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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公開說明書 
 

 
一、基金名稱：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

高風險債券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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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基金概況】壹、九之說明 
四、基金型態：開放式 
五、投資地區：國內、外 
六、計價幣別：新臺幣、美元、人民幣、澳幣及南非幣 
七、本次核准發行總面額：本基金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新臺幣貳佰億元。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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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佰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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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佰億元。 

八、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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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億個基準受益權單位； 
(二) 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拾億個基準受益權單位。 

九、保證機構名稱：無，本基金非保本型 
十、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名稱：聯博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十一、注意事項： 

(一) 本基金經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申報生效，惟不表示絕無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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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不適合無法承擔相關風險之投資人。基金經理公司以往之經理績效不保證基金
之最低投資收益；基金經理公司除盡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外，不負責本基金之盈虧，
亦不保證最低之收益，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本基金配息可能涉及本金，
投資人於申購時應謹慎考量。本基金進行配息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本基金最
近 12個月內配息組成相關資料已揭露於聯博投信網站。 

(二) 投資人投資以非投資等級債券為訴求之基金不宜占其投資組合過高之比重。基金非投
資等級債券之投資占顯著比重者，適合『能承受較高風險之非保守型』之投資人。 

(三) 投資於新興市場國家之風險一般較成熟市場高，也可能因匯率變動、流動性或政治經濟
等不確定因素，而導致投資組合淨值波動加劇。 

(四) 本基金之主要投資風險包括債券發行人違約之信用風險、利率變動之風險、流動性風險、
外匯管制及匯率變動之風險及政治、經濟風險。另本基金投資於非投資等級債券，此類
有價證券較易發生債券發行公司可能因發生財務危機等因素，無法依債券發行契約按
時支付債券利息或償還本金，致基金產生損失。又本基金最高可投資基金總資產 15%
於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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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適合能承受較高風險之非保守型投資
人，投資人宜斟酌個人風險承擔能力及資金可運用期間之長短後投資。本基金可能投資
於未達一定之信用評等或無信用評等之轉換公司債。有關本基金運用限制及投資風險
之揭露請詳見第 50頁至第 52頁及第 55頁至第 72頁之說明。 

(五) 匯率變動風險：本基金包含新臺幣、美元、人民幣、澳幣及南非幣計價類型，如投資人
以非本基金計價幣別之貨幣換匯後申購本基金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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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價與買價之差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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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目前無法自由兌換，且受到外匯管制及限制。另
人民幣為管制性貨幣，其流動性有限，相關的換匯作業亦可能產生較高的結匯成本。 

(六) 本基金承作衍生自信用相關金融商品交易(即信用違約交換(CDS) 及信用違約交換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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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S Index，如 CDX系列指數、iTraxx系列指數與 CMBX系列指數等)交易)，得為避
險操作目的為受信用保護的買方，另得為增加投資效率之目的，承作信用違約交換指數
(CDS Index，如 CDX系列指數、iTraxx系列指數與 CMBX系列指數等）交易。承作
衍生自信用相關商品固然可利用信用違約商品來避險或增加投資報酬，惟從事此類交
易可能存在交易對手的信用風險、流動性風險及市場風險，且縱使為避險操作亦無法完
全規避違約造成無法還本的損失以及必須承擔屆時賣方無法履約的風險，敬請投資人
留意。 

(七) 本基金最高可投資基金總資產 30%於具損失吸收能力債券 (含應急可轉換債券
(Contingent Convertible Bond, CoCo Bond)及具總損失吸收能力(Total Loss-Absorbing 
Capacity, TLAC)債券)，該類債券可能包括金融領域集中度風險、導致部分或全部債權
減記、息票取消、流動性風險、債權轉換股權等變動風險。詳細投資風險，請參閱本基
金公開說明書壹、伍、投資風險揭露之十九、其他投資標的或特定投資策略之風險。 

(八) 為避免因受益人短線交易頻繁，造成基金管理及交易成本增加，進而損及基金長期持有
之受益人之權益，並稀釋基金之獲利，本基金不歡迎受益人進行短線交易。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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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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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負責人及
其他曾在公開說明書上簽章者依法負責。 

(十一) 本基金投資無受存款保障、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機制之保障，投資人需自負盈
虧。 

(十二) 因基金交易所生紛爭，投資人可向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或財
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提出申訴。 

(十三) 基金買賣係以投資人之判斷為之，投資人應瞭解並承擔交易可能產生之損益，且最
大可能損失達原始金額。 

(十四) 查詢本公開說明書之網址：1.公開資訊觀測站：https://mops.twse.com.tw 
2.聯博投信：https://www.abfunds.com.tw     

 
聯博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刊印日期：中華民國一一二年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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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金相關機構及人員 
 
一、經理公司總公司： 

名稱：聯博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號 81樓及 81樓之 1 
網址：https://www.abfunds.com.tw 
電話：(02)8758-3888 
傳真：(02)8758-3951 
經理公司發言人 
姓名：龔俊誠 
職稱：執行副總經理   
電話：(02)8758-3843 
電子郵件信箱：benjamin.kung@AllianceBernstein.com 

二、基金保管機構 
名稱：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重慶南路 1段 30號 
電話：(02)2348-1111 
網址：https://www.firstbank.com.tw 

三、受託管理機構： 
※外滙兌換交易及匯率避險管理業務 
名稱：Brown Brothers Harriman & Co. 
地址：140 Broadway, New York, New York 10005 
電話：1 (212) 493-8500 
網址：www.bbh.com 

四、國外投資顧問公司 
名稱：聯博資產管理公司 (ALLIANCEBERNSTEIN L.P.) 
地址：501 Commerce Street Nashville TN 37203 
電話：1(212) 969-1000 
網址：https://www.AllianceBernstein.com 

五、國外受託保管機構： 
名稱：STATE STREET BANK AND TRUST COMPANY 
地址：One Lincoln Street, Boston, Massachusetts 02111,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網址：https://www.statestreet.com  
台北聯絡地址與電話： 
地址: 106 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207號 19樓 
電話: 02-2735-1200 

六、基金保證機構：無。 
七、受益憑證簽證機構：無 (本基金受益憑證採無實體發行，免辦理簽證)。 
八、受益憑證事務代理機構： 

名稱：美商道富銀行台北分公司 (State Street Bank and Trust Company, Taipei Office) 
地址：10675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207號 19樓 
電話：(02)2735-1200 
網址：https://www.statestreet.com 

封裡 

file://tsafssrv/dept/TSA_Legal_Compliance_Public/ABTL-Legal-Compliance-Public/Onshore%20Prospectus%20(%E5%85%AC%E9%96%8B%E8%AA%AA%E6%98%8E%E6%9B%B8%20-%20%E5%A2%83%E5%85%A7)/2016/2016_Q1_01_GHY_BBH/www.bbh.com
https://www.statestreet.com/
https://www.statestre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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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基金之財務報告簽證會計師 
會計師姓名：陳賢儀、林維琪會計師 
事務所名稱：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地址：台北市基隆路一段 333號 27樓 
電話：(02)2729-6666 
網址：https://www.pwc.com.tw 

十、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基金經信用評等機構評等者，信用評等機構之名稱、地

址、網址及電話：無。 
十一、公開說明書之陳列處所、分送方法及索取之方法： 

陳列處所：基金經理公司、基金保管機構及銷售機構 
分送方式：向經理公司索取者，經理公司將以郵寄或電子郵件傳輸方式分送投資

人 
索取方法：投資人可於營業時間內前往陳列處所索取或至下列網址查詢下載 

聯博投信 (https://www.abfunds.com.tw) 或公開資訊觀測站
(https://mops.twse.com.tw) 

 

https://www.pwc.com.tw/
https://mops.tws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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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概況】 
壹、基金簡介 

一、發行總面額 

本基金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新臺幣貳佰億元，最低為新臺幣參億元。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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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佰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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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佰億元。 

