 

110.12.01 

共同基金投

資管理部-

海外及固定

收益主管 

許家豪 106.03.06   

日盛證券投研部經理 

日盛證券研究處專案經理 

元富投顧投資部經理人 

元富投顧研究部副理 

中正大學財務金融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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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姓名 就任日期 持 有 本 公 司 股 份 主要經（學）歷 

   
股 數 

（千股） 

持股

比例 

（%） 

 

全權委託投

資管理部-

台股主管 

周奇賢 111.10.01   

安聯投信全權委託投資研究員 

國投瑞銀股票投資部主管 

復華投信股票研究處投資副總 

宏利投信股票投資部協理 

復華投信研究部主管 

永豐金證券研究部主管 

統一投信研究處研究員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系學士 

全權委託投

資管理部-

海外及固定

收益主管 

鄭宇廷 111.07.01   

安聯投信全權委託投資經理人 

富達證券研究部經理 

大華證券(香港)金融商品部副總裁 

中華開發工業銀行研究處副理 

中信投顧研究員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會計及財務碩士 

交易部主管 邱惠敏 103.04.01   

寶來投信交易員 

台育證券開戶人員 

淡江大學國貿學士 

機構法人業

務處主管 

陳彥婷 

106.11.01 

30,000 

(法人股東) 
100% 

安聯投信機構法人業務暨產品處主管 

德盛安聯投顧國際投資諮詢部協理 

安泰投顧通路管理部專員 

台灣大學國際企業學士 

通路暨零售

事業處，產

品策略發展

部主管 

109.06.17 

機構法人業

務部主管 
段巧倫 110.01.01   

安聯投信機構法人業務協理 

德銀遠東投信產品經理 

美國紐約市立大學企管碩士 

壽險通路

部，高資產

理財部，客

群經營部，

客戶服務部

主管 

林育玲 106.11.01   

日盛投信理財服務部資深協理 

華頓投信通路顧問部副總經理 

日盛投信通路行銷部副理 

大眾投信企劃部襄理 

安泰投顧通路推廣部科長 

怡富投顧基金部襄理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企管碩士 

銀行證券通

路部主管 
陶曉晴 108.07.08   

瑞士銀行台北分行投資平台暨解決方案執行董事 

摩根投信高端客戶部執行董事 

台灣大學財務金融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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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姓名 就任日期 持 有 本 公 司 股 份 主要經（學）歷 

   
股 數 

（千股） 

持股

比例 

（%） 

 

行銷部，整

合零售策略

部主管 

劉宜君 106.11.01   

華潤元大基金市場策劃部總經理 

元大投信企劃部副總經理 

德盛安聯投信行銷企劃部協理 

群益投信企劃部經理 

英國艾克特大學國際管理碩士 

業務管理

部，電子商

務部主管 

王相和 109.12.01   

安聯投信整合行銷部主管 

安聯投信業務企劃部主管 

美國紐約理工學院傳播藝術碩士 

產品投資諮

詢部主管 
王碧瑩 111.10.01   

安聯投信產品策略發展部執行副總裁 

摩根投信通路客戶事業群執行董事 

摩根證券投資顧問副總裁 

摩根投顧通路客戶業務部副總裁 

宏泰證券投資顧問投資研究部主管 

普羅管理顧問投資研究分析部主管 

普羅香港全球金融資訊有限公司研究員 

美國波士頓大學財務經濟碩士 

法務暨法令

遵循部主管 
吳巧玲 107.07.12   

景順投信法務部副總經理 

富達證券法務部法律顧問 

美國西北大學法律碩士 

內部稽核部

主管 
李庭毓 112.02.01   

安聯投信法務暨法令遵循部執行副總裁 

富達投信法令遵循部協理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查核組高

級專員 

德盛安聯投信國際投資研究諮詢部副理 

德盛安聯投信產品發展部副理 

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學士 

風險管理部

主管 
張呈傑 105.07.04   

台北富邦銀行風險管理部資深經理 

塞仕電腦風險諮詢部協理 

北京普華永道管理諮詢業務副總監 

資誠企業管理諮詢業務副總監 

美國紐約市立大學財務金融碩士 

營運作業

處，資訊管

理部主管 

黃麗英 109.10.05 

30,000 

(法人股

東) 

100% 

保德信投信營運長 

統一證券海外事務部副總經理 

瑞銀投信營運長 

徳盛安聯投信營運長暨財務長 

美國馬里蘭大學碩士 

基金行政部

主管 
陳美慧 110.10.01   

安聯投信基金行政部主管 

保德信投信財務部經理 

台北大學國際財務金融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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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姓名 就任日期 持 有 本 公 司 股 份 主要經（學）歷 

   
股 數 

（千股） 

持股

比例 

（%） 

 

財務部主管 曾于玲 111.08.08   

富達投信財務部部門主管 

美商花旗銀行授信風險管理部門助理副總裁 

法商佳信銀行台北分公司財務規劃部主管 

美商加州聯合銀行台北分行財務會計主管 

西太平洋銀行台北分行會計 

美國聖若望大學企業管理碩士 

人力資源部

主管 
孫凡茵 102.05.06   

花旗台灣銀行人力資源部資深副總裁 

DHL德國郵政人力資源部經理 

福特汽車人力資源部資深專員 

美商惠悅人才獎酬諮詢顧問 

美國羅格斯大學人力資源碩士 

總務部主管 李祚銘 110.04.06   
美商摩根大通銀行採購部主管 

中華大學工業管理學士 

＊ 以上人員均未在其他公司兼任職務 

 

四、 董事及監察人之姓名、選任日期、任期、選任時及現在持有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股份數額及比例、

主要經（學）歷   

職

稱 
姓名 

選

任

日

期 

任

期

(年) 

選任時持有 

本公司股份 

現在持有 

本公司股份 

主要經(學)歷 
備

註 
股數 

(千股) 

持股

比例

(%) 

股數 

(千股) 

持股

比例

(%) 

董

事

長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GmbH 

代表人： 

段嘉薇 

109 

/09 

/21 

3 30,000 100 30,000 100 安聯投信董事長 

安聯投信總經理 

德盛安聯投信業務行銷長 

德盛安聯投顧行銷企劃部副總經理 

安泰投顧行政支援科長 

美國Shenandoah大學碩士 

法

人

股

東 

董

事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GmbH 

代表人： 

陳彥婷 

109 

/09 

/21 

3 30,000 100 30,000 100 安聯投信總經理 

安聯投信機構法人業務暨產品處主管 

德盛安聯投顧國際投資諮詢部協理 

安泰投顧通路管理部專員 

台灣大學國際企業學士 

法

人

股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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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姓名 

選

任

日

期 

任

期

(年) 

選任時持有 

本公司股份 

現在持有 

本公司股份 

主要經(學)歷 
備

註 
股數 

(千股) 

持股

比例

(%) 

股數 

(千股) 

持股

比例

(%) 

董

事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GmbH 

代表人： 

陳怡先 

109 

/09 

/21 

3 30,000 100 30,000 100 安聯投信行銷長 

德盛安聯投信產品暨行銷部主管 

德盛安聯投顧通路業務部協理 

財訊雜誌社採訪編輯 

DHL洋基通運股份有限公司行銷專員 

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系學士 

法

人

股

東 

董

事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GmbH 

代表人： 

張惟閔 

109 

/09 

/21 

3 30,000 100 30,000 100 安聯投信投資長 

上海Merito International Capital Ltd. 

執行董事 

上海國海富蘭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

資總監 

上海申万巴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資總

監 

美林證券投資研究部總裁/台股策略分

析師 

霸菱證券投資研究部資深副總裁/台股

策略分析師 

Martin Currie Investment 

Management Ltd., Assistant Director 

英國倫敦大學企管碩士 

法

人

股

東 

董

事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GmbH 

代表人： 

黃麗英 

109 

/11 

/24 

3 30,000 100 30,000 100 安聯投信營運作業處主管 

保德信投信營運長 

統一證券海外事務部副總經理 

瑞銀投信營運長 

徳盛安聯投信營運長暨財務長 

美國馬里蘭大學碩士 

法

人

股

東 

董

事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GmbH 

代表人： 

龍媛媛 

109 

/09 

/21 

3 30,000 100 30,000 100 安 聯 環 球 投 資 亞 太 有 限 公 司 BP& 

Finance主管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Ernst & Young)審

計經理 

ACCA註冊會計師 

倫敦大學瑪麗王后與西田學院公共政策

碩士 

法

人

股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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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姓名 

選

任

日

期 

任

期

(年) 

選任時持有 

本公司股份 

現在持有 

本公司股份 

主要經(學)歷 
備

註 
股數 

(千股) 

持股

比例

(%) 

股數 

(千股) 

持股

比例

(%) 

監

察

人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GmbH 

代表人： 

Delia Poon 

LANG 

111 

/10 

/1 

3 30,000 100 30,000 100 安聯環球投資亞太有限公司亞太區 

法務長 

蒙特利爾銀行金融集團 (BMO)亞洲區

法務長 

貝萊德資產管理(BlackRock)亞洲區(除

日本)法令遵循主管 

瑞士信貸集團 (Credit Suisse) 亞洲區

資產管理部門法務暨法令遵循主管 

美國加州執業律師 

美 國 加 州 大 學 希 斯 廷 法 學 院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Hastings 

College of the Law）Juris Doctor 

法

人

股

東 

 

參、 利害關係公司揭露 

指與證券投資事業有下列情事之公司： 

一、 與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具有公司法第六章之一所定關係者。（無） 

二、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董事、監察人或綜合持股達百分之五以上之股東。 

三、 德商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GmbH為經理公司之唯一股東，其法人代表如上表所列。目前人

員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經理人與該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持有已發行股份一定比例之股東

為同一人或具有配偶關係者。 

利害關係公司名稱（註 1） 公司代號（註 2） 關係說明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GmbH 

 持股百分百股東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Japan Co., Limited 

 其他關係企業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Asia Pacific Limited 

 

隆電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負責人或經理人本人或配偶為該公司之負責

人或經理人 
智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慈佑醫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建佑自動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安聯寰通資產管理(上海)有限

公司 

 

安聯寰通海外投資基金管理

（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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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維度互動股份有限公司  

盛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負責人或經理人本人或配偶為該公司持股達

5%以上之股東 大祥居股份有限公司  

【註一：所稱與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有利害關係公司，係指符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十一條規定情形之公司。】 

【註二：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利害關係人如為股票上市（櫃）公司，請填列該上市（櫃）公司之股票代碼；如其為股票未上市（櫃）

公司之公開發行公司，則請填列證券交易所所編之公開發行公司代碼。】 

肆、 營運情形 

一、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經理其他基金之名稱、成立日、受益權單位數、淨資產金額及每單位淨資產價

值。  

基 金 名 稱 成 立 日 受益權單位數 
計價

幣別 
淨資產金額 

每單位淨

資產價值  

安聯台灣大壩基金-A 類型-新臺幣 2000 年 04 月 10 日 338,982,204.8 TWD 20,164,682,444 59.49  

安聯台灣大壩基金-G 類型-新臺幣 2019 年 09 月 20 日 76,467,324.7 TWD 1,387,973,577 18.15  

安聯台灣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2000 年 07 月 31 日 1,787,541,202.82 TWD 22,829,311,176 12.7713  

安聯台灣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2001 年 04 月 03 日 216,092,376.1 TWD 26,452,054,205 122.41  

安聯全球生技趨勢基金-新臺幣 2002 年 06 月 21 日 65,171,229.1 TWD 2,644,465,629 40.58  

安聯全球生技趨勢基金-美元 2015 年 04 月 20 日 459,343.9 USD 5,017,483.94 10.92  

安聯全球債券基金-A 類型(累積) 2003 年 06 月 11 日 24,490,628.6 TWD 295,709,152 12.0744  

安聯全球債券基金-B 類型(月配息) 2013 年 02 月 01 日 1,391,078.7 TWD 12,841,878 9.2316  

安聯全球新興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2005 年 03 月 24 日 51,553,462.1 TWD 861,132,342 16.70  

安聯全球綠能趨勢基金-A 類型-新臺幣 2006 年 10 月 11 日 520,380,140.5 TWD 5,550,146,564 10.67  

安聯全球人口趨勢基金- A 類型-新臺幣 2007 年 09 月 27 日 85,218,863.9 TWD 1,217,200,576 14.28  

安聯全球人口趨勢基金- R 類型-新臺幣 2021 年 09 月 28 日 2,809,989.0 TWD 26,374,721 9.39  

安聯全球農金趨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2008 年 02 月 12 日 309,174,408.3 TWD 2,450,986,596 7.93  

安聯台灣智慧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2008 年 04 月 24 日 240,014,457.6 TWD 19,550,125,413 81.45  

安聯四季回報債券組合基金-A 類型(累積)-新臺幣 2008 年 10 月 17 日 231,819,508.2 TWD 3,391,615,936 14.6304  

安聯四季回報債券組合基金-A 類型(累積)-美元 2016 年 10 月 28 日 168,661.0 USD 1,713,262.66 10.1580  

安聯四季回報債券組合基金-B 類型(月配息)-新臺幣 2018 年 01 月 09 日 1,497,057.7 TWD 12,189,632 8.1424  

安聯四季回報債券組合基金-P 類型(累積)-新臺幣 2019 年 08 月 05 日 49,684,898.9 TWD 462,568,590 9.3100  

安聯四季回報債券組合基金- R 類型(累積)-新臺幣 2021 年 09 月 29 日 741,482.7 TWD 6,697,952 9.0332  

安聯中國策略基金-新臺幣 2009 年 05 月 18 日 267,976,002.9 TWD 5,634,413,634 21.03  

安聯中國策略基金-美元 2018 年 09 月 12 日 879,626.6 USD 14,461,732.35 16.44  

安聯中國策略基金-人民幣 2021 年 01 月 04 日 2,756,042.9 CNY 18,743,569.10 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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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全球油礦金趨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2009 年 12 月 01 日 95,187,089.3 TWD 967,886,989 10.17  

安聯中國東協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2010 年 05 月 26 日 89,946,741.3 TWD 1,156,050,838 12.85  

安聯四季豐收債券組合基金-A 類型(累積)-新臺幣 2012 年 01 月 02 日 303,863,030.2 TWD 3,660,177,572 12.0455  

安聯四季豐收債券組合基金-B 類型(月配息)-新臺幣 2012 年 01 月 02 日 521,414,642.8 TWD 3,636,117,207 6.9736  

安聯四季豐收債券組合基金-A 類型(累積)-人民幣 2014 年 10 月 13 日 2,324,143.1 CNY 30,743,444.38 13.2279  

安聯四季豐收債券組合基金-B 類型(月配息)-人民幣 2014 年 10 月 13 日 18,438,064.3 CNY 142,721,864.64 7.7406  