二、基準受益權單位、受益權單位總數及各類型受益權單位與基準受益權單位之換算比

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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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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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億個基準
受益權單位單位；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拾

億個基準受益權單位。 
(三)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與基準受益權單位之換算比率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 換算比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1:1 

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註) 1:45.5 

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註) 1:6.8  

澳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註) 1:34.7  

南非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註) 1:3.5 

(註)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與基準受益權單位之換算比率為 1:1 
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與基準受益權單位之換算比率，以美元計價受益權單

位面額按本基金成立日前一營業日依台北外滙經紀股份有限公司所取得新

臺幣與美元之收盤匯率換算為新臺幣後，除以基準受益權單位面額得出，

以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點第一位；美元以外之其他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與

基準受益權單位之換算比率，以該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面額按本基金成立

日前一營業日依彭博資訊系統(Bloomberg)該幣別與美元之收盤匯率換算為
美元，再依美元對新臺幣之收盤匯率換算為新臺幣後，除以基準受益權單

位面額得出，以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點第一位。  

 

本基金成立日之前一營業日為 106年 06月 27日，當日美元與新臺幣之收
盤兌換匯率為_30.3__；人民幣與新臺幣之收盤兌換匯率為_4.5___；澳幣
與新臺幣之收盤兌換匯率為_23.1___；南非幣與新臺幣之收盤兌換匯率為
_2.3___。 

三、每受益權單位面額 

每一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面額為新臺幣壹拾元；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每一受益權

單位面額均為該計價幣別壹拾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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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得否追加發行 

經理公司募集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後，於符合法令所規定之條件時，得辦理追加

募集。 

五、成立條件 

(一)本基金之成立條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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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足最低淨發行總面額新臺幣參

億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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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預定發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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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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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理公司應以分散風險、確保基金之安全為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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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依下列規範進行投資： 

(一)本基金投資於中華民國之有價證券為中華民國之政府公債、公司債(含次順位公
司債、無擔保公司債、承銷中公司債)、轉換公司債、交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
司債、金融債券(含次順位金融債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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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不動產證券化條例募集之不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經

金管會核准於我國境內募集發行之國際金融組織債券，以及債券型(含固定收益
型)、貨幣市場型基金受益憑證(含反向型 ETF及槓桿型 ETF)。 

(二)本基金投資之外國有價證券為： 

1.由外國國家或機構所保證或發行之債券(含政府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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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金融機構發行具損失吸收能力之債券 (含應急可轉換債券 (Contingent 
Convertible Bond, CoCo Bond)及具總損失吸收能力 (Total Loss-Absorbing 
Capacity, TLAC)債券)、符合美國 Rule 144A規定之債券)及本國企業赴海外發
行之公司債。 

2.於外國證券交易所及其他經金管會核准之外國店頭市場交易之債券型(含固
定收益型)、貨幣市場型基金受益憑證、基金股份、投資單位(含反向型 ETF及
槓桿型ETF)及追蹤、模擬或複製債券指數表現之ETF(Exchange Traded Fund)。 

3.經金管會核准或申報生效得募集及銷售之債券型(含固定收益型)、貨幣市場型
基金受益憑證、基金股份、投資單位。 

4.本基金預計投資之主要國家/地區，包含摩根大通亞洲信用指數(JPMorgan Asia 
Credit Index)、摩根大通新興市場全球分散債券指數(JPMorgan EMBI Global 
Diversified Index)及摩根大通新興市場企業債券多元分散指數 (JPMorgan 
CEMBI Broad Diversified Index)等指數之組成國家或地區，詳如【附錄四】，以
及日本、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英國、愛爾蘭、德國、法國、奧地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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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比利時、盧森堡、義大利、瑞士、希臘、西班牙、葡萄牙、芬蘭、瑞典、

挪威、丹麥、冰島、澤西島、開曼群島、英屬百慕達群島、模里西斯、英屬維

爾京群島、英屬馬恩島。 

(三)若暫停交易轉換公司債或債券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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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基本投資方針及範圍簡述 

經理公司應以分散風險、確保基金之安全，以誠信原則及專業經營方式，將本基金

投資於前述壹、八之有價證券。並依下列規範進行投資： 

(一)原則上，本基金自成立日起三個月後，整體債券投資組合之加權平均存續期間
在ㄧ年以上。自成立日起六個月後： 

1.投資於外國有價證券之總金額不低於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六十(含)； 

2.投資於「亞洲國家或地區之債券」總金額不得低於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
六十(含)，前述「亞洲國家或地區之債券」包括： 

(1)由亞洲國家或地區之政府所保證或發行之債券； 

(2)於亞洲國家或地區註冊或登記之機構所保證或發行之債券； 

(3)於亞洲國家或地區掛牌或交易之債券； 

(4)以亞洲國家或地區當地貨幣計價之債券；或 

(5)依據 Bloomberg 資訊系統顯示，該債券所承擔的國家風險(country of risk)為
亞洲國家或地區者。 

3.投資於「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之債券」總金額不得低於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
分之六十(含)，前述「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之債券」包括： 

(1)由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之政府所保證或發行之債券； 

(2)於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註冊或登記之機構所保證或發行之債券； 

(3)於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掛牌或交易之債券； 

(4)以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當地貨幣計價之債券；或 

(5)依據 Bloomberg 資訊系統顯示，該債券所承擔的國家風險(country of risk)為
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者。 

4.本基金可投資之「亞洲國家或地區」，係指日本及摩根大通亞洲信用指數
(JPMorgan Asia Credit Index)之組成國家或地區，前開摩根大通亞洲信用指數
(JPMorgan Asia Credit Index)之組成國家或地區詳如【附錄四】；本基金可投資之
「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係指摩根大通新興市場全球分散債券指數(JPMorgan 
EMBI Global Diversified Index)、摩根大通新興市場企業債券多元分散指數
(JPMorgan CEMBI Broad Diversified Index)或摩根大通亞洲信用指數(JPMorgan 
Asia Credit Index)等指數之組成國家或地區，前開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詳如【附
錄四】。 

(二)本基金得投資非投資等級債券，惟投資之非投資等級債券以第(一)款定義之新
興市場國家或地區之債券為限，且投資總金額不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

分之四十；本基金所投資債券之信用評等應符合金管會所規定之信用評等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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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惟投資於第(一)款定義之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之非投資等級債券時，不
在此限。 

(三)投資所在國家或地區之國家主權評等未達公開說明書所列信用評等機構評定等
級者，投資該國或地區之政府債券及其他債券總金額，不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

價值之百分之三十。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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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債券者，該債券即為投資等級債券。但如有關

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前述「非投資等級債券」之規定時，從其規定： 

1.政府公債：發行國家主權評等未達公開說明書所列信用評等機構評定等級。 

2.第 1目以外之債券：該債券之債務發行評等未達下述所列信用評等機構評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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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述所列信用評等機構評定達一定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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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述所

列信用評等機構評定達一定等級以上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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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述所列信用評等機構評
定等級或未經信用評等機構評等。 

前述信用評等機構及其評定等級如下： 

信用評等機構名稱 信用評等等級 

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 twBBB- 

澳洲商惠譽國際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BBB-(twn) 

Fitch, Inc. BBB- 

Moody’s Investor Services, Inc. Baa3 

Standard & Poor’s Rating Services BBB- 

(五)如因信用評等、成分國家或地區調整，致本基金整體資產投資組合不符合第(一)
款至第(三)款所定之比例限制者，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於事實發生後三個月內
採取適當處置，以符合第(一)款至第(三)款所定之比例限制。 

(六)本基金所投資之債券，不包括以國內有價證券、本國上市、上櫃公司於海外發
行之有價證券、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於海外發行之基金受益憑證、未經金管

會核准或申報生效得募集及銷售之境外基金為連結標的之連動型或結構型債券。 

(七)但依經理公司之專業判斷，在特殊情形下，為分散風險、確保基金安全之目的，
得不受前述投資比例之限制。所謂特殊情形，係指： 

1.本基金信託契約終止前一個月； 

2.任一或合計投資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二十(含)以上之投資所在國或地區
發生政治、經濟或社會情勢之重大變動、法令政策變更或有不可抗力情事，致

有影響該國或區域經濟發展及金融市場安定之虞等情形； 

3.任一或合計投資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二十(含)以上之投資所在國或地區
或中華民國因實施外匯管制導致無法匯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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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任一或合計投資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二十(含)以上之投資所在國或地區
發生該國貨幣單日兌美元匯率跌幅達百分之五者； 

(八)俟前款第 2、3、4 目特殊情形結束後三十個營業日內，經理公司應立即調整，
以符合第(三)款至第(五)款所訂投資比例限制。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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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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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經理公司得為避險目的，從事換匯、遠期外匯、換匯換利交易、新臺幣對外幣
間匯率選擇權、及一籃子外幣間匯率避險等交易(Proxy hedge) (含換匯、遠期外
匯、換匯換利及匯率選擇權)或其他經金管會核准交易之證券相關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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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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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經理公司得為避險操作或增加投資效率之目的，運用本基金從事衍生自債券、
債券指數、利率之期貨、選擇權、利率交換及 TBA (To Be Announced)等證券相
關商品之交易；另經理公司亦得為避險操作之目的，運用本基金資產從事衍生

自貨幣之期貨或選擇權交易，或為增加投資效率之目的，運用本基金資產從事

衍生自貨幣之匯率遠期交易(含無本金遠期交易)或匯率交換交易，但從事前開
證券相關商品交易均須符合金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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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金管會所訂之相關規定。 

(十二)經理公司從事衍生自信用相關金融商品交易應遵守下列規定，惟如有關法令另
有規定或修正者，從其規定： 

1. 本基金承作衍生自信用相關金融商品交易（即信用違約交換(CDS)及信用違約
交換指數(CDS Index，如 CDX系列指數、iTraxx系列指數與 CMBX系列指數
等)交易），得為避險操作目的作為信用保護的買方。 

2.本基金得為增加投資效率之目的，承作信用違約交換指數(CDS Index，如 CDX
系列指數、iTraxx系列指數與 CMBX系列指數等)交易。 

3.與經理公司從事衍生自信用相關金融商品交易之交易對手，除不得為經理公
司之利害關係人外，如該交易係於店頭市場且未經第三方結算機構方式為之

者，並應符合下列任一信用評等機構評定之長期發行人信用評等等級： 

(1)經 Standard & Poor's Corporation 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BBB-級（含）
以上，短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A-3級（含）以上者；或 

(2)經Moody's Investors Service 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Baa3 級（含）以
上，短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P-3 級（含）以上者；或 

(3)經 Fitch Ratings Ltd. 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BBB-級（含）以上，短期
債務信用評等達 F3 級（含）以上者：或 

(4)經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twBBB-級（含）
以上，短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twA-3級（含）以上者；或 

(5)經澳洲商惠譽國際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評定，長期債務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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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等達 BBB-（twn）級（含）以上，短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F3（twn）級（含）
以上者。 

【有關本基金投資於由金融機構所發行具損失吸收能力之債券（含應急可轉換債

券( Contingent Convertible Bond, CoCo Bond ) 及具總損失吸收能力債券(Total 
Loss-Absorbing Capacity, TLAC)）之特別說明事項】 
1.由金融機構所發行具損失吸收能力債券（含應急可轉換債券 (Contingent 
Convertible Bond, CoCo Bond) 及具總損失吸收能力債券(Total Loss-Absorbing 
Capacity, TLAC)）之債券類型 

2008年金融海嘯後，2010年出版的巴塞爾協定 III（Basel III）提高對銀行的資本
要求。相關法規要求銀行需建立並維持最低要求的股權資本結構以做為吸收損失

時的第一道防線，然後在此基礎上，建立屬於資本結構的債券部位，即應急可轉

換債券(CoCo 債券)的部份，其發行主體為各國銀行，為具備「內部紓困」（bail-
in）功能的資本結構的債券。其原理是以債券契約事先定義的最低資本適足率水
平做為無法存續觸發點（Point of Non-Viability(PoNV)；PoNV指的是當監管機關
認為發行銀行除非接受公眾救助或者讓債權人承擔損失，否則將無法持續經營），

意即當銀行資本適足率低於該最低要求水平時，或者當主管機關權衡決定發行機

構已達到無法繼續經營情況時，CoCo 債券將被強制性地轉換成普通股，或者是
透過減損該債券全部或部分之債券本金，來降低銀行的負債比率、提高資本充足

率，達到內部紓困之目的。根據 Basel Ⅲ規定，CoCo 債券之本金可視其發行目
的及觸發門檻之高低，而分別列入第二類資本(Tier 2)債券或額外第一類資本(AT1)
債券。 
◎ Tier 2債券：係次於主順位之無擔保債券。最初源於 1980年代為滿足總資本
要求之監管資本目的而產生。此類債券通常具有固定到期日(通常為“長天期次
順位債”)，在某些結構中，於最後到期日前五年附有發行人可買回權，主要因
此類債券在到期前五年將每年遞減 20%的合格資本資格。Tier 2 債券通常在
“已破產”的基礎上，其吸收損失順位先於存款及一般債權。 

◎ AT1 債券：係無到期日之合格資本工具，受償順位次於 Tier 2 且僅優於股權
（ CET1 ），具有傳統債務（固定期限/可買回、事先訂定固定或浮動票息、
可抵稅）及股權特色（無到期日、自主分配），因此有時被稱為“混合工具”
（ “hybrid instruments”）。有時此類債券亦被稱為“CoCos”或應急可轉換債券，
反映部分 AT1 可以根據合格 CET1 的某些觸發水平或銀行所謂的無法存續觸
發點轉換股權。更廣泛地說，AT1s透過轉換為股權，於發行人觸發特定 CET1
水平時，永久減記或暫時減記以吸收損失，但於銀行價值回復時，亦存在潛在

的可能性收回損失。 雖然 AT1無到期日，但附有發行人可買回條件（發行後
至少五年），在監管機構批准下，發行銀行可買回債券。儘管在此一狀況下銀

行仍需要用 CET1 或新發行 AT1 取代買回債券，然而發行銀行可於買回日，
透過新發行以參考利率重置利率，或將票息切換至固定票息或浮動票息。銀行

亦可以根據買回日之參考利率評估新的 AT1 發行利率，決定採行買回或等待
下一次買回日，期間可能係每季、每年或此後每 5-10年一次，依其發行條件
而定。 AT1的另一個特點是當發行人違反觸發 CET1水平時，或者事先所約
定的“可用可分配項目” （ADI; available distributable items） 不足時，在主管
機關建議下，發行人可“遞延”票息，因其票息為非累積故實際上意味著取消票
息。 一般來說，雖此一特點可使銀行在壓力時期下“持續經營”，但考量對未
來資金成本及可再融資性的威脅，迄今取消其 AT1 息票的案例仍為少數。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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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AT1資本可在銀行持續經營的基礎上吸收損失，允許銀行繼續營運而免於
被迫清算。 

 
金融穩定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FSB）於 2015年引入了總損失吸
收能力（ TLAC ）的監管概念，針對“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或“G-SIB”（Global 
Systemically Important Banks; FSB每年列出此類銀行約 30家左右），正式地把
某些債券指定為銀行清算期間可用以吸收損失的債券，使銀行能夠進行資本