安聯四季豐收債券組合基金-B 類型(月配息)-美元 2016 年 08 月 10 日 445,484.6 USD 3,365,562.88 7.5548  

安聯四季豐收債券組合基金-A 類型(累積)-美元 2016 年 10 月 17 日 495,137.2 USD 5,146,626.81 10.3943  

安聯四季豐收債券組合基金-N 類型(月配息)-新臺

幣 
2019 年 03 月 12 日 41,268,935.7 TWD 326,052,937 7.9007  

安聯四季豐收債券組合基金-N 類型(月配息)-人民

幣 
2019 年 05 月 07 日 4,382,343.1 CNY 36,093,836.22 8.2362  

安聯四季豐收債券組合基金-N 類型(月配息)-美元 2019 年 10 月 08 日 486,719.6 USD 3,853,490.77 7.9173  

安聯四季雙收入息組合基金-A 類型(累積)-新臺幣 2013 年 12 月 04 日 255,969,214.6 TWD 3,307,425,206 12.92  

安聯四季雙收入息組合基金-B 類型(月配息)-新臺幣 2013 年 12 月 04 日 39,001,829.0 TWD 379,724,981 9.74  

安聯四季雙收入息組合基金-A 類型(累積)-美元 2014 年 09 月 16 日 78,657.3 USD 1,036,399.26 13.18  

安聯四季雙收入息組合基金-B 類型(月配息)-美元 2014 年 09 月 16 日 131,005.1 USD 1,377,099.63 10.51  

安聯四季雙收入息組合基金-B 類型(月配息)-人民幣 2015 年 06 月 08 日 511,440.4 CNY 5,815,020.03 11.37  

安聯四季雙收入息組合基金-P 類型(累積)-新臺幣 2019 年 08 月 05 日 183,360,205.8 TWD 2,102,609,763 11.47  

安聯四季雙收入息組合基金- R 類型(累積)-新臺幣 2021 年 09 月 28 日 2,725,496.0 TWD 26,160,787 9.60  

安聯四季成長組合基金-A 類型-新臺幣 2014 年 08 月 13 日 139,083,836.2 TWD 1,979,232,649 14.23  

安聯四季成長組合基金-美元 2014 年 08 月 13 日 139,712.9 USD 1,962,125.93 14.04  

安聯四季成長組合基金-P 類型-新臺幣 2019 年 08 月 05 日 352,922,884.8 TWD 4,325,409,495 12.26  

安聯四季成長組合基金-R 類型-新臺幣 2021 年 09 月 27 日 15,711,150.4 TWD 147,735,440 9.40  

安聯目標收益基金-A 類型(累積)-新臺幣 2015 年 01 月 27 日 91,221,154.7 TWD 915,302,469 10.0339  

安聯目標收益基金-B 類型(月配息)-新臺幣 2015 年 01 月 27 日 57,584,014.1 TWD 337,936,861 5.8686  

安聯目標收益基金-A 類型(累積)-美元 2015 年 01 月 27 日 161,687.1 USD 1,752,607.80 10.8395  

安聯目標收益基金-B 類型(月配息)-美元 2015 年 01 月 27 日 513,126.0 USD 3,262,460.96 6.3580  

安聯目標收益基金-A 類型(累積)-人民幣 2015 年 01 月 27 日 532,341.0 CNY 6,500,996.33 12.2121  

安聯目標收益基金-B 類型(月配息)-人民幣 2015 年 01 月 27 日 8,903,076.0 CNY 57,324,380.59 6.4387  

安聯目標收益基金- N 類型(月配息)-新臺幣 2019 年 02 月 11 日 2,245,409.4 TWD 16,337,403 7.2759  

安聯目標收益基金- N 類型(月配息)-人民幣 2019 年 04 月 17 日 857,430.2 CNY 6,589,758.32 7.6855  

安聯中華新思路基金-新臺幣 2015 年 09 月 14 日 113,991,462.8 TWD 2,085,827,246 18.30  

安聯中華新思路基金-人民幣 2015 年 09 月 14 日 3,505,075.0 CNY 74,282,098.55 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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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中華新思路基金-美元 2015 年 09 月 14 日 470,407.9 USD 9,287,072.24 19.74  

安聯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A 類型(累積)-新臺幣 2018 年 04 月 23 日 607,787,265.9 TWD 7,191,866,479 11.83  

安聯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B 類型(月配息)-新臺幣 2018 年 04 月 23 日 2,793,250,972.5 TWD 22,690,221,471 8.12  

安聯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A 類型(累積)-人民幣 2018 年 04 月 23 日 21,456,268.7 CNY 284,825,993.20 13.27  

安聯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B 類型(月配息)-人民幣 2018 年 04 月 23 日 178,754,547.1 CNY 1,410,864,429.19 7.89  

安聯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N 類型(月配息)-新臺

幣 
2019 年 01 月 04 日 1,036,012,636.3 TWD 10,023,736,780 9.68  

安聯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N 類型(月配息)-人民

幣 
2019 年 01 月 07 日 122,197,645.7 CNY 1,130,498,524.82 9.25  

安聯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N 類型(月配息)-美元 2020 年 01 月 03 日 74,973,643.3 USD 635,371,564.33 8.47  

安聯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A 類型(累積)-美元 2020 年 01 月 03 日 3,932,565.8 USD 43,878,357.72 11.16  

安聯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B 類型(月配息)-美元 2020 年 01 月 03 日 7,214,413.5 USD 60,905,586.98 8.44  

安聯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 C 類型(累積)-新臺幣 2021 年 03 月 02 日 73,033,787.8 TWD 641,417,969 8.78  

安聯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 C 類型(累積)-美元 2021 年 03 月 02 日 4,347,978.4 USD 39,794,686.28 9.15  

安聯美國短年期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 A 類型(累

積)-新臺幣 
2019 年 05 月 03 日 234,954,531.8 TWD 2,438,818,721 10.3800  

安聯美國短年期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 B 類型(月配

息)-新臺幣 
2019 年 05 月 03 日 80,602,026.6 TWD 691,314,038 8.5769  

安聯美國短年期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 N 類型(月

配息)-新臺幣 
2019 年 05 月 03 日 144,268,494.4 TWD 1,237,377,853 8.5769  

安聯美國短年期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 B 類型(月配

息)-人民幣 
2019 年 05 月 03 日 7,959,156.9 CNY 66,833,539.28 8.3971  

安聯美國短年期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 N 類型(月

配息)-人民幣 
2019 年 05 月 03 日 21,816,470.1 CNY 183,349,452.38 8.4042  

安聯美國短年期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 B 類型(月配

息)-美元 
2019 年 05 月 03 日 3,650,949.2 USD 31,468,823.34 8.6194  

安聯美國短年期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 N 類型(月

配息)-美元 
2019 年 05 月 03 日 13,419,577.2 USD 115,702,870.76 8.6219  

安聯美國短年期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 A 類型(累

積)-美元 
2019 年 05 月 03 日 1,074,367.5 USD 11,636,547.55 10.8311  

安聯美國短年期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 A 類型(累

積)-人民幣 
2019 年 08 月 05 日 2,383,334.2 CNY 26,687,615.35 11.1976  

安聯特別收益多重資產基金- A 類型(累積)-新臺幣 2020 年 07 月 21 日 48,435,927.5 TWD 474,967,562 9.81  

安聯特別收益多重資產基金- B 類型(月配息)-新臺

幣 
2020 年 07 月 21 日 25,446,940.4 TWD 219,368,845 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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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特別收益多重資產基金- N 類型(月配息)-新臺

幣 
2020 年 07 月 21 日 13,800,797.1 TWD 118,983,464 8.62  

安聯特別收益多重資產基金- HA 類型(累積)-新臺幣

(避險) 
2020 年 07 月 21 日 11,987,470.8 TWD 112,853,394 9.41  

安聯特別收益多重資產基金- HB 類型(月配息)-新臺

幣(避險) 
2020 年 07 月 21 日 7,833,536.6 TWD 64,916,728 8.29  

安聯特別收益多重資產基金- HN 類型(月配息)-新

臺幣(避險) 
2020 年 07 月 21 日 7,818,117.3 TWD 64,805,602 8.29  

安聯特別收益多重資產基金- HA 類型(累積)-人民幣

(避險) 
2020 年 07 月 21 日 1,772,077.2 CNY 17,687,675.22 9.98  

安聯特別收益多重資產基金- HB 類型(月配息)-人民

幣(避險) 
2020 年 07 月 21 日 1,635,995.7 CNY 13,436,659.35 8.21  

安聯特別收益多重資產基金- HN 類型(月配息)-人

民幣(避險) 
2020 年 07 月 21 日 3,151,880.8 CNY 25,838,566.16 8.20  

安聯特別收益多重資產基金- A 類型(累積)-美元 2020 年 07 月 21 日 1,509,399.6 USD 14,434,425.56 9.56  

安聯特別收益多重資產基金- B 類型(月配息)-美元 2020 年 07 月 21 日 1,274,264.6 USD 10,552,717.80 8.28  

安聯特別收益多重資產基金- N 類型(月配息)-美元 2020 年 07 月 21 日 1,494,662.9 USD 12,369,433.24 8.28  

安聯新興債券收益組合基金- A 類型(累積)-新臺幣 2020 年 09 月 02 日 254,753,149.6 TWD 2,208,674,653 8.6699  

安聯新興債券收益組合基金- B 類型(月配息)-新臺

幣 
2020 年 09 月 02 日 13,477,007.8 TWD 100,507,640 7.4577  

安聯新興債券收益組合基金- N 類型(月配息)-新臺

幣 
2020 年 09 月 02 日 4,900,843.1 TWD 36,549,099 7.4577  

安聯新興債券收益組合基金- HA 類型(累積)-新臺幣

(避險) 
2020 年 09 月 02 日 4,689,399.3 TWD 38,583,463 8.2278  

安聯新興債券收益組合基金- HB 類型(月配息)-新臺

幣(避險) 
2020 年 09 月 02 日 2,864,841.6 TWD 20,532,884 7.1672  

安聯新興債券收益組合基金- HN 類型(月配息)-新

臺幣(避險) 
2020 年 09 月 02 日 4,762,098.0 TWD 34,131,561 7.1673  

安聯新興債券收益組合基金- HA 類型(累積)-人民幣

(避險) 
2020 年 09 月 02 日 258,844.7 CNY 2,252,825.15 8.7034  

安聯新興債券收益組合基金- HB 類型(月配息)-人民

幣(避險) 
2020 年 09 月 02 日 267,765.3 CNY 1,953,942.17 7.2972  

安聯新興債券收益組合基金- HN 類型(月配息)-人

民幣(避險) 
2020 年 09 月 02 日 608,970.0 CNY 4,442,153.86 7.2945  

安聯新興債券收益組合基金- A 類型(累積)-美元 2020 年 09 月 02 日 301,958.5 USD 2,564,464.18 8.4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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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新興債券收益組合基金- B 類型(月配息)-美元 2020 年 09 月 02 日 289,808.8 USD 2,116,978.03 7.3047  

安聯新興債券收益組合基金- N 類型(月配息)-美元 2020 年 09 月 02 日 346,450.0 USD 2,530,611.51 7.3044  

 

二、 最近二年度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會計師查核報告、資產負債表、損益表及股東權益變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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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受處罰之情形 

金管會110年11月10日至11月23日對本公司一般業務檢查，有下列缺失： (一)投資研究管

理處人員擔任國內投資管理部主管並兼任全權委託投資經理人，公司雖於109年間註銷部

門主管登錄，惟查110年年間仍有代理投資研究管理處主管簽署基金分析報告、投資決定

書及停損報告等文件情事，擔任權責主管核章；公司未確實完成異動作業流程。(二)投資研

究管理處人員於實施居家辦公期間，有未留存相關通訊軌跡紀錄、錄影內容未符規定及通

訊設備控管欠當等情事，利益衝突控管欠妥。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102條、證券投

資信託事業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第8條第6項、第17條第1項及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

法第69條、第111條第7款規定，於111年6月17日處以本公司糾正及罰鍰新臺幣60萬元之

處分。 

 

陸、 訴訟或非訟事件 

因部分外匯交易對手於2003-2013間疑似有操縱外匯匯率而有違反公平交易之情形，本公司、安

聯集團部分關係企業及其他金融機構前已以原告身份分別於紐約及倫敦對該等疑似有操縱外匯

匯率之金融機構提起公平交易(anti-trust)團體訴訟。 

 

 

【投資人爭議處理及申訴管道】 

因基金銷售所發生之爭議處理及申訴管道： 

1. 投資人得先向經理公司或銷售機構申訴 。 

經理公司電話：(02)8770-9888。 

地址：台北市中山北路2段42號8樓(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9:00至17:30)。 

網址：tw.allianzgi.com。 

2. 投資人不接受前項申訴處理結果或經理公司及銷售機構未在三十日內處理回覆時，投資人得在六

十日內向「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申請評議。 

金融消費評議中心電話：(02)2316-1288  

傳真：(02)2316-1299 。 

地址: 台北市忠孝西路一17樓(崇聖大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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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憑證銷售及買回機構之名稱、地址及電話】 

 

壹、 受益憑證銷售機構 

銷售機構總行或總公司名稱 電話 地址 

安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02) 8770-9888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 2 段 42 號 8 樓 

臺灣銀行 (02) 2349-3456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 1 段 120 號 

臺灣土地銀行 (02) 2348-3456 臺北市中正區館前路 46 號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 (02) 2173-8888 臺北市松山區長安東路 2 段 225 號 

第一商業銀行 (02) 2348-1111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 30 號 

華南商業銀行 (02) 2371-3111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123 號 

彰化商業銀行 (02) 2536-2951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 2 段 57 號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02) 2581-7111 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 2 段 149 號 3 樓至 12 樓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 (02) 2771-6699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 4 段 169 號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02) 8722-6666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7 號 1 樓 

高雄銀行 (07) 557-0535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 168 號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02) 2563-3156 臺北市中山區吉林路 100 號 

花旗(台灣)商業銀行 
(02) 8721-9000 

臺北市信義區松智路 1 號 1、2、12、13、14、15、

16 樓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 (02) 2559-7171 臺北市大同區塔城街 30 號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 (02) 2716-6261 
臺北市中山區遼寧街 177 號 1 樓及 179 號 3 至 6

樓、17 至 19 樓 

台中商業銀行 (04) 2223-6021 臺中市西區民權路 87 號 

京城商業銀行 (06) 213-9171 臺南市中西區西門路 1 段 506 號 

匯豐(台灣)商業銀行 (02) 6633-9000 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 1 段 333 號 13 樓、14 樓 

法商法國巴黎銀行台北分行 (02) 8758-3101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 5 段 7 號 71-72 樓 

瑞士商瑞士銀行台北分公司 (02) 8722-7888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7 號 1 樓、5 樓、13 樓、21

樓、22 樓、23 樓、9 號 1 樓 

瑞興商業銀行 (02) 2557-5151 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 2 段 133 號及 135 巷 2 號 