重組，以便在清算過程中繼續履行關鍵職能。此類債券包括主順位非優先（SNP; 
Senior Non-Preferred ）債券、如前述的有到期日的次順位債券（ 第二類資本：
Tier 2）、和額外第一類資本債券（Additional Tier 1；AT1 ）的可贖回無到期日
債券。TLAC框架的初衷是建立新的損失吸收層，以實現在巴塞爾資本工具不
足以吸收損失時，通過 TLAC 債務工具減記或轉股來實現「內部紓困」（bail-
in）而非請求「外部援助」（bail-out）。 
TLAC 概念在理論上僅適用於“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或“G-SIB”，個別國家或
地區的監管機構亦將此概念應用於其“國內系統重要性銀行”（ D-SIB ），例如
歐洲對自有資金和合格負債最低要求的“MREL”概念（minimum requirement 
for own funds and eligible liabilities）。 
TLAC 與 Basel III 在合格工具構成、最低資本適足率要求、槓桿率、吸收損
失順位、適用監管對象等方面具有差異性。合格 TLAC 工具（TLAC-eligible 
instruments）除 Basel III 認可的受監管資本外，還包含有符合 TLAC 要求的
非資本類債務工具。巴塞爾協定引入 TLAC 債務工具後的銀行破產償付順序
爲：存款、一般債券、符合 TLAC 要求的非資本類債務工具、第二類資本、
額外第一類資本、普通股權益第一類資本。這種清償順序安排，使得 TLAC 
債務工具既能體現損失吸收能力，又不會影響到一般債權人的利益。 
根據 TLAC 工具受償順序，各國落實 TLAC 要求主要有三種模式：一是法
定式受償順序，即法律規定受償順序次於處置實體資產負債表上所有非 
TLAC 負債；二是合約式受償順序，即發行條件約定受償順序次於其他資產
負債表上所有非 TLAC 負債；三是結構性受償順序，即由 G-SIBs 的控股公
司發行，其資產負債表中不存在受償順序等同或次於 TLAC 工具的負債。 
此外，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在最低資本要求之外，額外規定最低 TLAC 要
求。最低資本要求係指” 普通股權益第一類資本”（由“Tier 1普通股”（股權或
“CET1”）及 AT1組成）和“總資本”（由 Tier 1及 Tier 2組成）作為銀行風險
加權資產（RWA）比例最低水平。 
FSB 列出排除於 TLAC 之外的負債包括：存款、衍生性商品、結構性票據、
稅務負債、優先於優先順位無擔保債權人的負債、被排除於紓困之外之債務、

或清算機構無法減記或轉換為股權之債務而有無法有效賠償或法律挑戰成功

的重大風險的任何負債。 雖然在某些司法管轄區，優先順位債券可被視為與
其中一些被排除在外的負債具同等順位，至少在破產順位排名方面，FSB 允
許一定額度（最高 2.5%的 RWA）可階段性計入 TLAC。儘管如此，銀行的大
部分 TLAC要求都經由發行 SNP、Tier 2及 AT1債務達成要求。 
◎主順位非優先（ SNP ）債券（在某些市場中有時稱為“TLAC債務”）：為次於
主順位優先債務的無擔保債券。其發行條件以無擔保、具有到期日、且於到期

前持有人不能贖回，儘管在某些情況下，發行人於到期日前一年可買回此債

務，因合格 TLAC 需符合達到剩餘到期年限至少一年之條件。通常此種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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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債務是由銀行的“營運公司”（ operating company ）在合約或法定基礎上發
行，或由銀行的“控股公司”在結構基礎上發行。 

◎ Tier 2債券：如前述。 
◎ AT1債券：如前述。 

 
下圖為歐洲銀行所發行之 CoCo債券，近幾年 AT1發行量遠高於 T2。 

 
資料來源：The Association for Financial Markets in Europe (AFME) 

 
下圖為歐洲銀行所發行 CoCo債券之損失吸收機制分佈情形，近幾年本金減損類
型所占發行比重普遍較強制轉換普通股類型之比重為高。 

 
資料來源：The Association for Financial Markets in Europe (AFME) 

 
2. 商品特性釋例 
釋例一：A銀行發行 AT1類型之 CoCo債，無到期日次順位，票面利率 6.25%，
發行人於發行日後十年可買回，觸發條件為 CET1 ratio <5.125%，損失吸收方式
為永久性減損。 
假設基金投資 100美元至此債券，發行人每年支付 6.25%之利息，則基金每年可
收取 6.25美元；假定五年後發行人觸發 CET1 ratio <5.125%條件，此債券被迫減
少 50%之本金，則五年後基金持有之總額為 50 美元(本金)＋31.25 美元(債息)＝
81.25美元。基金所要承擔的損失為此債券減損之本金比例。 

 
釋例二：B銀行發行 AT1類型之 CoCo債，無到期日次順位，票面利率 6%，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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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於發行日後第八年可贖回，觸發條件為 CET1 ratio <7.00%，損失吸收方式為
股權轉換。  
假設基金投資 100 美元至此債券，發行人每年支付 6%之利息，則基金每年可收
取 6美元；假定五年後發行人觸發 CET1 ratio <7.00%條件，此債券被迫轉換 B銀
行普通股，則五年後基金持有之總額為轉換後普通股市值＋30美元(債息)。基金
所要承擔的損失為轉換後普通股市值之可能跌價損失。 

 
3.主要投資風險：詳【基金概況】、伍、投資風險揭露。 

 

【有關本基金承作衍生自信用之相關金融商品交易之控管措施及投資釋例】 

1. 衍生自信用之相關金融商品有許多不同之形式，通常用以做為信用風險移轉之工
具。常見且市場流通性較佳的衍生自信用之金融商品，包括信用違約交換（Credit 
Default Swaps；CDS）、信用違約交換指數（CDS Index，例如 CDX、 iTraxx與
CMBX）、信用選擇權（Credit Options）等，相關定義說明如下： 

(1) 定義 (信用違約交換，CDS) 

 信用違約交換（Credit Default Swaps；CDS）：信用違約交換合約用於將標
的債券之信用風險，自信用保護買方移轉至信用保護賣方。信用保護買方向

賣方支付一定金額之費用，並於發生違約、信用評等調降、或其他負面信用

事件時，由賣方補償買方就標的資產的損失。 

 信用違約交換費用（信用違約交換利差）：信用保護買方按季向賣方支付之
費用。利差依據標的資產名目價值之百分比計算。違約風險越高之債券，買

方需支付之信用違約交換利差越高，違約風險可分為信用違約交換合約之存

續期間，與債券發行機構或債券本身之信用風險。 

例如：X債券與 Y債券擁有相同存續期。發行機構 X之信用評等為 AA，發
行機構 Y則為 BB。X債券之信用違約交換利差可能每年為 10個基本
點，而 Y債券利差則為每年 50個基本點。 

印尼美元計價五年期政府公債價格以及印尼五年期主權信用違約交換

利差之走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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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信用違約交換合約存續期間未發生負面信用事件，信用保護賣方所得之

獲利將為：利差 × 標的資產名目價值 × 信用違約交換合約存續期（年） 

例如：A銀行以 Y債券為標的資產，銷售價值 1000萬元之信用保護，每年
利差為 50個基點(每個基本點為 0.01%)，存續期 10年。倘若未發生信
用事件，A銀行獲利為：0.005 × 1000萬 × 10 ＝ 50萬元 

 
信用事件：信用事件包括信用違約交換合約所定義之違約事件，以及信用

評等的調降、債務重整、破產、或其他的負面信用事件。一般債券之信用

事件發生後，信用保護賣方需透過實體交割或現金結算之方式，就標的資

產之損失擇一支付給信用保護買方；而針對房貸抵押債券類別之信用違約

交換，則以現收現付制進行。分別說明如下： 

A. 實體交割：信用保護買方將受信用事件影響之標的資產移轉至賣方，並
由賣方支付該資產到期之面額價值。 

例如：X機構發生債務違約，導致 X債券之市值僅剩面額之 8%。假設投
資人持有 10,000張 X債券（每張面額 1000元），並擁有價值 1000
萬元之信用違約交換合約，該名投資人可將 X債券（目前市價僅剩
80萬元）轉移給信用保護賣方，並獲得賣方全額支付面額價值
（1000萬元）。 

 
 
 

信用保護 

買方 
信用保護 

賣方 

每年按季 

支付 X基點 

信用違約交換（未違約） 

標的債券 

 

 

 

 

債券實體交割 

信用違約交換（發生違約） 

標的債券 

支付債券面額 

信用保護 

買方 
信用保護 

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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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現金結算：信用保護賣方向買方支付債券面額與市價之差價。信用保護
買方無須實際持有標的債券，在此情形下現金結算為唯一結算方式。 

例如：B基金以前述之 X債券作為標的資產，購入價值 1000萬元之信用
保護，但未實際持有 X債券。在上述案例中，信用保護賣方需支付
B基金 920萬元（1000萬元面額減去 80萬元市值）。 

C. 現收現付(pay-as-you-go)制信用違約交換：針對房貸抵押債券類別之信
用違約交換，其信用風險之交換採現收現付制進行，有別於前述針對一

般債券之信用違約交換合約在其信用事件發生時即告終止，並逕進入現

金結算或債券交割之程序；房貸抵押債券之信用事件，通常僅發生於其

房貸池中一部份房貸之利息或本金的短收，而池中其他部份之房貸其還

本付息仍按時正常進行，透過現收現付制之合約設計，原信用違約交換

合約仍將持續有效，而僅就已發生違約之房貸部份進行賠付。 

現收現付制之信用違約交換合約中，信用保護買方按月向賣方支付保險

費用，而信用保護賣方則按月將該房貸抵押債券之房貸池所實際發生之

信用事件，包括利息短收的部份(以約定保費金額為上限)以及本金短收
及壞帳打銷的部份之理賠金支付給信用保護之買方；若賣方原已賠付之

短收之利息及本金於嗣後有所回復(recovered)，則信用保護之買方再將
先前自賣方針對該短收部份所收取之理賠金返還給賣方。 

 
現收現付(pay-as-you-go)制信用違約交換 

 
 

 
 
 
 
 
 

 
 
 

(2) 定義 (信用違約交換指數，CDS Index) 

 信用違約交換指數：信用違約交換指數（下稱“CDS指數”）係用於衡量特
定族群之信用違約交換合約報價（費用）之整體表現。投資人可據此針對

一籃子信用違約交換合約可能面臨之違約風險購入信用保護。信用違約交

換指數系列包含 CDX系列指數、iTraxx系列指數與 CMBX系列指數： 

iTraxx：Markit iTraxx 指數乃以已定義之規則為基礎所編纂，其成分乃由
歐洲、亞洲、中東地區以及非洲等地市場上最具流動性之成分合約所組

成。成分合約之選取規則有助於確保指數之可複製性，並足以代表市場上

最流動，最常交易之合約之市況。範例如下： 

 賣方支付房貸池中利息短收的部份
(不超過保費 X基點) 

 賣方支付房貸池中本金短收及打銷
的部份 

 

 

 

 

 

 

信用保護

買方 

 

標的房貸抵押債券 

 

 

 

 

 

信用保護

賣方 

 

按月支付 X基點  

買方支付先前房貸抵押債券短收之利息

與短收/打銷之本金有所回復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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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 系列 版本 
天

期 
票息 到期日 價格 利差 

MARKIT ITRX 
ASIAXJ IG 06/25 

33 1 5 
YR 

100 6/20/2025 99.94  101.25 

MARKIT ITRX 
AUSTRALIA 06/25 

33 1 5 
YR 

100 6/20/2025 99.89  100.18  

MARKIT ITRX 
EUR SNR FIN 

06/25 

33 1 5 
YR 

100 6/20/2025 100.76  83.92  

MARKIT ITRX 
EUR SUB FIN 

06/25 

33 1 5 
YR 

100 6/20/2025 96.03  177.42  

MARKIT ITRX 
EUR XOVER 06/25 

33 1 5 
YR 

500 6/20/2025 102.87  433.62 

MARKIT ITRX 
EUROPE 06/25 

33 1 5 
YR 

100 6/20/2025 101.42  71.64 

MARKIT ITRX 
JAPAN 06/25 

33 1 5 
YR 

100 6/20/2025 101.53  69.50 

資料來源：Bloomberg, 2020年 5月 28日 
 
CDX：Markit CDX指數則涵蓋多重族群，最具代表性者包括Markit CDX 北美投資等
級、Markit CDX 北美非投資等級、Markit CDX 新興市場等系列指數。範例如下： 

指數 系列 版本 天期 
票

息 
到期日 價格 利差 

MARKIT 
CDX.EM.33 

06/25 

33 1 5 
YR 

100 6/20/2025 91.22  290.23 

MARKIT 
CDX.NA.HY.34 

06/25* 

34 1 5 
YR 

500 6/20/2025 97.50  559.93 

MARKIT 
CDX.NA.IG.34 

06/25 

34 1 5 
YR 

100 6/20/2025 101.04  78.94 

資料來源：Bloomberg, 2020年 5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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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BX: Markit CMBX系列指數中之每一個指數均依其信用等級的設定，由 25個當期
最具代表性之商用房貸抵押貸款池中相對應信評等級之商用房貸抵押債券為參照之信

用違約交換以等比例加以組成，足以代表當期相對應之商用房貸抵押債券市場之市

況。範例如下： 
 

指數 系列 版本 天期 
票

息 

法定 

最終到期

日 
價格 利差 

MARKIT 
CMBX.NA.AS.13 

13 1 5 
YR 

100 12/16/2072 87.60 252.08 

MARKIT 
CMBX.NA.BBB-.13 

13 1 5 
YR 

300 12/16/2072 69.44 765.79 

MARKIT 
CMBX.NA.AA.13 

13 1 5 
YR 

150 12/16/2072 82.40 377.85 

MARKIT 
CMBX.NA.A.13 

13 1 5 
YR 

200 12/16/2072 80.00 469.23 

MARKIT 
CMBX.NA.AAA.13 

13 1 5 
YR 

50 12/16/2072 98.10 71.55 

MARKIT 
CMBX.NA.BB.13 

13 1 5 
YR 

500 12/16/2072 54.30 1383.98 

資料來源：Bloomberg, 2020年 5月 28日 

 

信用違約交換指數之組成與維持：針對一般債券之信用違約交換指數，指

數編製公司將參與該指數的交易商列於 CDS 名單中，並將其中流動性最
佳的合約以平均市價納入指數中。每個指數選定組成的合約之後，將維持

固定不變，僅有發生違約的合約會被剔除；而針對房貸抵押債券之信用違

約交換指數，指數編製公司則依其事先定義之篩選標準選定當期最具代表

性之 25個房貸抵押貸款池，並依其各池中相對應信評等級之房貸抵押債
券組成該等級之信用違約交換指數。組成選定後將維持固定不變，而當違

約事件發生時，則依現收現付(pay-as-you-go)的原則，就實際發生利息短
收及本金短收與減損的部份加以賠付，並將本金打銷部份加以減除。指數

編製公司於每六個月重新調整權重，編製新系列指數 (序號為 1~N)；而各
指數系列可包含三、五、七、十年期之信用違約交換合約。 

 

信用違約交換指數之組成與維持：指數編製公司將參與該指數的交易商列

於 CDS 名單中，並將其中流動性最佳的合約以平均市價納入指數中。每
個指數選定組成的合約之後，將維持固定不變，僅有發生違約的合約會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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剔除。指數編製公司於每六個月重新調整權重，編製新系列指數 (序號為
1~N)；而各指數系列可包含三、五、七、十年期之信用違約交換合約。 
 