華泰商業銀行 (02) 2752-5252 
臺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 2 段 246 號 1 樓、2 樓、6

樓、6 樓之 1、6 樓之 2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 (02) 8758-7288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6 號 1 樓、36 號及 32 號 3、

4、5、19、20、21 樓、32 號 3 樓之 1、4 樓之 1、

5 樓之 1 

陽信商業銀行 (02) 2820-8166 臺北市士林區中正路 255 號 

板信商業銀行 (02) 2962-9170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 68 號 

三信商業銀行 (04) 2224-5171 臺中市中區公園路 32-1 號 

聯邦商業銀行 (02) 2718-0001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 3 段 109 號 1、2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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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02) 2378-6868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 2 段 205、207、209 號 1

樓 

元大商業銀行 (02) 2173-6699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南路 1 段 66 號 1-10 樓、13 樓

及 68 號 1 樓、2 樓、2 樓之 1、7 樓、9 樓 

永豐商業銀行 (02) 2517-3336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 3 段 36 號 

玉山商業銀行 (02) 2175-1313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 3 段 115 號及 117 號 

凱基商業銀行 (02) 2175-9959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135號9樓、10樓及11樓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 (02) 6612-9889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2、36 號 15、17 樓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02) 2568-3988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 2 段 44 號 1 樓及地下 1 樓 

安泰商業銀行 (02) 8101-2277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 5 段 7 號 16 樓、40 樓、41 樓

及 42 樓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02) 3327-7777 臺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 166、168、170、186、188 號 

王道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2) 8752-1111 臺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二段 99 號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02) 2181-8888 臺北市中山區明水路 698 號 3 樓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02) 2718-1234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 3 段 219 號 11 樓 

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02) 2311-4345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 2 號 7、18、20 樓 

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02) 8771-6888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 4 段 169 號 3 樓 

元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02) 2325-5818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 2 段 99 號 19 樓 

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02) 8789-8888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 3 段 156 號 14 樓之 3 

華南永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02) 2545-6888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 4 段 54 號 4 樓 

基富通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02)8712-1322 臺北市復興北路 365 號 8 樓 

統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02) 2747-8266 臺北市松山區東興路 8 號 1 樓 

國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02) 2326-9888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 335 號 6 樓、18 樓、

19 樓、22 樓 

鉅亨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02)2720-8126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89 號 2 樓 A-2 室 

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02) 2327-8988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二段 95 號 3 樓 

中租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02) 7708-8888 台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二段 407 巷 22 號 5 樓之 1 

 

貳、 受益憑證買回機構 

買回機構 電話 地址 

安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02)8770-9888 台北市中山北路 2 段 42 號 8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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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記載事項】 

壹、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遵守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會員自律公約之聲明書【附錄

五】 

貳、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附錄六】 

參、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公司治理運作情形【附錄七】 

肆、 本基金信託契約與定型化契約條文對照表【附錄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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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投資地區(國)經濟環境及主要投資證券市場簡要說明 

新加坡 

一、 經濟環境說明： 

（一） 經濟發展概況： 

國內生產毛額(GDP) 5,155億美元 (2023.3 P) 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 6.1%    (2022.12) 

經濟成長率 3.6% (2022.12) 幣制 單位：星元(S$) 

主要進口項目 積體電路；石油煉製品；石油原油；電話機，發送或接收聲音、圖像等數據

用的設備；渦輪噴氣發動機，渦輪螺槳發動機等燃氣輪機；自動數據處理設

備及其零件等；滑翔機、滑翔翼、直升機、飛機、太空船及次軌道飛行物與

太空船發射載具所列貨品的零件；半導體 

主要進口來源 中國大陸、馬來西亞、美國、臺灣、日本、印尼、韓國、沙烏地阿拉伯、法

國、德國 

主要出口項目 

  

積體電路；石油煉製品；電話機，發送或接收聲音、圖像等數據用的設備；

自動數據處理設備及其零件等；半導體；滑翔機、滑翔翼、直升機、飛機、

太空船及次軌道飛行物與太空船發射載具所列貨品的零件；渦輪噴氣發動

機，渦輪螺槳發動機等燃氣輪機 

主要出口市場 中國大陸、香港、馬來西亞、印尼、美國、日本、臺灣、韓國、泰國、澳大

利亞 

總經概況 由於新加坡具有映射整個東協市場的特性、非常完善的基礎建設、能力與教

育程度普遍較高的勞工水準、再加極具競爭力的稅收結構，使其成為許多外

商駐點的動因，而這也讓新加坡在投資佔比總GDP的比重在2022年高達

24%。 

惟受疫情影響，新加坡2022年經濟成長率較前一年減少近半，僅住宿、餐飲、

房地產等其他服務業，於第四季起受惠疫情鬆綁而復甦。展望2023年，全球

經濟的不確定性及經濟下行風險預計將持續，外部需求減弱恐影響新加坡的

半導體等產業。另外，航空旅行復甦及國際旅客增加則有望帶動航空及觀光

相關產業的成長。 

資料來源：貿協全球資訊網(經貿年報) 

（二） 主要產業概況： 

金融科技業 近年來，新加坡積極發展成為亞洲金融科技（FinTech）重鎮，並成為亞洲

第一個、也是全球前三個實施監理沙盒（regulatory sandbox）的國家。

因應金融科技時代來臨，新加坡金管局（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MAS）積極與各國金融監管單位及民間機構簽署合作備忘錄或

金融科技協議，包括日本金融廳、韓國金融服務委員會、馬來西亞證券委

員會、法國金融審計監管局、法國金融市場管理局、瑞士金融市場監管局、

丹麥金融監管局、美洲銀行監管人員協會等，以加強雙方在金融科技及監

理發展上的合作關係。 

新加坡金管局有計劃地鼓勵金融創新產業支持並協助傳統金融業轉型，以

吸引更多金融科技人才投入銀行前端或後端工作，協助銀行降低成本、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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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收益，並引導金融創新生態系的建立與連結。另外，金管局將為金融科

技領域創新試驗項目，提供高達 50％的成本資助，即每個項目最多可獲得

20 萬星元（約 14 萬 7 千美元）補助，以推動新加坡金融科技領域發展及

培養更多相關人才。 

除了資金支持之外，金管局於 2015 年成立金融科技與創新團隊（FinTech 

and Innovation Group），負責金融科技監理與策略規劃。2016 年 5 月，

重新整合資源，成立金融科技署（FinTech Office），提供新加坡金融科技

業者一站式服務。該機構由新加坡創新機構（SG-Innovate）和金管局共

同負責，協助申請經費、接受輔導、尋找研究人才、獲取監管批准、開拓

市場等金融創新相關業務，以期讓新加坡成為金融科技中心。 

航空業 新加坡航太科技享譽世界，優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為亞洲重要航空樞紐，

為了掌握全球及區域航太發展商機，新加坡很早便將航太產業定位成戰略

性產業並積極進行整體性布局。在過去 20 年，新加坡航太產業每年均取得

約 8.6％年增長率，也使新加坡成為亞洲最大的飛機維護、修理及翻修 

（Maintenance, Repair and Overhaul，簡稱 MRO）中心，占區域產值

高達四分之一，擁有超過 10％的全球市場占有率，而新加坡當地的新科宇

航（ST Aerospace）也名列全球兩大飛機機體 MRO 公司之一。除了維修

業務，全球航空業的領頭公司皆在新加坡設立區域物流中心，包括波音

（Boeing）、空中巴士 （Airbus）、巴西航空工業公司（Embraer）、通

用電氣公司（GE）及聯邦快遞（FedEx）等。新加坡為航太產業訂下 2040

年願景，除致力為世界大廠提供設計、工程、生產及售後支援等全方位服

務，同時將積極培育企業所需人才，雙管齊下發展新加坡航太業成為領先

者，全力推動相關產業發展。 

隨著航空市場的蓬勃發展，現代化高科技的新加坡樟宜國際機場自 1981

年啟用以來獲得超過 560 個機場表揚獎，並連續六年榮登世界最佳機場榜

首，其成功典範世界有目共睹。為奠定新加坡的航空基礎建設，新加坡樟

宜機場正在進行近 30 多年來最大規模的擴建工程，第 4 航廈已於 2017 年

10 月底正式啟用，預計於 2030 年啟用的第 5 航廈的開發計畫也正如火如

荼的進行中，再加上目前同步擴建的第 1 航廈工程，預計未來樟宜機場每

年旅客吞吐量可增至 1.35 億人次。除了擴建機場硬體設施，樟宜機場亦不

斷更新許多便利的人性化設計，如自助登機服務櫃臺（kiosk）等創新設計

概念和措施。新加坡民航局 （Civil Aviation Authority of Singapore，簡

稱 CAAS）未來將針對人力、科技和機制三方面著手，以推動新加坡航空

交通管理的發展。 

新加坡「實里達航空園區」（Seletar Aerospace Park）占地 320 公頃，

為航太產業維護、修理及翻修 （MRO）及代工製造引擎機殼、引擎齒輪、

閥門、電力系統和空廚設備等之基地，並設有飛機系統、零件及輕型飛機

的設計與製造中心，以及航空教育、研究與培訓中心。全球領先的飛機引

擎製造商勞斯萊斯公司（Rolls-Royce）將其首個亞洲工廠建在實里達航空

園區，占地面積 15 萬平方公尺的新廠主要生產大型商用飛機的專用引擎，

總投資達 7 億星元（約 5.2 億美元）。專門為商用和軍用飛機客戶提供飛

機維修解決方案的 Goodrich 公司也將其規模最大的飛機維修廠設於此

地，並計畫繼續擴大工廠規模。飛機零組件製造及維修商 Meggitt 在實里

達航空園區設立售後服務中心，以滿足亞太區快速成長的售後維修需求。

世界三大飛機引擎設備供應商之一惠普（Pratt & Whitney）則在實里達航

空園區興建了專為其 PW4000 型引擎零組件提供維修服務的廠房，同時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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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引擎零件製造及研發設計工作。其他業者包括新科宇航（ST 

Aerospace）、Jet Aviation、福克服務亞洲公司（Fokker Services Asia）、

霍克太平洋（Hawker Pacific）公司及瑞士 Execujet 航空公司等，共 60

多家跨國和當地中小型航空產業業者進駐實里達航空園區。為吸引更多業

者進駐，該園區針對航空塔臺進一步投資 1,750 萬星元（約 1,309 萬美元），

用於裝置先進的儀器降落系統（Instrument Landing System，簡稱 ILS），

使得該機場在任何時候都能安排航班起降，毋須受氣候限制，如此一來，

便可讓更多航班選擇於此降落。此外，實里達航空園區正進行第三階段擴

建，包括新建停機坪及滑行跑道等，預計將增加額外 60 公頃空間，創造超

過一萬個工作機會。隨著園區逐漸成形，負責發展的新加坡裕廊集團

（Jurong Town Corporation，簡稱 JTC）更進一步規畫園區成為民眾休

閒的去處，如將園區內 32 棟殖民時期的舊洋房改建成風情各異的餐館，並

增設休閒設施，吸引民眾前往。 

觀光業 近幾年新加坡觀光會展產業成為政府推動經濟的焦點產業，為進一步帶動

新加坡的旅遊市場，新加坡旅遊局（Singapore Tourism Board, STB）積

極透過聯合行銷提升新加坡作為優質旅遊景點的形象，為新加坡帶來更多

外國旅客及旅遊收益。 

新加坡目前的主要會展設施包括新加坡博覽中心（Singapore EXPO）、新

達城國際會議展覽中心（Suntec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 

Exhibition Center）、樟宜會展中心（Changi Exhibition Centre）、聖淘

沙名勝世界（Resorts World Sentosa）與金沙博覽會議中心（Sands Expo 

and Convention Centre）。 

資料來源：貿協全球資訊網(經貿年報) 

（三） 外匯管理及資金匯出入規定：無外匯管制 

（四） 美元對星幣匯率變化情形： 

年 最高價 最低價 收盤價(年度) 

2020 1.32 1.46 1.32 

2021 1.32 1.37 1.35 

2022 1.33 1.44 1.34 

資料來源：Bloomberg 

二、 證券市場說明 

（一） 新加坡證券市場概況： 

1. 發行市場概況： 

證券市場 
名稱 

股票發行情形 債券發行情形 

上市公司家數 
股票總市值 
(十億美元) 

種類 
金額(十億美元) 

2021 2022 

2021 2022 2021 2022 公債 公司債 公債 公司債 2021 2022 

新加坡證
券交易所 

673 651 663 619 NA NA NA NA NA NA 

資料來源： 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  

2. 交易市場概況： 

證券市場 
名稱 

FSSTI 股價指數 
證券總成交值 
（十億美元） 

證券類別成交金額(十億美元) 

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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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2022 2021 2022 2021 2022 

新加坡證
券交易所 

3,123 3,251 243 224 243 224 

資料來源： 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 Bloomberg 

3. 證券市場之週轉率及本益比： 

證券市場名稱 
週轉率(%) 本益比(倍)  

2021 2022 2021 2022 

新加坡證券交易所 36.45 35.38 13.71 11.62 

資料來源：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 Bloomberg 

4. 證券上市公司資訊揭露之規定： 

公司申請上市獲准後，需編製公開說明書予大眾，此公開說明書之內容需符合新加

坡交易所上市手冊及公司法之規定。同時該上市公司必須迅速公告任何可能影響證

券價格的變動事件。1998 年公司法修正案實施後，已放寬部份在新加坡公開發行股

票及信用債券的規定，特許提供予專業之投資或外國及國際信用債券者，可免除公

開說明書的編製。新加坡交易所上市手冊規範一切公司資訊揭露原則，其主要意義

在形成一個公平和秩序的市場，新加坡交易所要求所有上市公司揭露並提供所有有

關資訊予投資人，以確保所有投資人均有充份及公平之資訊，以助形成合理的決策

依據。 

（二） 證券交易制度： 

1. 交易所：新加坡交易所 

2. 交易時間：週一至週五 9:00 至 17:00 

3. 交割制度：成交後 3 個營業日內交割 

4. 代表指數：新加坡指數（Straits Times Index S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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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一、 經濟環境說明： 

（一） 經濟發展概況： 

國內生產毛額(GDP) US$3,828 億 (2023.3 P) 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率 1.9%  (2022.12) 