2. 為避險操作之目的從事衍生自信用之相關金融商品交易之投資釋例: 
(1) 信用違約交換指數皆為標準化證券商品，因此流動性高於透過店頭市場進行

交易之個別信用違約交換合約。 
(2) 此類指數除了用於投資人保護其所面臨違約風險之參考指標外，就債券型基

金而言，對於其所投資之債券，亦可在其所屬之債券市場面臨大幅波動風險

時做為有效的避險工具。例如：投資組合將把一定之部位於投資於亞洲信用

債券市場，則該特定部位其所面臨的主要風險即為亞洲信用債券市場之信用

風險，該特定部位之績效表現和由一組與亞洲信用債券市場相關的 CDS所
組成的 iTraxx Asia ex Japan IG指數之指數變化具有顯著之高度相關的特性。
因此，當亞洲信用債券市場呈現大幅波動之際，本基金投資於亞洲信用債券

市場之特定部位其所面臨之價格的波動風險將對基金之績效表現造成衝擊，

則該特定部位便可以運用此一 iTraxx Asia ex Japan IG指數做為有效之避險工
具。 

(3) 下圖即為亞洲信用債券市場(以 JP Morgan JACI亞洲信用指數為例)之信用利
差變化與 iTraxx Asia ex Japan IG指數信用利差變化的相關性說明: 
 
 

亞洲信用債券市場信用利差變化(黑線)與 iTraxx Asia ex Japan IG指數(粉紅線) 

 
資料來源: Bloomberg,  2020年 5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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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信用債券市場信用利差變化與 iTraxx Asia ex Japan IG指數之回歸分析 

 
資料來源: Bloomberg, 2020年 5月 28日 

3. 為增加投資效率之目的從事 CDS Index(如 CDX 系列指數、iTraxx 系列指數與
CMBX系列指數等）交易之投資釋例及是類交易對基金績效之可能影響： 
(1) 以本基金為例，本基金可藉由將部分資金佈局於美國公債並搭配擔任 iTraxx 

Asia ex Japan IG信用違約交換指數之賣方，達到維持基金較佳流動性，因應
短期之資本流動，同時參與新興亞洲信用債券市場投資，並獲取相當於直接投

資新興亞洲債券收益的投資成果。茲說明如下： 

本基金主要投資於以美元計價之新興亞洲信用債券，參與新興亞洲債券市場

之投資機會，獲取投資債券之收益，亦同時承擔新興亞洲債券市場的信用風

險。因此，本基金的每單位淨資產價值變化，將與可代表新興亞洲債券市場的

iTraxx Asia ex Japan IG信用違約交換指數*之變化具高度相關性。 

*iTraxx Asia ex Japan IG信用違約交換指數即Markit 集團的 iTraxx亞洲(日
本除外)投資級信用違約交換指數，由 40檔在該區域市場中符合條件之CDS
所組成。 

A. 將本基金部分比重之資金投資於美國公債等具備高度流動性之資產，並以
相等金額做為名目本金，作為 iTraxx Asia ex Japan IG信用違約交換指數信
用保護之賣方，將可保持基金較高之流動性，並同時參與新興亞洲債券市

場之投資機會。 
茲以 JP Morgan亞洲信用指數 AA等級之表現 (如下圖藍線)為例，該指數
表現可代表新興亞洲債券市場 AA等級債券之投資表現，與上述(1)投資方
式之整體報酬比較 (如下圖區塊)，在 2015年 12月至 2020年 4月期間，
二種投資方式所獲得的總報酬結果類似，二者變動的相關係數高達 0.85。
同時，採用上述投資方式，基金若遇大量申購贖回情形時，可藉由調節公

債部位迅速支應，並在流動性較佳的信用違約交換市場反向解除相對應之

市場風險部位，而不需被迫以較高之交易成本出售基金其他債券部位，故

能夠在維持基金整體較佳的流動性之下，兼顧基金投資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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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種投資策略之報酬率相近 

 
資料來源: Bloomberg, 2015年 12月~2020年 4月，聯博投信整理。 
 
 

B. 運用上述投資策略所獲取的收益，相當於直接投資新興亞洲債券市場之收
益水準。 
以 JP Morgan亞洲信用指數 AA等級之收益率 (收益率在此以到期殖利率
YTM，Yield to Maturity衡量，如下圖藍線)，代表新興亞洲債券市場 AA
等級債券之收益率，與上述(1)投資方式之整體收益率比較 (如下圖區
塊)，在 2015年 12月至 2020年 4月期間，二種投資策略所獲得的收益率
在多數時期相當接近。 

 

二種投資策略之收益率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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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關風險： 
A. 市場風險： 

做為 CDS 或 CDS 指數信用保護之買方，其本質相當於售出該相關之個別債
券或一籃子指數成份信用債券之信用價值，亦即信用債券減去相對應無風險

公債之後的價值，以達到降低信用風險部位之避險效果。其主要之曝險為該個

別債券或一籃子指數所代表之信用債券市場上漲之風險，而其所承作之 CDS
與 CDS指數合約之名目金額的市場價值，即為其對該信用債券市場上漲風險
的曝險金額。 

反之，若為增加投資效率而做為 CDS指數信用保護之賣方，其本質相當於買
進該相關之一籃子指數成份信用債券之信用價值，亦即一籃子信用債券減去

其相對應無風險公債之後的價值，達到參與信用風險部位之投資效果。其主要

之曝險為該一籃子指數所代表之信用債券市場下跌之風險，而其所承作之

CDS 指數合約之名目金額的市場價值，即為其對該信用債券市場下跌風險的
曝險金額。 

CDS 指數成份中之個別信用發生違約的狀況時，該已違約之個別信用債券將
自指數成份中被剔除，並進入拍賣之程序以決定其最終之回復價值。信用保護

之賣方則依該個別信用債券原本在 CDS指數中所佔之比重，將此個別信用債
券之面額與回復價值之間的差額支付于信用保護之買方。由於個別信用債券

在接近違約狀態之前，其信用價值之減損(或其信用保護之費用的陡增) 已反
應在 CDS指數之合約價值的計算當中，故個別信用債券在實際發違約狀況之
時，其對 CDS指數合約整體價值之衝擊，其實已大致反應在 CDS指數每天的
評價當中，反應該指數所代表之信用債券市場之市場風險。 

從事 CDS 與 CDS 指數信用保護之買方之目的，乃在於規避基金部位中相對
應之信用部位之下檔風險；反之，為增加投資效率而做為 CDS指數信用保護
之賣方，其目的乃在於建立相對應之信用市場部位以達成投資效果。因此，對

於以避險為目的之參與者而言，其所從事之 CDS或 CDS指數合約，是否適切
反應其實際上所欲規避之個別標的信用債券或信用債券市場之走勢變化，或

對於以增加投資效率為目的之參與者而言，其所從事之 CDS指數合約，是否
適切反應其實際上所欲參與之信用債券市場之走勢變化，亦為市場風險管理

的重點之一。 

B. 流動性風險： 

由於 CDS與 CDS指數之信用保護價格(即交換利差)，其市場報價為買賣雙向
報價，買方與賣方報價之間之利差，換算成價格後之買賣報價價差，即為該

CDS與 CDS指數之交易成本，反應其交易市場之流動性。交易成本越低，其
市場交易之流動性越佳。 

此外，CDS 指數通常在每半年會進行指數成份之調整，更新成為新的指數系
列，並重設新系列之到期日。在 CDS指數的各系列當中，通常最新系列之指
數具有最佳之交易量(即最佳之流動性)；因此，基金經理人多半會隨著 CDS指
數系列之更新而進行轉倉，以維持較佳之流動性。 

C. 交易對手風險： 

在從事非透過結算所結算之 CDS 與 CDS 指數交易時，其交易慣例為透過與
個別交易對手進行雙邊議價交易(Over-The-Counter transaction)，該類交易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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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高之交易對手違約風險。在實務上，為了降低此種交易對手違約風險之疑

慮，交易雙方均會先簽立由國際交換暨衍生性商品交易協會所規範的 ISDA契
約，並議定 ISDA契約裡的信用支持附件(CSA, Credit Support Annex)，約定交
易相關之保護以及相關後續法律追償程序。 

目前已有越來越多的 CDS指數採用由結算所提供交易結算之服務。相較於個
別雙邊議價交易，由結算所結算交割之 CDS指數，能提供較完善且一致之結
算交割與保證金管理之規範，因此透過簽訂結算合約(Clearing Agreement)，進
行於結算所結算交割之 CDS指數交易，將可大幅降低管理交易對手違約風險
方面的複雜度。 

結算所結算之交換合約發展趨勢：在美國，自 2013年以來幾乎所有的衍生性
金融商品交換合約均已透過結算所 (如 LCH, CME, ICE 三大結算所等) 結算
交割，該種交易模式亦被公認為最佳交易模式。 

相較於傳統透過 ISDA，以雙邊交易合約方式所締結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換合
約，其交割風險來自於每一個交易對手之信用風險，然而透過結算所結算交割

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換合約，其合約損益與保證金均透過結算所結算與執行。

因此，透過結算所結算交割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換合約，無論交易對手為何，

基金所主要面臨之交割風險均為該結算所。 

惟基金並非結算所之會員，因此必須透過具備結算所會員資格之結算經紀商，

與之簽訂結算合約，由其代表基金於結算所進行結算，因此該結算經紀商之信

用風險，亦為基金透過結算所結算交割之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換合約時，將

面臨主要交割風險來源之一。 

由於結算所有其完整之保證金計算與追繳等相關之管理機制，其對所屬之結

算所會員之管理與會員違約保證金之提撥等亦有系統地執行，另外，若評估結

算經紀商之信用有惡化之疑慮，亦可將結算所內之交易結算權利義務轉換至

其旗下之其他結算所會員，而不必結清已進行中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換合約。

相形之下，透過結算所結算交割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換合約之交易透明度與

安全性，均遠優於傳統透過 ISDA而以雙邊交易合約方式之交易模式。因此若
基金優先採用透過結算所結算交割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換合約，交易對手之

信用風險對於交易之本身的影響性將可大幅降低。 

4. 對基金績效之可能影響 
為增加投資組合管理效率之目的從事 CDS指數交易時，該等 CDS指數之部位將
逐日為基金提供其所相對應市場之信用利差之收益貢獻，同時基金亦將受該 CDS
指數所相對應之信用市場本身市場價值變動所影響：當其市場價值上升時，所持

有之 CDS指數部位其市價評價亦將上升，進而對基金淨值產生正向之貢獻；反之
當其市場價值下跌時，所持有之 CDS指數部位其市價評價亦將下跌，進而對基金
淨值產生負向之影響。 

5. 衍生性信用相關金融商品交易之控管措施: 

(1) 市場風險控管 
本基金將控管 CDS指數合約之名目金額於符合法令規範比重範圍之內。針對
以增加投資組合管理效率之目的所從事之 CDS指數交易，本基金將透過停損/
停利機制之設立來控管市場風險。本基金在設定及管理所從事之 CDS指數合
約交易之市場風險停損/停利機制時，將比照經理公司投資於該類信用債券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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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之個別債券或相關商品時之投資停損/停利機制，於達到特定損失或獲利幅
度時進行停損/停利分析，若決定繼續持有該部位時並應提具不停損/停利分析
報告並經權責主管核可。 

(2) 流動性風險控管 
本基金從事 CDS指數交易時，將儘先考量最新期次之 CDS指數系列，並於
CDS指數系列更新時儘先轉倉，以控管其流動性風險。CDS指數通常在每半
年會進行指數成份之調整，更新為新的指數系列。在 CDS指數的各系列當
中，通常以最新期次之指數系列具有最佳之交易量 (即最佳之流動性/最低之
交易成本)，因此儘先考量最新期次之 CDS指數系列，並隨著 CDS指數系列
之更新而進行轉倉之動作，以維持較佳之流動性。 

(3) 交易風險與交易對手風險控管 
信用衍生性金融商品早期之交易型態，由於缺乏標準化之交易規格以及類似交

易所集中交易之機制，因此該類商品之交易多僅為交易之雙方透過雙邊交易合

約之訂定來進行；為降低交易風險及可能的違約疑慮，交易雙方均會先簽立由

國際交換暨衍生性商品交易協會所規範的 ISDA契約，並議定 ISDA契約裡的
信用支持附件(CSA, Credit Support Annex)，約定交易相關之保護以及相關後續
法律追償程序，主要功能在於保護雙方的信用風險與法律風險，一旦日後出現

交易對手違約情況，亦可藉 ISDA契約的保護進行相關後續法律追償程序。另
外，在事前的管控機制上，為降低來自單一交易對手的風險，除其信用評級需

符合法規規範外，經理公司亦會就合格交易對手設定交易額度上限，以利交易

人員隨時檢視所有交易對手之往來交易餘額是否符合內部規範。而對於這些交

易對手，經理公司亦會定期檢視其信用風險或視市場變化狀況進行交易額度調

整。 

6. 此外，經理公司亦將優先選擇結算所結算之信用違約交換或信用違約交換指數做為
避險或增加投資效率之工具：目前已有越來越多種類的信用違約交換及信用違約交

換指數之交易可經由結算所提供交易結算之服務。相較於個別雙邊議價交易的方式，

由結算所結算交割之信用違約交換及信用違約交換指數能提供較完善且一致之結

算交割與保證金管理之規範與交易合約履行之保障，因此透過結算合約(Clearing 
Agreement)之簽訂，從事於結算所結算交割之信用違約交換與信用違約交換指數之
交易，將可大幅降低該等交易之交易對手違約之風險。 
 
 

【有關本基金為增加投資效率目的從事匯率遠期交易(含無本金遠期交易)或匯率交換交
易之相關風險與對基金績效之可能影響】 

1. 相關風險： 

為有效增進投資組合效率，基金經理人得透過主動式管理、尋求投資機會，運用本基

金資產從事衍生自貨幣之匯率遠期交易(含無本金遠期交易)或匯率交換交易，建立多
頭或空頭部位，惟不得違反投資組合之投資目標與政策所設定之限制。此類外匯交易

可能涉及相對較高之風險，且外匯交易市場可能具有較高之波動性。 

為了增進投資組合管理效率，除了投資美元或其他強勢貨幣計價之證券，投資組合亦

得配合運用匯率遠期交易(含無本金遠期交易)或匯率交換交易，複製類似直接投資於
本地貨幣計價證券（債券）之效果。上述投資決策可能導因於多項因素，例如稅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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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易成本、市場效率高低、或進入本地貨幣市場之限制等等。在此情況下，外匯投資

部位對投資組合帶來之效果，將近似於持有本地貨幣計價之證券。 

用於增進投資組合管理效率之匯率遠期交易(含無本金遠期交易)或匯率交換交易，效
果不同於用於避險目的之交易。此類交易所衍生之匯率變動，無法由投資組合中以相

同貨幣計價之資產所出現之反向匯率變動加以抵消。故此，上述為增進投資組合管理

效率而建立之匯率遠期交易(含無本金遠期交易)或匯率交換交易部位，與直接投資於
該貨幣具有相似之外匯風險。 

除了匯率風險，無論是為了避險或增進投資組合管理效率，運用匯率遠期交易(含無
本金遠期交易)或匯率交換交易皆可能涉及其他風險，其中包含交易對手之信用風險，
以及投資工具之價值變動，可能無法完全反映其相對應標的資產之價格變化等。 