經濟成長率 -3.5% (2022) 幣制 港幣 

主要進口項目 積體電路；電話機，發送或接收聲音、圖像等數據用的設備；自動數據處理

設備及其部件等；機器零件；金，未鍛造、半製成或粉末狀等。 

主要進口來源 中國大陸、中華民國、新加坡、韓國、日本、美國、馬來西亞、印度、泰國、

菲律賓 

主要出口項目 積體電路；電話機，發送或接收聲音、圖像等數據用的設備；金,未鍛造、半

製成或粉末狀；專門或主要用於品目 8469 至 8472 機器的零件；自動數據

處理設備及其部件等。 

主要出口市場 中國大陸、美國、印度、日本、中華民國、越南、德國、荷蘭、新加坡、泰

國 

總經概況 香港經濟自 2019 年起面對充滿挑戰的外圍環境。隨著香港多個主要貿易夥

伴成長放緩，香港貨物出口及服務輸出的成長速度大幅減緩，加上新冠肺炎

疫情影響，出口產業繼續受壓。陸美貿易關係是香港出口前景的一個主要不

明朗因素。 

香港內部需求方面，隨著經濟增長減緩和資產價格回軟，消費情緒近月已轉

趨審慎，情況在短期內或會繼續，儘管全民就業狀況應會繼續提供支持作

用。投資支出的增長動力或會有所減弱，原因是外圍各種不明朗因素已令營

商氣氛有所減弱。 

在通貨膨脹方面，近期因經濟成長放緩及住宅租金調整，對整體通膨有緩和

作用。經濟料將溫和成長，亦可抑制本地成本的上調壓力。與此同時，全球

經濟成長減緩，加上較早時美元兌其他主要貨幣轉強，應能令外圍價格壓力

繼續受控。 

整體而言，2020 至 2023 年期間香港生產總值的實質趨勢增長率，預測為

每年約 3％，而同期的基本消費物價趨勢通膨率，則預測為每年 2.5％。 

資料來源：貿協全球資訊網(經貿年報) 

（一） 主要產業概況： 

批發零售業 中國大陸旅客約占訪港旅客之 78％，近年統計顯示，三分之二為來自中國

大陸二三線城市居民，平均消費額較低，中國大陸旅客對零售層面的需求

已有改變，從過去大量採購高價名牌產品的鐘錶、珠寶、時裝、皮件及鮑

魚海味等，轉為採購各類別的消費性產品，例如奶粉、尿片、藥妝品以至

巧克力糖果甚至節令產品。近年中國大陸網購活動愈趨流行，市民安坐家

中便可購物，導致中國大陸旅客減少來香港消費。 

物流倉儲業 物流倉儲業是香港的傳統支柱產業，涵蓋的服務範圍包括海、陸、空貨站、

運輸、貨運代理、倉儲、供應鏈管理等。香港所有貨櫃碼頭均由私人投資

及營運，每星期提供約 440 班貨櫃班輪服務，連接香港至全球 500 個重要

港口。 

根據香港差餉物業估價署資料，香港目前約有 347 萬平方公尺的貨物倉

儲，提供各類型貨品的物流貯存設施。貨運代理業正受到多個全球發展趨

勢的影響，包括供應鏈全球化、量身訂造服務普及化、產品週期縮短、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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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存貨和快速回應要求等。面對這些趨勢，越來越多企業認為有需要尋求

外界幫助，以優化其供應鏈管理，因此第三方及第四方物流服務供應商遂

應運而生，提供更多供應鏈管理服務。知名的全球性第三方物流業者多已

在香港設立營運據點，加上當地業者、大陸業者及區域性業者，香港物流

業能提供多元化、客製化的多樣性服務。 

香港是全球第四大船舶註冊地，2018 年已向香港船舶註冊處註冊的船舶有

2,540 艘，合計超過 1 億 1,000 萬註冊總噸，令香港成為世界第四大船舶

註冊地，次於在巴拿馬、利比里亞和馬紹爾群島。在香港註冊的船舶中有

86％屬外國公司擁有，香港註冊的船舶從國際營運所得的利潤，可獲豁免

課利得稅，因此很多外國船東都選擇在香港註冊。 

觀光會展業 香港是世界上備受歡迎的營商及大型會議舉辦地點，香港有超過 50 個大小

不同的會展場地，最重要場地有兩個，一是位於灣仔商業中心的「香港會

議展覽中心」，二是鄰近國際機場的「亞洲國際博覽館」，另還有位於前

啟德機場附近的舊展館「九龍灣的國際展貿中心」。 

香港貿發局每年在香港主辦 30 多場國際貿易展覽會，其中組成 11 個亞洲

最大的採購平臺，而電子、珠寶、禮品、鐘表以及燈飾的商貿平臺更是全

球最大。根據香港展覽會議業協會（HKECIA）資料顯示，香港共有 33 家

展會主辦業者，舉辦各式專業或綜合性展之商貿（B2B）及消費（B2C）性

質展覽會；除本地機構及公司外，有多家外國展覽主辦單位來香港設立地

區總部或分公司，統籌在香港及中國大陸辦展。香港最主要的六個辦展單

位為：香港貿易發展局（Hong Kong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UBM Asia Ltd、Global Sources、MEGA EXPO （HONG KONG） 

LIMITED、Messe Frankfurt （HK） Ltd）、Hong Kong Exhibition Services 

Ltd.）等。 

資料來源：貿協全球資訊網(經貿年報) 

（二） 外匯管理及資金匯出入規定：香港對於資金之匯入及匯出並無實施任何外匯管制，任何資

金均可自由匯入匯出。 

（三） 美元兌港幣經濟成長率： 

年 最高價 最低價 收盤價(年度) 

2020 7.75 7.79 7.75 

2021 7.75 7.80 7.80 

2022 7.77 7.85 7.80 

       資料來源：Bloomberg 

 

 

二、 證券市場說明： 

（一） 香港證券市場概況： 

1. 發行市場概況： 

證券市場 
名稱 

股票發行情形 債券發行情形 

上市公司家數 
股票總市值 
(十億美元) 

金額(十億美元) 

2021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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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2022 2021 2022 公債 公債 公債 公司債 

香港證券
交易所 

2,572 2,597 5,434 4,567 88 981 323 701 

資料來源： 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 

2. 交易市場概況： 

證券市場 
名稱 

HKEx LargeCap 
股價指數 

證券總成交值 
（十億美元） 

證券類別成交金額(十億美元) 

股票 

2021 2022 2021 2022 2021 2022 

香港證券
交易所 

34,253 28,196 4,152 2,893 4,152 2,893 

資料來源： 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 Bloomberg 

3. 證券市場之週轉率及本益比： 

證券市場名稱 
週轉率(%) 本益比(倍)  

2021 2022 2021 2022 

香港證券交易所 65 61 6.99 5.6 

資料來源： 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 Bloomberg 

4. 市場資訊揭露效率（包括時效性及充分性）之說明： 

在 1973 年股市大崩盤後，港股投資者才注意到上市公司資料公開的重要性，此時才

由證券期貨管理委員會（SFC）制定初步法令，要求上市公司每年需公開其營運年報。

1989 年底香港交易所開始要求上市公司須於最短時間內，公佈足以影響股價的重要

資訊，公司的財務報表內容需充分揭露包括公司董事、高級主管、重要股東，以及

向各銀行或金融機構的貸款金額。且持股超過 10%的大股東，須於股權變動 5 日內

通知證交所及該公司。 

（二） 證劵之交易方式： 

1. 交易所：香港交易所 

2. 交易時間：週一至週五 09:30 至 12:00 及 13:00 至 16:00 

3. 交割制度：成交後 2 個營業日內交割 

4. 代表指數：香港恆生股價指數 

  



 

106 

美國 

一、 經濟環境說明： 

（一） 經濟發展概況： 

國內生產毛額(GDP) 26.8 兆美元  (2023.3 P) 工業生產增加率 3.4% (2022.12) 

基準利率 4.5% (2022.12)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率 8.0% (2022.12) 

經濟成長率(YOY) 2.1% (2022.12) 幣制 單位：美元 

主要進口項目 小客車及其他載客用機動車輛、原油、電話機（含手機）、電腦及其部件、

汽機車零附件、醫藥製劑、石油煉製品、積體電路、貨車 

主要進口來源 中國大陸、墨西哥、加拿大、日本、德國、韓國、英國、愛爾蘭、印度、義

大利、臺灣 

主要出口項目 民用航空器及其零件、石油煉製品、小客車及其他主要設計供載客之機動車

輛、機動車輛之零附件、積體電路、電話機及電報器具（含手機）、醫療儀

器及用具、電腦及其部件、塑料製品 

主要出口市場 加拿大、墨西哥、中國大陸、日本、英國、德國、韓國、荷蘭、巴西、香港、

臺灣 

總經概況 今(2023)年第一季美國幾家地區性銀行接連倒閉後，有關金融穩定的訊號好

壞參半。銀行貸款在 3 月下旬減緩，而 Fed 擔保貸款的需求在最初激增後亦

放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於今年 4 月初曾示警，未來五年全球

經濟預計將以每年約 3%的平均步伐成長，低於過去 20 年的平均值 3.8%，

也是自 1990 年來最疲弱的中期成長展望。美國聯準會（Fed）公布的 3 月

會議紀錄顯示，銀行危機恐讓美國經濟在今年稍晚步入衰退，但鑑於通膨偏

高且勞動市場持續緊俏，Fed 官員暗示 5 月仍可能小幅升息。 

資料來源：IMF、台灣經濟研究院 

（二） 主要產業概況： 

航太和國防產業 隨著全球強大的旅運需求量和軍費開支的持續成長，近年全球航太和國防

產業保持復甦和穩定成長，而得益於商用飛機產量增加和國防支出的強勁

增長。美國是全球軍事支出最高的國家，國防部的報告中指出，美國目前

面臨的主要挑戰是美國的長期戰略競爭對手，尤其是中國和俄國的獨裁政

權，將影響全球的經濟和國家安全，而北韓和中東的核子武器擴張，以及

恐怖主義也將持續帶來威脅。 

根據 Deloitte在 2019 年的研究報告，全球商用飛機訂單積壓量達到 14,000

多台的高峰，且預計在未來 20 年，總計將有 38,000 架飛機出貨。Deloitte

認為:1）由於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持續加劇，對軍事裝備的需求正在上升，推

動了全球國防開支; 2）國際間貿易協定的劇烈變化，有可能會產生不良效

應，進而擾亂全球供應鏈並增加成本；3）隨著供應商降低成本和提高生產

率的壓力持續存在，企業間的併購活動將保持強勁。雖然航太和國防產業

主要由美國主導，但 Deloitte 預料中國、法國、印度、日本，中東和英國

等國家，短期內會出現顯著成長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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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產業 強大的半導體產業對美國的經濟實力，國家安全和全球技術領先地位至關

重要。美國商業部國際貿易管理局（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 

簡稱 ITA）報告中指出，美國半導體工業占全球市場超過 50％，是全球半

導體最大供應國，半導體設備製造產業也高占全球 47％，其中有超過 80

％的美國半導體銷售發生在美國境外，和 84％的半導體設備銷售發生在美

國以外地區。美國主要的半導體及設備市場分別為中國、歐盟、日本、南

韓，新加坡和臺灣，加上美國國內市場，約占全球半導體市場近 70％和半

導體製造設備市場的 90％以上。 

美國半導體產業未來是否持續強勁的走勢，預料將受到近年來美中經濟和

貿易條件的不確定影響。 

電腦硬體產業 美國傳統個人電腦市場銷售量由於持續的 Windows 10 更新，商業出貨量

保持相當強勁。然而，近年來美國和中國之間持續的貿易緊張局勢，已造

成美國內經濟前景上很大的不確定性，伴隨著美中關稅稅率的調升，預料

美國對中國產品的需求開始下降，將可能嚴重影響到中國所有製造業，造

成中國公司的 IT 採購量下降，影響所及，中國的個人電腦市場未來將可能

出現更大幅度的下滑。如果美中貿易戰進一步升級，預計將擴散到其他地

區，特別是容易受到匯率波動影響的國家。 

市研機構 Gartner 的全球 IT 支出預測是電腦軟硬體業、IT 服務和電信市場

等發展的重要指標。全球 IT 支出增加也受到區塊鏈技術（Blockchain），

物聯網（IoT）以及從大數據發展到 AI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技術開發等的推動。隨著貨幣波動和貿易戰的可能性，持續造成 IT 支出波

動，一些企業開始更多的使用雲端服務，而不是購買自己的伺服器，加上

許多企業持續進行轉型，服務方式轉向「按使用付費」，預料電子數位業

務將持續快速發展。 

資料來源：貿協全球資訊網(經貿年報) 

（三） 外匯管理及資金匯出入規定：美國政府對於資金之匯入及匯出並無實施任何外匯管制，任

何資金均可自由匯入匯出。 

二、 證券市場說明： 

（一） 美國證券市場概況： 

1. 發行市場概況： 

證券市場
名稱 

股票發行情形 債券發行情形 

上市公司家數 
股票總市值 
(十億美元） 

美國債券 

2021 2022 
金額(十億美元) 

2021 2022 2021 2022 2021 2022 

紐約證券
交易所 

2,525 2,535 27,687 22,766 NA NA NA NA 

資料來源：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 SIFMA, CBONDS 

2. 交易市場概況： 

證券市場
名稱 

NYA股價指數 
證券總成交值 

（僅NYSE，十億美元） 
證券類別成交金額(十億美元) 

股票(僅NYSE) 

2021 2022 2021 2022 2021 2022 

紐約證券
交易所 

17,164.13 15184.31 29,096 29,949 29,096 29,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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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 Bloomberg, SIFMA 

3. 證券市場之週轉率及本益比： 

證券市場名稱 
成交值週轉率(%) 本益比(倍)   

2021 2022 2021 2022 

紐約證券交易所 112.91 121.3 26.51 25.56 

        資料來源： Bloomberg、台灣證券交易所 

4. 市場資訊揭露效率（包括時效性及充分性）之說明： 

充分公開是美國證券發行制度之基礎，在 1993 年證券法規定公開發行公司必須註冊，

且公開發行新股須向證券管理委員會提出註冊申報書。1994 年補充規定，依法註冊

之公開發行公司，以及在證券交易所上市之公司，必須製作各種定期報告及臨時報

告書，繼續公開規定之資訊。公開募集發行公司徵求出席股東會之委託書必須對股

東發出報告書，公司內部關係人，應申報持有股票，而持股有所變動亦應申報。另

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之股權以取得控制權，亦須公開相關資訊。 

近年來美國證券管理委員會已統合各項必須公告的項目，建立相關申報書，以統一

申報格式及處理標準，並充分網路化，以方便投資人閱讀，並增加公開資料之效用。 

（二） 證券之交易方式： 

1. 交易所：紐約證券交易所（NYSE）、以電子交易盤著稱的店頭市場（NASDAQ）、

美國證券交易所（AMEX）、太平洋證券交易所、中西部交易所、費城證券交易所、

波士頓證券交易所等，其中以紐約證券交易所最具代表性 

2. 交易時間：週一至週五 9:30 至 16:00 

3. 交割制度：成交後 3 個營業日內交割 

4. 代表指數：道瓊工業指數、標準普爾 500 指數、那斯達克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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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森堡 

一、 經濟環境說明： 

（一） 經濟發展概況： 

國內生產毛額(GDP) 669億美元 (2023.3 P) 消費物價指數年增率 5.37% (2022.12) 

經濟成長率 -2.2% (2022.Q4) 幣制 歐元 (EUR) 

主要進口項目 車輛及其零附件、電機設備等其附件、燃料、機械及零配件、鋼鐵 

主要進口來源 比利時、德國、法國、中國大陸、荷蘭、美國、義大利、日本、波蘭、英國 

主要出口項目 電機設備等其附件、機械及零配件、鋼鐵、塑料及其製品、車輛及其零附件 

主要出口市場 德國、法國、比利時、荷蘭、義大利、英國、瑞典、波蘭、捷克共和國、美

國 

總經概況 盧森堡的經濟復甦仍以內需提升為主要動力，包括私人消費回升、政府投資

支持固定資本形成回升等，因疫情好轉，外部環境改善，預料出口對經濟成

長有所貢獻，然而由於盧森堡相當比例之服務貿易係與英國進行，英國脫歐

後之貿易環境將遜於英國仍為歐盟一員時，此為潛在影響風險。 

盧森堡政府以稅制改革等政策維持公共財政的良好體質，並修改退休金方

案，以因應未來人口老化之退休金、醫療保健、長期照護等方面之公共支出。 

盧森堡經濟規模小、體制開放，經濟表現容易受外在大環境影響，當前因美

國與中國大陸貿易摩擦、為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之經濟衝擊，盧森堡政府

立即採取多項包含對企業之直接資金補助、貸款保證等措施，預料盧森堡應

可維持一定之經濟表現。 

資料來源：貿協全球資訊網(經貿年報) 

（一） 各主要產業概況： 

金融服務業 盧森堡產業服務業為主，其中又以金融業最發達，政府致力打造適合金融服

務業發展之環境，使金融產業發展走在世界先端。為維持其競爭優勢，盧森

堡持續推動金融產業創新，為歐盟首個授權比特幣交易國、世界首個綠色證

券交易中心、完成全球首筆區塊鏈基金交易等，使盧森堡得以與倫敦、法蘭

克福並列為歐洲三大金融中心。 

盧森堡金融服務業發達的原因在於其政治、經濟、社會環境穩定，法規開放

且調整速度快，國民多具備法、德、英等多種語言能力，適合金融服務業發

展，吸引各國金融企業進駐。除銀行業外，證券、債券、基金、保險等亦十

分發達。盧森堡證券交易所（Luxembourg Stock Exchange）是歐洲最大

的國際債券交易中心。基金方面，盧森堡為僅次於美國之全球第2大基金註

冊國。在保險業方面，則有許多保險、再保險公司進駐。近年來盧森堡致力

於金融部門多元化發展，除了銀行、保險、證券，如資產管理、投資諮詢顧

問、基金管理等金融相關服務業均蓬勃發展，也積極發展伊斯蘭金融業務。 

盧 森 堡 民 間 金 融 產 業 組 織 亦 相 當 活 躍 ， 包 括 盧 森 堡 基 金 公 會 （ The 

Association of the Luxembourg Fund Industry）、盧森堡銀行公會（the 

Luxembourg Bankers’ Association），都投注大量資源推廣盧森堡銀行、

基金。盧森堡政府亦成立盧森堡金融推廣局（Luxembourg for Finance），

推廣盧森堡金融產業。近年來盧森堡政府也結合資通訊產業，投入大量資源

發展金融科技（Fintech）。 

電信及廣播電視 盧森堡已規劃未來以雲端運算作為產業發展重點，得利於特殊岩石地形及高

品質之網路基礎建設，全球目前12座第4級（最高級）資料處理中心即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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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位於盧森堡境內，此外，盧森堡政府亦積極吸引各國電信業者及網路線上

遊戲業者前往盧森堡設立據點或伺服器總部，除了著眼於該國高品質之基礎

電信設施外，業者從事研發後，藉由出售專利或著作權等智慧財產權之所

得，亦可在盧森堡獲得稅賦之減免。其他在盧森堡設立電子商務中心或電信

總部之公司尚有Skype、Vodafone、RealNetworks及Rakuten等。 

此外，盧森堡政府有計畫地發展衛星通訊產業，該國SES衛星公司為全球第

二大之衛星通訊服務公司，擁有近60個人造衛星，提供世界各國用戶衛星通

訊頻道服務，包括CNN、HBO、BBC等重要國際媒體都為該公司客戶。其他

於盧森堡投資的電信及媒體公司尚包括：數位電視頻道公司RTL Group、微

軟、西門子等。 

運輸物流 盧森堡位處歐洲中心、基礎建設完善，具備發展運輸物流業之優勢，使盧森

堡成為歐洲運輸物流樞紐。盧森堡芬德爾國際機場（Findel International 

Airport ） 為 歐 洲 第 5 大 貨 運 機 場 樞 紐 ， 有 Cargolux 、 LuxairCargo 、

CargoCenter等空運公司，並設有藥品及健康照護物流中心（Pharma ＆ 

Healthcare Center），我國中華航空公司之歐洲貨運中心也設於此。陸運

以鐵路運輸為主，盧森堡是通往歐盟各國以及土耳其的鐵路交會處，貨物可

以從北海運往波羅的海，並連結比利時澤布魯日（Zeebrugge）、荷蘭阿姆

斯特丹（Amsterdam）與鹿特丹（Rotterdam）、德國漢堡（Hambourg）

等歐洲主要港口，主要的陸運公司有CFL Cargo、CFL Multimoda l。盧森

堡雖無海港，但有內陸河港，可以進行河運，以運輸原物料為主。此外，盧

森堡致力發展船籍國登記服務，並以嚴格之標準篩選船隻，爰註冊為盧森堡

國籍之船隻大多信譽良好，盧森堡也致力推廣此項服務。 

由於盧森堡發展運輸物流之條件良好，吸引許多國際性的物流企業進駐，主

要有Cargolux、Cobelfret、DB Schenker、DHL、Kuhne+Nagel、Morrisson 

Express、Nippon Express、Panalpina、TNT、Yangtze River、Yusen Air 

＆ Sea及我國中華航空公司等。 

資料來源：貿協全球資訊網(經貿年報) 

（二） 外匯管理及資金匯出入規定：對於資金之匯入及匯出並無實施任何外匯管制。 

（三） 歐元兌美元匯率變化情形： 

年 最高價 最低價 收盤價(年度) 

2020 1.07 1.23 1.22 

2021 1.12 1.23 1.14 

2022 0.96 1.14 1.07 

資料來源：Bloomberg 

二、 證券市場說明： 

（一） 盧森堡證券市場概況： 

1. 發行市場概況： 

證券市場
名稱 

股票發行情形 

上市公司家數 
股票總市值 

(億美元) 

2021 2022 2021 2022 

泛歐交易所 1,995 1,966 7,334 6,064 

資料來源： 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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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交易市場概況： 

證券市場
名稱 

LuxX 股價指數 
證券總成交值 
（十億美元） 

證券類別成交金額(十億美元) 

股票 

2021 2022 2021 2022 2021 2022 

泛歐交易
所 

1,662 1,460 2,862 2,861 2,862 2,861 

資料來源：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 Bloomberg 

3. 證券市場之週轉率及本益比： 

證券市場名稱 
週轉率(%) 本益比(倍) – LuxX 指數 

2021 2022 2021 2022 

泛歐交易所 42.87 46.19 NA NA 

資料來源：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 Bloomberg 

4. 市場資訊揭露效率（包括時效性及充分性）之說明： 

上市公司需依規定編製公開說明書，另需公告其年度及年中財務報告。此外公司也

有義務即時公佈任何有關該股票之權益及所有權之變動情形或攸關股價變動事件。

對於持股比率超過 10%需向當地主管機關報備。此外亦須按期揭露季報及年報。 

（二） 證券之交易方式： 

1. 交易所：盧森堡證券交易所 

2. 交易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09:00 至下午 05:35 

3. 交割制度：成交後 3 個營業日內交割 

4. 代表指數：盧森堡指數(LuxX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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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標準 

(民國110年09月03日金管會核准) 

一、 本計算標準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二、 貨幣市場基金及類貨幣市場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方式：以買進成本加計至計算日止之應計利息及

折溢價攤銷為準；有 call 權及 put 權之債券，以該債券之到期日（Maturity）作為折溢價之攤銷

年期。類貨幣市場基金於轉型基準日以前所購入之資產，則以轉型基準日之帳列金額為買進成本。

另，類貨幣市場基金購入債券所支付之交割款項中，賣方依其持有債券期間按票面金額及利率計

算之應計利息扣繳稅款，按該債券剩餘到期日（Maturity）攤銷之。 

三、 指數型基金及指數股票型基金之基金資產價值計算，依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辦理。 

四、 ETF 連結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方式：所單一連結之 ETF 主基金，以計算日該 ETF 主基金單位淨資

產價值為準。 

五、 其他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之價值，依下列規定計算之： 

（一） 股票： 

1. 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上櫃者，以計算日財團法人中華

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以下簡稱櫃買中心）等價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為準；經金

管會核准上市、上櫃契約之興櫃股票，以計算日櫃買中心興櫃股票電腦議價點選系

統之加權平均成交價為準；未上市、未上櫃之股票（含未經金管會核准上市、上櫃

契約之興櫃股票）及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之私募股票，以買進成本為準，經金管

會核准上市、上櫃契約之興櫃股票，如後撤銷上市、上櫃契約者，則以核准撤銷當

日之加權平均成交價計算之，惟有客觀證據顯示投資之價值業已減損，應認列減損

損失，但證券投資信託契約另有約定時，從其約定。認購已上市、上櫃及經金管會

核准上市、上櫃契約之興櫃之同種類增資或承銷股票，準用上開規定；認購初次上

市、上櫃〈含不須登錄興櫃之公營事業〉之股票，於該股票掛牌交易前，以買進成

本為準。 

2. 持有因財務困難而暫停交易股票者，自該股票暫停交易日起，以該股票暫停交易前

一營業日之集中交易市場或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與該股票暫停交易

前之最近期依法令公告之財務報告所列示之每股淨值比較，如低於每股淨值時，則

以該收盤價為計算標準；如高於每股淨值時，則以每一營業日按當時法令規定之最

高跌幅計算之該股票價格至淨值為準。上揭計算之價格於該股票發行公司於暫停交



 

113 

易開始日後依法令公告最新之財務報告所列示之每股淨值時，一次調整至最新之財

務報告所列示之每股淨值，惟以暫停交易前一營業日收盤價為上限。惟最新財務報

告經會計師出具為非標準式核閱報告時，則採最新二期依法令公告財務報告所分別

列示之每股淨值之較低者為準。 

3. 暫停交易股票於恢復交易首日之成交量超過該股票暫停交易前一曆月之每一營業日

平均成交量，且該首日之收盤價已高於當時法令規定之最高跌幅價格者，則自該日

起恢復按上市、上櫃股票之計算標準計算之。 

4. 如該股票恢復交易首日之成交量未達前款標準，或其收盤價仍達最高跌幅者，則俟

自該股票之成交量達前款標準且收盤價已高於當時法令規定之最高跌幅價格之日起，

始恢復按上市、上櫃股票之計算標準計算之。在成交量、收盤價未達前款標準前，

則自該股票恢復交易前一營業日之計算價格按每一營業日最高漲幅或最高跌幅逐日

計算其價格至趨近計算日之收盤價為止。 

5. 因財務困難而暫停交易股票若暫停交易期滿而終止交易，則以零價值為計算標準，

俟出售該股票時再以售價計算之。 

6. 持有因公司合併而終止上市（櫃）之股票，屬吸收合併者，自消滅公司股票停止買

賣之日起，持有之消滅公司股數應依換股比例換算為存續公司股數，於合併基準日

（不含）前八個營業日之停止買賣期間依存續公司集中交易市場收盤價格或櫃買中

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計算之；並於合併基準日起按本項 1  之規定處

理。 

7. 持有因公司合併而終止上市（櫃）之股票，屬新設合併者，持有之消滅公司股票於

合併基準日（不含）前八個營業日之停止買賣期間，依消滅公司最後交易日集中交

易市場收盤價格或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計算之；新設公司股票上

市日，持有之消滅公司股數應依換股比例換算為新設公司股數，於計算日以新設公

司集中交易市場收盤價格或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計算之。 

8. 持有因公司分割減資而終止上市（櫃）之股票，持有之減資原股票於減資新股票開

始上市（櫃）買賣日前之停止買賣期間，依減資原股票最後交易日集中交易市場收

盤價格或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計算之；減資原股票之帳列金額，

按減資比例或相對公平價值分拆列入減資新股票之帳列成本。減資新股票於上市（櫃）

開始買賣日起按本項 1 之規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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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融資買入股票及融券賣出股票：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

上櫃者，以計算日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為準。 

10. 以上所稱「財務困難」係指股票發行公司發生下列情事： 

(1) 公司未依法令期限辦理財務報告或財務預測之公告申報者。 

(2) 公司因重整經法院裁定其股票禁止轉讓者。 

(3) 公司未依一般公認會計編製報表或會計師之意見為無法表示意見或否定意見

者。 

(4) 公司違反上市（櫃）重大訊息章則規定且情節重大，有停止買賣股票之必要者。 

(5) 公司之興建工程有重大延誤或有重大違反特許合約者。 

(6) 公司發生存款不足退票情事且未於規定期限完成補正者。 

(7) 公司無法償還到期債務且未於規定期限與債權人達成協議者。 

(8) 發生其他財務困難情事而被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或櫃買中心停止買賣

股票者。 

（二） 受益憑證：上市（櫃）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或櫃買中心之收盤價格為準；未上市（櫃）

者，以計算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依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所載公告網站之單位淨資產價值為

準。 

（三） 台灣存託憑證：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上櫃者，以計算日櫃買

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為準。 

（四） 轉換公司債： 

1. 上市（櫃）者，以計算日之收盤價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轉換公司債

提出申請轉換後，應即改以股票或債券換股權利證書評價，其評價方式準用第（一）

款規定。 

2. 持有暫停交易或上市（櫃）轉下市（櫃）者，以該債券最後交易日之收盤價為準，

依相關規定按該債券剩餘存續期間攤銷折溢價，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

惟如有證據顯示投資之價值業已減損，應認列減損損失。暫停交易轉換公司債於恢

復日起按本款 1  之規定處理。 

3. 暫停交易轉換公司債若為「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所稱之問題公司債，則依「問題

公司債處理規則」辦理。 

（五） 公債：上市者，以計算日之收盤價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上櫃者，優先以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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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日櫃買中心等殖成交系統之成交價加權平均殖利率換算之價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

利息為準；當日等殖成交系統未有交易者，則以證券商營業處所議價之成交價加權平均值

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如以上二者均無成交紀錄且該債券之到期日在一年（含）

以上者，則以該公債前一日帳列殖利率與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債指數殖利率作比較，如落在

櫃買中心公佈之台灣公債指數成份所揭露之債券殖利率上下 10 bps （含）區間內，則

以前一日帳列殖利率換算之價格，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如落在櫃買中心公

佈之台灣公債指數成份所揭露之債券殖利率上下 10 bps 區間外，則以櫃買中心台灣公債

指數成份所揭露之債券殖利率換算之價格，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如以上二

者均無成交紀錄且該債券之到期日在一年（不含）以下者，則以櫃買中心公佈之各期次債

券公平價格，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 

（六） 金融債券、普通公司債、其他債券、金融資產證券化受益證券、資產基礎證券及不動產資

產信託受益證券： 

1. 9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含）購買且未於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出售部

分持券者，依下列規定計算之： 

(1) 上市者，以計算日之收盤價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 

(2) 上櫃且票面利率為固定利率者，以計算日證券商營業處所議價之成交價加權平

均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 

(3) 上櫃且票面利率為浮動利率者，以計算日證券商營業處所議價之成交價加權平

均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但計算日證券商營業處所未有成交價加

權平均值者，則採前一日帳列金額，另按時攤銷帳列金額與面額之差額，並加

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 

(4) 未上市、上櫃者，以其面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並依相關規定按時攤銷

折溢價。 

(5) 持有暫停交易或上市（櫃）轉下市（櫃）者，以該債券於集中交易市場上市最

後交易日之收盤價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上櫃最後交易日之成交價加權平均值為

成本，依相關規定按該債券剩餘存續期間攤銷折溢價，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

之利息；暫停交易債券於恢復日起按本款 1  之規定處理。 

2. 9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含）購買且於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出售部分

後之持券，及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購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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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市及上櫃且票面利率為固定利率者，以計算日之收盤殖利率或證券商營業處

所議價之加權平均成交殖利率與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殖利率作比較，如

落在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殖利率上下 20 bps （含）區間內，則以收盤

殖利率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議價之加權平均成交殖利率，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

之利息為準；如落在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殖利率上下 20 bps  區間外，

則以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殖利率加減 20 bps，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

利息為準；未上市、上櫃者，以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殖利率，並加計至

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上揭與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殖利率作比較時，

應遵守下列原則： 

A. 債券年期（Maturity）與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殖利率所載年期不同

時，以線性差補方式計算公司債參考殖利率，但當債券為分次還本債券時，

則以加權平均到期年限計算該債券之剩餘到期年期；債券到期年限未滿 1

個月時，以 1 個月為之；金融資產證券化受益證券之法定到期日與預定到

期日不同時，以預定到期日為準；有 call 權及 put 權之債券，其到期年限

以該債券之到期日為準。 

B. 債券信用評等與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殖利率所載信用評等之對應原

則如下： 

(A) 債券信用評等若有＋或－，一律刪除（例如：「A-」或「A+」一律視

為 A）。 

(B) 有單一保證銀行之債券，以保證銀行之信用評等為準；有聯合保證銀

行之債券，以主辦銀行之信用評等為準；以資產擔保債券者，視同無

擔保，無擔保債券以發行公司主體之信用評等為準；次順位債券，以

該債券本身的信用評等為準，惟當該次順位債券本身無信用評等，則

以發行公司主體之信用評等再降二級為準；發行公司主體有不同信用

評等公司之信用評等時，以最低之信用評等為準。 

(C) 金融資產證券化受益證券、資產基礎證券及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

之信評等級以受益證券本身信評等級為準。 

(2) 上櫃且票面利率為浮動利率者，按本條第（十五）項 2 之規定處理。 

3. 債券若為「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所稱之問題公司債，則依「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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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七） 附買回債券及短期票券（含發行期限在一年以內之受益證券及資產基礎證券）：以買進成

本加計至計算日止按買進利率計算之應收利息為準，惟有客觀證據顯示投資之價值業已減

損，應認列減損損失。 

（八） 認購（售）權證：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上櫃者，以櫃買中心

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為準。 

（九） 國外上市／上櫃股票：以計算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營業時間內可收到證券集中交易市場／

證券商營業處所之最近收盤價格為準。持有暫停交易、久無報價與成交資訊、市場價格

無法反映公平價格者，以基金經理公司洽商其他獨立專業機構、經理公司隸屬集團之母公

司評價委員會或經理公司評價委員會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基金經理公司應於內部控制制

度中載明久無報價與成交資訊之適用時機（如：一個月、二個月等）及重新評價之合理周

期（如：一周、一個月等）。 

（十） 國外債券：以計算日自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所約定之價格資訊提供機構所取得之最近價格、

成交價、買價或中價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持有暫停交易、久無報價與成交

資訊或市場價格無法反映公平價格者，以基金經理公司洽商其他獨立專業機構、經理公司

隸屬集團之母公司評價委員會或經理公司評價委員會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基金經理公司

應於內部控制制度中載明久無報價與成交資訊之適用時機（如：一個月、二個月等）及重

新評價之合理周期（如：一周、一個月等）。 

（十一） 國外共同基金： 

1. 上市（櫃）者，以計算日自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所載資訊公司取得各集中交易市場或

店頭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持有暫停交易者，以基金經理公司洽商國外次保管銀行、

其他獨立專業機構或經理公司隸屬集團之母公司評價委員會提供之公平價格為

準。 

2. 未上市（櫃）者，以計算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營業時間內，取得國外共同基金公司

最近之淨值為準。持有暫停交易者，如暫停期間仍能取得通知或公告淨值，以通知

或公告之淨值計算；如暫停期間無通知或公告淨值者，則以暫停交易前一營業日淨

值計算。 

（十二） 其他國外投資標的：上市者，依計算日之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未上市者，

依規範各該國外投資標的之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投資說明書、公開說明書或其他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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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文件之規定計算其價格。 

（十三） 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上

櫃者，以計算日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為準；未上市、上櫃者，以計

算日受託機構最新公告之淨值為準，但證券投資信託契約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辦理。 

（十四） 結構式債券： 

1. 9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含）購買且未於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出售 

部分持券者：依本條（六）1 及 3  之規定處理。 

2. 9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含）購買且於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出售部

分後之持券，及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購買者：至少每星期應重新計算

一次，計算方式以 3  家證券商（含交易對手）提供之公平價格之平均值或獨立

評價機構提供之價格為準。 

（十五） 結構式定期存款： 

1. 9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含）購買者：以存款金額加計至計算日止之應收利息為

準。 

2.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購買者：由交易對手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 

（十六） 參與憑證：以計算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營業時間內可收到參與憑證所連結單一股票於

證券集中交易市場／證券商營業處所之最近收盤價格為準。持有之參與憑證所連結單

一股票有暫停交易者，以基金經理公司洽商經理公司隸屬集團之母公司評價委員會、

經理公司評價委員會或其他獨立專業機構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 

六、 國內、外證券相關商品： 

1. 集中交易市場交易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非集中交易市場交

易者，以計算日自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所約定之價格資訊提供機構所取得之價格或交

易對手所提供之價格為準。 

2. 期貨：依期貨契約所定之標的種類所屬之期貨交易市場於計算日之結算價格為準，

以計算契約利得或損失。 

運用投資於國內之基金從事經金管會核准臺灣期貨交易所授權歐洲期貨交易所上市臺股

期貨及臺指選擇權之一天期期貨契約時，以計算日之結算價格為準，於次一營業日計算基

金資產價值。 

遠期外匯合約：各類型基金以計算日外匯市場之結算匯率為準，惟計算日當日外匯市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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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於合約剩餘期間之遠期匯率時，得以線性差補方式計算之。 

七、 第五條除暫停交易股票及持有因公司合併而終止上市 (櫃) 之股票於股份轉換停止買賣期間外，

規定之計算日無收盤價格、加權平均成交價、成交價加權平均殖利率換算之價格、平均價格、結

算價格、最近價格、成交價、買價、中價、參考利率、公平價格、公平價格之平均值、結算匯率

者，以最近之收盤價格、加權平均成交價、成交價加權平均殖利率換算之價格、平均價格、結算

價格、最近價格、成交價、買價、中價、參考利率、公平價格、公平價格之平均值、結算匯率代

之。 

八、 國外淨資產價值之計算，有關外幣兌換新台幣之匯率依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約定時點之價格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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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計算之可容忍偏差率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 

(民國106年2月14日金管會核定) 

一、 法源依據及目的 

本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依據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七十二條規定訂定之。 

基金淨值是要表達最接近基金真正的市場價格，惟淨值的準確性會受到來自不同交易制度、時差、

匯率、稅務等因素而受到影響，導致需調整淨值，在保障投資人權益之前題下，減少業者過度繁

複且不具經濟價值之作業程序，爰訂定本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 

二、 適用情形 

投信事業於基金淨值偏差達第三條所定可容忍偏差率標準時，應依本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之相關

規定辦理，以保護投資人。至於未達第三條所定可容忍偏差率標準時，除投信事業有故意或重大

過失者應賠償投資人外，因影響不大而屬可容忍範圍，得比照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估計變動處理，

以減少冗長及高費用的公告作業流程，但應將基金帳務調整之紀錄留存備查。 

三、 各類型基金適用之可容忍偏差率標準如下： 

貨幣市場型基金：淨值偏差發生日淨值之0.125%（含）； 

債券型基金：淨值偏差發生日淨值之0.25%（含）； 

股票型：淨值偏差發生日淨值之0.5%（含）； 

平衡型及多重資產型基金：淨值偏差發生日淨值之0.25%（含）； 

保本型、指數型、指數股票型、組合及其他類型基金：依其類別分別適用上述類別比率。 

四、 若基金淨值調整之比率達前條可容忍偏差率標準時，投信事業除依第六條之控管程序辦理外，應

儘速計算差異金額並調整基金淨資產價值。除遇有特殊狀況外，投信事業應自發現偏差之日起 7

個營業日內公告，並自公告日起 20 個營業日內完成差額補足事宜。 

五、 若基金淨值調整之比率達第三條可容忍偏差率標準時，投信事業於辦理差額補足作業之處理原則

如下： 

（一） 淨值低估時 

1. 申購者：投信事業應進行帳務調整，但不影響受益人之總申購價金。 

2. 贖回者：投信事業須就短付之贖回款差額，自基金專戶撥付予受益人。 

3. 舉例如下表： 

淨值低估 偏差時 調整後 說明 

申購者 申購金額$800 申購金額$800 進行帳務調整，但不影響受益人之總申購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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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V:$8 

購得 100 單位 

NAV:$10 

以 80 單位計 

$800。 

贖回者 

贖回 100 單位 

NAV:$8 

贖回金額＄800 

贖回 100 單位 

NAV:$10 

贖回金額＄1000 

贖回金額應為$1000，故由基金資產補足受益

人所遭受之損失$200，以維持正確的基金資

產價值。 

（二） 淨值高估時 

1. 申購者：投信事業須就短付之單位數差額，補發予受益人並調整基金發行在外單位

數。 

2. 贖回者：投信事業須就已支付之溢付贖回款差額，對基金資產進行補足。 

3. 原則上，投信事業必須去補足由於某些受益人受惠而產生的損失給基金，且只要當

淨值重新計算並求出投信事業應補償基金的金額，投信事業應對基金資產進行補足，

舉例如下表： 

淨值高估 偏差時 調整後 說明 

申購者 

申購金額$800 

NAV:$10 

購得 80 單位 

申購金額$800 

NAV:$8 

購得 100 單位 

進行帳務調整，但不影響受益人之總申購價

金$800。 

贖回者 

贖回 100 單位 

NAV:$10 

贖回金額＄1000 

贖回 100 單位 

NAV:$8 

贖回金額＄800 

贖回金額應為$800，投信事業須就已支付之

贖回款而使基金受有損失部分，對基金資產

進行補足。 

六、 當調整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率達到前揭可容忍偏差率標準時，投信事業應執行之相關控管程序如

下： 

（一） 知會金管會、同業公會、基金保管機構及基金之簽證會計師。 

（二） 計算偏差的財務影響及補足受益人的金額。 

（三） 基金簽證會計師對投信事業淨值偏差之處理出具報告，內容應包含對基金淨值計算偏差的

更正分錄出示意見、基金淨值已重新計算及基金/投資人遭受的損失金額等。 

（四） 檢具會計師報告，將補足金額或帳務調整內容陳報金管會備查。 

（五） 公告並通知受影響之銷售機構及受益人，淨值偏差之金額及補足損失的方式，並為妥善處

理。 

（六） 除遇有特殊狀況外，投信事業應自發現偏差之日起 7 個營業日內公告，並自公告日起 20

個營業日內完成差額補足事宜。 

（七） 投信事業事後應檢討更正之行動方案、處理步驟、內部控制因應方式及後續處理過程是否

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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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於基金年度財務報告中揭露會計師對基金淨值偏差更正流程之合理性，及陳述偏差的淨值

已重新計算、基金/投資人遭受的損失金額及支付的補足金額。 

七、 本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經本公會理事會通過並報請金管會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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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 

第一條 關於本基金持有問題公司債之相關事項，除法令或本契約另有規定外，依本規則辦理。 

第二條  

一、 本規則所指問題發行公司，係指公司債之發行公司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一） 發行公司未依本基金所購入之公司債受託契約所定之日期返還本金； 

（二） 發行公司未依本基金所購入之公司債受託契約所定之日期清償利息； 

（三） 本基金所購入之公司債未獲清償前，發行公司所發行之其他公司債發生本項第

(一)款或第(二)款之情事； 

（四） 本基金所購入之公司債未獲清償前，發行公司或其關係人所簽發之票據因存款不

足而遭退票者； 

（五） 本基金所購入之公司債未獲清償前，發行公司有停止營業、聲請重整、破產、解

散、出售對公司繼續營運有重大影響之主要資產或與其他公司進行合併，且無力

即時償還本息； 

（六） 本基金所購入之公司債未獲清償前，發行公司於公開場合中，表明發行公司將無

法如期償還其所發行公司債之本息或其他債權； 

（七） 其所發行之上市或上櫃股票於證券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交易時，發

生違約交割情事，且違約交割者為發行公司之關係人者； 

（八） 本基金所購入之公司債未獲清償前，發行公司之資產遭受扣押、查封，自該扣押

查封之日起十五日內未能解除，足以嚴重影響發行公司之清償能力者； 

（九） 本基金所購入公司債未獲清償前，發行公司發生其代表人或董事有證券交易法第

一百七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之情事而遭法院收押或檢調機關偵辦，而其情節重大，

足以影響發行公司之清償能力者； 

（十） 本基金所購入公司債未獲清償前，發行公司發生其他足以嚴重影響該公司清償本

金或利息能力之情事。 

二、 前項第(四)款及第(七)款所稱關係人，係指發行公司董事長或與發行公司具有公司法第六

章之一所定之關係者。 

第三條 本規則所指之基準日，係指經理公司將本基金持有問題發行公司所發行之公司債，依其帳面

價值，加計至基準日前一日之應收利息，撥入獨立子帳戶之日，即： 

一、 發行公司發生前條第一項第(一)款之情事時，指發行公司依約應償還本金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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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發行公司發生前條第一項第(二)款之情事時，指公司債之受託契約所定清償期限之日。 

（一） 發行公司發生前條第一項第(三)款之情事時，指發行公司依各該公司債受託契約

所定應返還本金或利息之日。 

（二） 發行公司發生前條第一項第(四)款至第(十)款之情事時，指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

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投信投顧公會)決議通知經理公司之日，第(八)

至(十)款所稱足以影響發行公司清償能力者，須經投信投顧公會之決議認可。 

（三） 前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基準日之事由，已經當日新聞媒體披露者，以該日為基

準日。未經媒體披露者，則以投信投顧公會將前開事由通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

日為基準日。 

（四） 前條第一項各款所定之基準日，如非營業日，則順延至次一營業日。 

第四條 本規則所指「子帳戶」，係指經理公司為保管本基金所持有之各問題發行公司所發行之問題

公司債，於本基金之專戶外，另行於基金保管機構設置之獨立帳戶，專記載各問題公司債之

資產。 

第五條 子帳戶受益人，係指於基準日當日持有問題公司債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人。 

第六條 經理公司對問題公司債之處理 

一、 本基金所持有之公司債，其發行公司發生本規則第二條所定之事由時，經理公司應自基

準日起，將本基金中所持有之問題公司債，依基準日之不同，分別轉撥不同之子帳戶，

並於轉撥之同日，以書面報金管會核備。 

二、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應為每一子帳戶製作個別之帳冊文件，以區隔子帳戶資產與本

基金專戶之資產。 

三、 自基準日起經理公司對本基金資產之淨資產價值之公告方式依下列方式為之： 

（一） 基金專戶之資產應依發行單位數計算淨資產價值每營業日公告之。 

（二） 基金設有子帳戶者，應於基準日公告子帳戶資產帳面價值、子帳戶單位數、子帳

戶單位淨資產價值及備抵跌價損失金額，有明確證據顯示子帳戶資產之價值有變

化時，應重新公告並以書面通知子帳戶受益人。 

四、 經理公司應製作子帳戶之受益人名冊，記載受益人之姓名或名稱、住所或居所、基準日

當日受益權之單位數及其轉讓登記等有關資料，以為分配子帳戶資產之依據。 

五、  經理公司應依現行有關法令、本契約之規定暨金管會之指示，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

務向問題發行公司追償、收取債權及處分子帳戶之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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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經理公司對子帳戶資產之經理權限，除追償、收取問題公司債之本息債權、及處分問題

公司債以換取對價之決定權外，不得再運用子帳戶之資產從事任何投資。 

第七條 子帳戶之資產 

一、 撥入子帳戶之問題公司債帳面價值及至基準日前一日止應收之利息。 

二、 前款本息所生之孳息。 

三、 因子帳戶受益人對於子帳戶之分配請求權罹於時效所遺留之資產。 

四、 經理公司處分問題公司債所得之對價及其孳息。 

五、 其他依法令或本契約規定屬於子帳戶之資產者。 

第八條 子帳戶資產金額之分配 

一、 經理公司應於每一會計年度結束日，於子帳戶可分配金額達新臺幣壹佰萬元以上時，將

子帳戶之資產分配予該子帳戶之受益人。 

二、 子帳戶可分配之金額，除有不可抗力因素，得由經理公司報經金管會核准變更分配日期

外，應於會計年度結束後三個月內為之。 

三、 子帳戶可分配之金額，應經金管會核准辦理公開發行公司之簽證會計師查核簽證後，始

得分配。 

四、 每次分配之總金額，應由基金保管機構另行開立帳戶保管，不再視為子帳戶資產之一部

份，但其所生之孳息應併入子帳戶資產。 

五、 記載於子帳戶名冊之受益人，於子帳戶內之問題公司債獲償或處分後，得於分配時依其

在基準日所持有受益憑證所表彰之權利，分配其應得之金額。 

六、 子帳戶受益人於受分配時，可請求經理公司將分配金額轉換成本基金之受益憑證。 

七、 子帳戶受益人對於子帳戶資產之分配請求權，自經理公司分配資產之通知送達後五年間

不行使而消滅，該時效消滅產生之收益併入子帳戶資產。 

第九條 子帳戶應負擔之費用 

一、 有關子帳戶所發生之一切支出及費用，於問題公司債之本息獲償或變現前，均由經理公

司先行墊付。 

二、 子帳戶內之問題公司債獲償或變現後，於分配金額予子帳戶受益人前，經理公司應指示

基金保管機構支付下列費用： 

（一） 為取得或處分子帳戶內之問題公司債之本息所衍生或代墊之一切相關費用。 

（二） 子帳戶內之問題公司債所應支付之一切稅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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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經理公司與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 

（四） 會計師查核子帳戶財務報告之簽證費用。 

第十條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 

一、 經理公司就子帳戶資產不計收報酬。 

二、 基金保管機構於子帳戶之資產分配予受益人前，不得就保管子帳戶資產請求任何報酬；

但基金保管機構於每次分配子帳戶之資產予受益人時，得就保管該子帳戶收取適當的

保管費，惟數額不得超過原信託契約所定之費率。 

第十一條 子帳戶之清算 

一、 問題發行公司已依和解條件給付價金、或已確定給付不能或無財產可供執行時，經理

公司應依規定清算子帳戶，將子帳戶之全部剩餘資產分配予子帳戶受益人。 

二、 經理公司依前項規定，支付子帳戶之費用並將剩餘資產全部分配予受益人後，應指示

基金保管機構結清帳戶。 

三、 本基金如因故實施清算，惟子帳戶仍有剩餘財產尚待執行時，得由原經理公司、或移

轉由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基金保管機構繼續經理之。 

第十二條 基準日當日之受益人自基準日起即適用本規則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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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遵守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會員自律公約之

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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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內部控制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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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公司治理運作情形 

 

一、 公司治理之架構及規則 

本公司依據「證券暨期貨市場各服務事業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之規定並參考「中華民

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辦理公司治理事項，公司治理架構下設董事會，董事會除遵守前述相關法令及本公司章程之規

定外，同時遵循下列原則，以期有效達成公司治理之目標： 

（一） 保障股東權益  

（二） 強化董事會職能  

（三） 發揮監察人功能  

（四） 尊重投資人及利害關係人權益  

（五） 提升資訊透明度。 

二、 公司股權結構及股東權益 

（一） 公司股權結構：本公司已發行股份全數由本公司法人股東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GmbH 持有。 

（二） 股東權益 

1. 本公司保障股東權益，並公平對待所有股東。 

2. 本公司確實依照公司法及相關法令，由董事會執行有關股東會事項之規定，就各議

案之進行酌予合理之討論時間。 

3. 本公司確保股東對公司重大事項享有充分知悉、參與及決定等權利。 

三、 董事會之結構及獨立性 

（一） 董事會之結構 

1. 本公司依經營發展規模及其主要股東持股情形，衡酌實務運作需要，設置董事五至

七人及監察人一人;由股東就有行為能力之人指派之。 

2. 董事及監察人之任期均為三年，董事及監察人均得連選連任。 

3. 本公司之董事皆具備執行職務所必須之知識、技能及素養。 

4. 本公司於董事會每次開會之會議舉行前須備妥會議議題及程序，並依法令規定於開

會前將開會通知及相關議題資料提供予董事。 

5. 本公司現任董事及監察人，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第 7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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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董事會之獨立性 

本公司董事長及總經理非由同一人或互為配偶或一等親屬擔任，故不會產生因董事長兼任

總經理而造成董事會被管理階層所支配情況發生，故本公司之董事會在執行監督考核功能

時，仍可維持其獨立的立場。 

四、 董事會及經理人之職責 

（一） 董事會之職責 

本公司董事會之職責如下： 

1. 審核業務方針； 

2. 承認重要規章； 

3. 依法任免特定職務主管； 

4. 設置及撤裁分支機構； 

5. 承認預算及財務報告； 

6. 決定有關本公司財產之抵押、買賣或其他處置方法； 

7. 建議股東會，為修改章程，變更資本，及公司解散或合併之議案；  

8. 建議股東為盈餘分派之議案； 

9. 決定其他重要事項。 

（二） 經理人之職責 

本公司經理人辦理公司業務，應符合忠實義務、誠信、勤勉、管理謹慎，以及專業等原則。 

五、 監察人之組成及職責。 

（一） 監察人之組成 

1. 本公司依經營發展規模及其主要股東持股情形，衡酌實務運作需要，決定設置監察

人一人;由股東就具備執行職務所必須之知識、技能及素養之人指派之。 

2. 監察人之任期均為三年，監察人得連選連任。 

（二） 監察人之職責 

本公司監察人之職權如下： 

1. 查核公司財務狀況； 

2. 審查並稽核會計簿冊及文件； 

3. 審查決算並報告意見於股東會； 

4. 審核公司內部稽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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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依法令所授予之職權。 

本公司監察人除依公司法及相關規定獨立執行職務外，並得列席董事會監督其運作情形且

適時陳述意見，以先期掌握或發現異常情況。 

六、 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及副總經理之酬金結構及政策，以及其與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關聯性。 

（一）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均為法人股東代表，因此執行相關職務並未另行支薪。 

（二） 總經理及副總經理的酬金結構為固定薪資及績效獎金。 

1. 固定薪資：依照工作執掌內容，並參考個人相關工作經驗、學歷背景、前一年度績

效評核結果、及參考顧問公司每年調查之薪資水準，予以敘薪。 

2. 績效獎金：根據年度公司整體獲利狀況及目標達成率，以及個人績效評核結果核定

績效獎金。 

註：績效評核內容，綜含公司營運管理、投資績效、健全風險管理及內控制度、客

戶滿意度、員工滿意度、員工發展等多項。 

3. 本獎酬制度架構與政策經董事會核准後，於公開說明書公告之，其後修改時亦同。 

七、 董事、監察人之進修情形。(資料期間：111 年 01 月 01 日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 

姓名 課程日期 課程名稱 課程類別 課程時數 主辦訓練機構 

段嘉薇 111/02/11 
Team building event – Together to 

Summit 
集團內訓 2.5小時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段嘉薇 111/11/25 洗錢防制法規及案例研習 在職訓練 2小時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陳彥婷 111/02/11 
Team building event – Together to 

Summit 
集團內訓 2.5小時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陳彥婷 111/11/03 

Insurance Academy (1) – Solvency 

II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 

Investment Academy) 

集團內訓 0.12小時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陳彥婷 111/11/25 洗錢防制法規及案例研習 在職訓練 2小時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陳彥婷 111/12/12 
WOW8_Organizing a hybrid team 

English 
集團內訓 0.5小時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陳彥婷 111/12/12 
WOW9_Leveraging 

Technology_English 
集團內訓 0.5小時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陳彥婷 111/12/12 

AZ Global – Allianz Employer Value 

Proposition #lead Digital Learning 

Module for Leaders   

集團內訓 0.5小時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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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彥婷 111/12/12 
 AZ UK – HR Wellbeing and Mental 

Health for Line Managers 
集團內訓 0.5小時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張惟閔 111/11/17 洗錢防制法規及案例研習 在職訓練 2小時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張惟閔 111/12/23 

AZ Global – Allianz Employer Value 

Proposition #lead Digital Learning 

Module for Leaders   

集團內訓 0.5小時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張惟閔 111/12/23 
WOW8_Organizing a hybrid 

team_English 
集團內訓 0.5小時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張惟閔 111/12/23 
WOW9_Leveraging 

Technology_English 
集團內訓 0.5小時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張惟閔 111/12/27 
AZ UK – HR Wellbeing and Mental 

Health for Line Managers 
集團內訓 0.5小時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張惟閔 111/12/28 
Digital Leadership and IT Literacy 

(lead) 
集團內訓 2小時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陳怡先 111/02/28 Allianz #lead_Refresh your license 集團內訓 0.3小時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陳怡先 111/04/18 WOW10_Introduction_English 集團內訓 0.25小時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陳怡先 111/10/11 洗錢防制法規及案例研習 在職訓練 2小時 投信投顧公會 

陳怡先 111/12/25 
WOW8_Organizing a hybrid 

team_English 
集團內訓 0.5小時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陳怡先 111/12/25 
WOW9_Leveraging 

Technology_English 
集團內訓 0.5小時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陳怡先 111/12/30 

Global – Allianz Employer Value 

Proposition #lead Digital Learning 

Module for Leaders   

集團內訓 0.5小時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陳怡先 111/12/30 
AZ UK – HR Wellbeing and Mental 

Health for Line Managers 
集團內訓 0.5小時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黃麗英 111/08/05 
WOW8_Organizing a hybrid 

team_English 
集團內訓 0.5小時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黃麗英 111/08/05 
WOW9_Leveraging 

Technology_English 
集團內訓 0.5小時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黃麗英 111/08/08 

Global – Allianz Employer Value 

Proposition #lead Digital Learning 

Module for Leaders 

集團內訓 0.5小時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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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麗英 111/11/17 洗錢防制法規及案例研習 在職訓練 2小時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黃麗英 111/11/30 AZ Global - #lead Ignite 集團內訓 68小時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黃麗英 111/12/01 
AZ UK – HR Wellbeing and Mental 

Health for Line Managers 
集團內訓 0.5小時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龍媛媛 
111/03/14 

– 18 

Finance Rising Stars Program – 

Module 3 

集團內訓 15小時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龍媛媛 111/03/22 
IFRS Update Training  集團內訓 1.5小時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龍媛媛 111/03/23 
IFRS 9 update training 集團內訓 1小時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龍媛媛 111/04/13 
Building resilience in the real world 集團內訓 1小時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龍媛媛 111/06/14 
The Importance of Pride 集團內訓 1小時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龍媛媛 111/06/16 
Revised Global Code of Ethics 集團內訓 1小時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龍媛媛 111/06/30 The KPMG CFO Series 在職訓練 1.5小時 KPMG 

龍媛媛 111/10/11 
The intersection of mental health 

and inclusion 

集團內訓 1小時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龍媛媛 111/10/13 
2nd Annual Future CFO Hong Kong 

Virtual Summit I  

在職訓練 3.5小時 Mediatudes 

龍媛媛 111/11/14 
Training for Board members – 

Japan 

在職訓練 1小時 Naohiko 

MATSUO 

龍媛媛 111/11/16 W100  在職訓練 3小時 W100 

龍媛媛 

111/11/17 

Financial Reporting Webina – 

accelerating pace of mandatory 

ESG reporting  

在職訓練 1.5小時 KPMG 

龍媛媛 111/12/13 CFO Series 在職訓練 1.5小時 KPMG 

Delia Poon 

LANG 
111/09/27 

FCPA Trends in the Emerging 

Markets of Asia (HK) 

 

在職訓練 1.5小時 Gibson, Dunn & 

Grutcher LLP 

 

Delia Poon 

LANG 
111/10/20 

From "E" to "G" - Where, How and 

Beyond - Best Practices 

在職訓練 1小時 
Deacons 

Delia Poon 

LANG 
111/10/20 

Application and Practicality of the 

Metaverse 

在職訓練 1小時 
Deac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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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ia Poon 

LANG 
111/10/20 

What Businesses Should Know 

About Cross-border Data Transfer 

在職訓練 1小時 
Deacons 

Delia Poon 

LANG 

111/10/21 

AllianzGI 2021 Global Compliance 

Training - online 

*Training topics include Financial Crime, 

AML, Data Privacy, Conflicts of Interest, 

Confidential/MNPI and Insider Trading,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and Handling of 

Complaints.  

 

在職訓練 1小時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Delia Poon 

LANG 111/11/14 
Training for Board members  

 

在職訓練 1小時 External Legal 
Counsel, 
Naohiko 
MATSUO 

Delia Poon 

LANG 
111/11/30 

ICI Global Asset Management Asia 

Forum - Singapore 

 

在職訓練 5小時 Investment 

Company 

Institute (ICI) 

 

Delia Poon 

LANG 111/12/05 

HKIFA webinar - “China PIPA”by 

Simmons & Simmons 

 

在職訓練 1小時 Hong Kong 
Investment 
Funds 
Association 

Delia Poon 

LANG 

111/12/07 

HKIFA - SFC Briefing re Recent 

Inspection Findings, Liquidity 

Management and Market Sounding 

Practices & Controls 

 

在職訓練 1小時 

Hong Kong 
Investment 
Funds 
Association 

Delia Poon 

LANG 111/12/21 

Taking Control of Your Well-Being:  

Mental Health and Wellness for 

Attorneys 2022 

在職訓練 1.25小時 
Practising Law 
Institute 

Delia Poon 

LANG 111/12/22 

Taking Control of Your Well-Being:  

Mental Health and Wellness for 

Attorneys 2022 

在職訓練 1小時 
Practising Law 
Institute 

Delia Poon 

LANG 111/12/24 

Coping with U.S. Export Controls 

and Sanctions 2022 - Fireside Chat 

- Russia and Iran 

在職訓練 1小時 
Practising Law 
Institute 

Delia Poon 

LANG 
111/12/24 

Coping with U.S. Export Controls 

and Sanctions 2022 - Tightening 

Controls on China: Developments 

and Prospects 

在職訓練 0.75小時 
Practising Law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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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ia Poon 

LANG 
111/12/24 

Coping with U.S. Export Controls 

and Sanctions 2022 - The 

Enforcement Environment: 

Perspectives from the Authorities 

在職訓練 0.5小時 
Practising Law 
Institute 

Delia Poon 

LANG 
111/12/24 

Coping with U.S. Export Controls 

and Sanctions 2022 - Ethics 

Considerations in Trade Controls 

Practice 

在職訓練 1小時 
Practising Law 
Institute 

Delia Poon 

LANG 
111/12/24 

Blockchain and Digital Assets 2022:  

Key Issues for the Digital Future - 

DeFi: Decentralized Finance and 

the Future of Financial Services 

在職訓練 1小時 
Practising Law 
Institute 

Delia Poon 

LANG 

111/12/24 

New Developments in Climate 

Disaster Response & Resilience - 

Climate Solutions for a Better 

Tomorrow:  Environmental, Social, 

& Governance (ESG) Practices and 

Climate Change in the United 

States 

在職訓練 0.75小時 
Practising Law 
Institute 

Delia Poon 

LANG 

111/12/24 

New Developments in Climate 

Disaster Response & Resilience - 

Extreme Heat and Building 

Resiliency:  Supporting Vulnerable 

Communities Amid Devastating 

Climate Change 

在職訓練 1小時 
Practising Law 
Institute 

Delia Poon 

LANG 
111/12/31 

Blockchain and Digital Assets 2022: 

Key Issues for the Digital Future 
在職訓練 5.25小時 

Practising Law 
Institute 

八、 風險管理資訊。 

（一） 本公司為貫徹獨立監督機制，提升風險管理制度之完整性及透明度與提高風險衡量的準確

性，設置直接隸屬董事會之風險管理委員會，該委員會定期召開會議，以確保風險能有效

辨識、衡量、監控及報告；若遇偶發之緊急事件，風險管理委員會亦得隨時視情況召開。 

（二） 本公司針對市場風險、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作業風險與法律及其他風險訂定不同控管

方式，以掌握各類型之風險情況、風險事件發生之可能性、及風險發生時其負面衝擊的程

度等。董事會通過之內部控制制度中，針對運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全權委託投資資產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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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交易或投資訂有風險監控管理措施及會計處理事宜。該風險監控管理措施針對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及全權委託投資資產從事之交易或投資，分別衡量可能之各類型風險，並訂定控

管計畫。 

（三） 隨著國內投資管理產業所處的政策環境日趨複雜，需要特定的風險管理機制保障公司持續

穩定之發展，及時關注公司所面臨法律、政策環境的變化，以法律的視角和思維審視、分

析面臨的投資人、競爭同業、公共關係、主管機關、銷售通路等外部環境，以及人力資源、

財務、投資、決策等內部環境，將由本公司法令遵循部隨時依據不同環境中可能產生之法

律及其他相關問題制定相應的措施，以建立法律風險防範機制。 

九、 利害關係人之權利及關係。 

（一） 利害關係人之權利 

1. 本公司與往來銀行及投資人、員工或業務往來公司之利益相關者，均保持暢通之溝

通管道，並尊重、維護其應有之合法權益。當利害關係人之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

公司亦秉誠信原則妥適處理。 

2. 本公司建立與員工溝通管道，鼓勵員工與管理階層、董事或監察人直接進行溝通，

適度反映員工對公司經營及財務狀況或涉及員工利益重大決策之意見。 

（二） 利害關係人之關係 

1. 本公司之經理人未與關係企業之經理人互為兼任。 

2. 公司與關係企業間之人員、資產及財務之管理權責予以明確區隔。 

3. 本公司與其關係企業間有業務往來者，皆本於公平合理之原則，並於簽約事項中明

確訂定價格條件與支付方式，嚴禁利益輸送情事。 

4. 本公司利害關係企業，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第 76 頁。 

十、 對於法令規範資訊公開事項之詳細情形。 

（一） 本公司依照相關法令之規定申報所管理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資訊，並設立發言人，以確保

可能影響投資人及利害關係人決策之資訊，能夠及時允當揭露。 

（二） 本公司設有電子商務專責部門，透過網際網路之便捷性架設網站，建置本公司及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相關資訊，以利股東、投資人及利害關係人等參考。 

（三） 網站設有專人負責維護，所列資料詳實正確並定時更新，以避免有誤導之虞。 

十一、 公司治理之運作情形和公司本身訂定之公司治理守則及中華民國投信投顧公會證券投資信託

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之差距與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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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公司因單一法人股東之股東結構且非屬公開發行公司，股東會相關職權由董事會行

使並設置監察人，目前並無設置獨立董事或審計委員會。 

（二） 本公司辦理公司治理事項隨時注意國內與國際公司治理制度之發展，據以檢討改進公

司所建置之公司治理制度，以提昇公司治理成效。 

十二、 關係人交易相關資訊。 

詳見本公司最新財務報表之附註所述之關係人交易資料。 

十三、 其他公司治理之相關資訊 

基金經理人績效考核制度與酬金結構與制度之揭露 

（一） 基金經理人績效考核制度： 

1. 本公司績效考核制度及獎酬制度與架構將考量公司經營階層對未來證券市場整體

環境、公司過去與未來長期營運展望及預期風險之評估狀況，適時調整之。該制

度控管由總經理定期審視其合理性，且應依據基金經理人之個人績效、部門績效

及公司整體營運結果訂定考核目標，以避免基金經理人員為追求酬金而從事逾越

公司風險胃納之行為。經評估、審視有任何風險產生時，即應列於董事會議案中，

向董事會報告之。 

2. 基金經理人之績效考核項目設定依下列目標進行考核： 

(1) 基金績效：以基金年度績效為基礎而訂定各項目標。 

(2) 投資風險控制：以風險管理考量為基礎而訂定各項目標。 

(3) 法規遵循目標：以投資法規遵循、年度稽核結果進行考核。 

（二） 基金經理人酬金結構與制度： 

1. 基金經理人酬金結構分為每月月薪及年終獎金。如下表： 

 月薪 年終獎金 

發放依據 依據工作執掌內容、個人相關學經歷背景以

及市場薪資調查資料 

根據年度公司整體獲利狀況及個人績效考核

結果核定績效獎金 

發放方式 每月發放，每年六月及十二月各加發一個月。 每年一次 

2. 本公司全體正職同仁均享有離職金，依本公司離職金辦法辦理。 

（三） 本獎酬制度架構與政策經董事會核准後，於公開說明書公告之，其後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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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本基金信託契約與定型化契約條文對照表 

112年02月07日 安聯全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修正對照表 

條項 修訂後條文 條項 修訂前條文 說明 

第 十 四

條 

運用本基金投資證券及從事證券相

關商品交易之基本方針及範圍 

第 十 四

條 

運用本基金投資證券及從事證券

相關商品交易之基本方針及範圍 

 

第一項 

第三款 

符合金管會規定未達一定等級或未

經評等之債券，即非投資等級債券。 

第一項 

第三款 

符合金管會規定未達一定等級或

未經評等之債券，即高收益債券。 

配合金管會111年1月28

金 管 證 投 字 第

1100365698 號令 修正

有關投信基金投資外國

有價證券範圍，本基金信

託契約原使用之「高收益

債券」一詞調整為「非投

資等級債券」。 

第一項 

第六款 

前述所稱「金管會規定之信用評等

等級」及「中華民國境外」之國家

或地區別及「非投資等級債券」之

定義詳如公開說明書。本基金投資

之外國有價證券應符合金管會之限

制或禁止規定，如有關法令或相關

規定修改者，依修正後之規定。 

第一項 

第六款 

前述所稱「金管會規定之信用評等

等級」及「中華民國境外」之國家

或地區別及「高收益債券」之定義

詳如公開說明書。本基金投資之外

國有價證券應符合金管會之限制

或禁止規定，如有關法令或相關規

定修改者，依修正後之規定。 

配合金管會111年1月28

金 管 證 投 字 第

1100365698 號 令 修 正

有關投信基金投資外國

有價證券範圍，本基金信

託契約原使用之「高收益

債券」一詞調整為「非投

資等級債券」。 

第一項 

第八款 

投資於前述第(三)款非投資等級債

券之投資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

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如本基金原

持有之債券，因日後信用評等調

整，致本基金投資非投資等級債券

之比重不符合前述規定之比重限制

時，經理公司應於前開事由發生日

起三個月內採取適當處置，以符合

前述比重限制。 

第一項 

第八款 

投資於前述第(三)款高收益債券

之投資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

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如本基金原

持有之債券，因日後信用評等調

整，致本基金投資高收益債券之比

重 不 符 合 前 述 規 定 之 比 重 限 制

時，經理公司應於前開事由發生日

起三個月內採取適當處置，以符合

前述比重限制。 

配合金管會111年1月28

金 管 證 投 字 第

1100365698 號令 修正

有關投信基金投資外國

有價證券範圍，本基金信

託契約原使用之「高收益

債券」一詞調整為「非投

資等級債券」。 

第十項 本條第八項規定之限制，如因有關

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其規

定；另信用評等之限制規定，不適

用非投資等級債券。 

第十項 本條第八項規定之限制，如因有關

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其規

定；另，信用評等之限制規定，不

適用高收益債券。 

配合金管會111年1月28

金 管 證 投 字 第

1100365698 號令 修正

有關投信基金投資外國

有價證券範圍，本基金信

託契約原使用之「高收益

債券」一詞調整為「非投

資等級債券」。 

第 三 十通知及公告 第 三 十 通知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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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修訂後條文 條項 修訂前條文 說明 

一條 一條 

第二項 

第八款 

發生本契約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九）

款所訂之特殊情形而不受同條項第

（七）款原訂投資比例限制之情

事，及特殊情形結束後。 

 (新增) 配合開放式債券型基金

信託契約範本，爰增訂公

告事項，以下款次依序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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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基金運用狀況 (截至112年3月31日) 

 

一、 投資情形 

資產組合由於採四捨五入法，故其合計數可能有尾差。 

（一） 淨資產總額之組成項目、金額及比例 

資產項目 證券市

場名稱 

金額(新台

幣百萬元) 

比率 (%) 債券信評分布 證券市

場名稱 

金額(新臺

幣百萬元) 

比率(%) 

債券   252  81.64%  AAA  76 24.86% 

基金  17  5.61%  AA  42 13.47% 

銀行存款   32  10.30%  A  72 22.99% 

其他資產(扣除負債後)   8  2.45%  BBB  63 20.32% 

合計(淨資產總額)   309  100.00%  BB  0 0.00% 

    B  0 0.00% 

    CCC以下  0 0.00% 

    未評級  0 0.00% 

    流動資產及基金  56 18.36% 

（二） 投資單一股票金額占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一以上者 

無。 

（三） 投資單一債券金額占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一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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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投資單一基金受益憑證金額占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一以上者 

 

二、 投資績效 

（一） 最近十年度每單位淨值走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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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最近十年度各年度每受益權單位收益分配之金額 

年度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B類型(月配

息)-新臺幣 
0.1216 0.3534  0.4854 0.2926 0.2308 0.2304 0.2839 0.2817 0.2792 0.2612 

（三） 最近十年度各年度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年度報酬率 

 

（四） 公開說明書刊印日前一季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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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累計報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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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類型(累積) 0.3516 % -2.0190 % -3.1662 % -1.7135 % 0.1285 % 1.8009 % 
92年6月11日 

20.7464% 

B類型 

(月配息) 
0.3505 % -2.0150 % -3.1660 % -1.7197 % -0.0135 % 1.6561 % 

102年2月1日 

2.4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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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最近五年度各年度基金之費用率：依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規定本基金應負擔之費用總金額占平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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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淨資產價值之比率計算。 

年度 107  108  109  110  111  

費用率 0.98% 0.98% 0.99% 1.00% 1.00% 

註：費用率：指依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規定基金應負擔之費用（如：交易直接成本-手續費、交易稅：會計帳列支費用-經理費、保管費、

保證費及其他費用等）占平均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率。 

四、 最近二年度本基金之會計師查核報告、淨資產價值報告書、投資明細表、淨資產價值變動表及附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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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近年度及公開說明書刊印日前一季止，基金委託證券商買賣有價證券總金額前五名之證券商名稱、

支付該證券商手續費之金額。上開證券商為該基金之受益人者，應一併揭露其持有基金之受益權

單位數及比例：無。 

六、 基金信評：本基金無信評。 

七、 其他應揭露項目：無。 



【封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