2. 對投資組合表現之可能影響 

運用匯率遠期交易(含無本金遠期交易)或匯率交換交易提升投資組合管理效率，同時
可能面臨該貨幣相對於另一貨幣或多個貨幣之價值變動風險，且此類風險可能會對

投資組合表現帶來正面或負面影響。 

3. 範例 

(1)倘若投資團隊認為印尼本地債券市場可望表現領先其他市場，決定投資 100萬美
元等值之印尼盾計價債券。一般而言，美元計價印尼債券的流動性優於印尼盾計

價之印尼債券，因此建立投資部位較為容易。為了執行上述投資決策，投資團隊

投資 100萬美元之美元計價印尼債券，同時間買進 100萬美元之印尼盾/美元無本
金交割遠期外匯合約。運用前述兩項交易所建立的投資部位，其效果與直接投資

印尼盾計價之印尼債券相似。此印尼盾/美元無本金交割遠期外匯合約乃用以提升
投資組合之管理效率，其對投資組合表現與風險帶來的影響，與直接投資印尼盾

相似。 

 
透過結合遠期外匯合約與美元計價印尼債券，投資組合之風險特性將近似於直接投資印尼盾計價

之印尼債券 

 
資料來源: Bloomberg, 聯博, 2014年 12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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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倘若南非幣前景看好，此時投資團隊可買入 100萬美元等值之南非幣/美元 1個
月期遠期外匯合約，藉此提高投資組合持有之南非幣投資比重，同時降低美元持

有比重。 

運用南非幣遠期合約之效果，與直接投資南非幣之效果相似 

 
資料來源: Bloomberg, 聯博, 2014年 12月 5日 

【有關本基金為增加投資效率之目的，從事公債期貨、利率交換等衍生自利率之

證券相關商品交易之運用策略說明】 
1. 本基金運用公債期貨、利率交換等衍生自利率之證券相關商品交易之策略說明 
本基金將運用公債期貨或利率交換等衍生自利率之證券相關商品調節本基金兩

檔子基金投資組合的加權平均存續期間。由於投資組合之報酬率大致與公債利率

的變化呈現反向之變動，兩者之間連動之敏感度(倍數)通常可以用投資組合的加
權平均存續期間來衡量。當市場利率呈上揚走勢時，本基金可透過賣出公債期貨，

或者透過承作付固定（收浮動）利率之利率交換合約來減低投資組合的加權平均

存續期間，在市場利率上揚的時候或能為基金增加報酬；反之，當市場利率呈下

降之走勢時，本基金可透過買進公債期貨，或者透過承作收固定（付浮動）利率

之利率交換合約來增加投資組合的加權平均存續期間，在市場利率下降的時候或

能為基金增加報酬。利率交換合約的價值隨利率變化呈反向變動，其對基金報酬

的影響幅度取決於該利率交換合約對基金加權平均存續期間之淨貢獻。利率交換

合約係透過店頭市場執行，當交易對手對於現在或未來之現金流量無法履行交割

義務，則產生信用風險。其最大可能損失，可能為從事該店頭市場交易之利率交

換合約所投入之全部保證金。 
2. 有關基金運用公債期貨以及利率交換來調節投資組合的加權平均存續期間之說
明，如下列釋例一及釋例二所示： 

 
釋例一：運用公債期貨對固定收益資產類別之部位進行存續期間配置 
 
例如：債券組合型基金規模 1 億美元($100million)，其所投資之債券型子基金之
加權平均存續期間為 4.0 年。經投研分析結果預期美國公債利率將持續上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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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將基金之加權平均存續期間降低 0.5 年至 3.5 年之水準，以降低基金之利率風
險因子的曝險。在不出售其債券子基金的狀況下，可透過賣出公債期貨來達成： 
 
如圖一所示，美國十年期公債期貨有效存續期間約為 9.271 年：一口期貨合約之
合約價值約為$157,687.5。因此透過賣出 34口美國十年期公債期貨合約可對 1億
美元的基金達成降低 0.5年存續期間的效果： 
 
$157,687.5 x 9.271年 x (-34) / $100,000,000 = - 0.4970年  
 
圖一：美國十年期公債期貨規格與利率風險特性 

 
 
釋例二：運用利率交換對固定收益資產類別之部位進行存續期間配置 
 
例如：債券組合型基金規模 1 億美元($100million)，所投資之債券型子基金之加
權平均存續期間為 4.0 年。經投研分析結果預期美國公債利率將持續上揚，建議
將基金之加權平均存續期間降低 0.5 年至 3.5 年之水準，以降低基金之利率風險
因子的曝險。在不出售其債券子基金的狀況下，可透過承做美國付固定利率 5年
期利率交換合約來達成： 
 
如圖一及圖二所示，美國付固定利率 5年期利率交換合約有效存續期間約為-4.96
年(收浮動利率端約 0.25年減去付固定端的 5.21年，如圖二所示)：因此透過承作
名目本金為$10,080,000的美國付固定利率 5年期利率交換合約，可對$100million
的基金達成降低 0.5年存續期間的效果： 
 
$10,080,000 x (- 4.96年) / $100,000,000 = - 0.4999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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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美國付固定利率 5年期利率交換合約規格 

  
圖二：美國付固定利率 5年期利率交換合約利率風險特性 

  
 

2. 風險揭露 
 市場風險 
本基金從事衍生自債券指數、債券或利率之期貨或選擇權或利率交換交

易等證券相關商品之交易時，可能因承作該等相關商品交易後，因市場利

率上升或是下跌，導致所承作的契約產生損益變化的價格風險。 
 交易對手風險 
該等相關商品交易，如利率交換合約，乃透過店頭市場執行，當交易對手

對於現在或未來之現金流量無法履行交割義務，則產生交易對手風險。 
 其他揭露事項 
本基金從事利率交換交易之最大可能損失，可能為該利率交換合約當時

之市場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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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投資策略及特色之重點摘述 

(一)投資策略 
1. 本基金以美元計價之亞洲債券為主要投資標的，追求較佳收益及總報酬增
值表現。整體投資組合將追求較佳的債信評等，透過聯博集團獨有的槓鈴

( Barbell )策略並策略性佈局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 (不超過本基金淨資
產價值的 40%(含))；此外，本基金得配置於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債券與貨幣
部位，依據總體經濟與金融市場之報酬風險變化進行調整。 

2. 本基金運用聯博集團全球資源，與亞洲固定收益市場經驗，嚴選亞洲地區
發行之政府公債、類政府公債及公司債等投資標的。聯博集團全球投資平

台充分提供本基金由上至下的總體經濟與信用市場風險研究，配合由下至

上之在地信用研究與投資組合管理團隊，深入了解第一手消息對個別持債

影響，賦予本基金最適選債策略。針對前述之研究資源，本基金歸結出量化

與基本面研究內容簡述如下： 

(1) 量化研究 
本基金運用量化研究方式，由聯博集團量化研究團隊聚焦分析全球各

個固定收益券種之殖利率曲線與超額報酬，藉此評估貨幣政策、當地

利率、GDP成長率、與通膨水準等要素。經理公司的殖利率曲線分析
結果，可用於預測未來殖利率水準之變化與總報酬表現。此外，超額

報酬分析結合投資價值、基本面與價格動能等要素，藉以預測報酬前

景。 

(2) 基本面研究（經濟研究與信用研究） 
聯博基本面研究涵蓋經濟研究與信用研究兩大層面。 
聯博經濟研究團隊聚焦評估各國經濟前景，運用經濟指標、金融市場

流動性、貨幣政策，以及第一手觀察資料與知識，進行深度分析。聯

博經濟研究團隊利用研究結果打造客觀、獨有的國別風險評比架構，

藉此分析各國的絕對與相對信用風險。最後，聯博經濟研究團隊總結

各國經濟與政策展望，針對各國評估經濟預測結果之信心水準。 
聯博信用研究團隊以由上而下方式，對個別產業進行全面分析，並針

對信用資產進行嚴謹、由下而上之信用分析。聯博信用研究分析師評

估產業競爭環境、平均股價水準與影響該產業之經濟要素，藉此分析

整體產業前景。最後，信用研究團隊將為個別信用資產建構前瞻性財

務模型。 

(二)投資特色 

1. 本基金目標在亞洲信用市場的持續擴張及經濟蓬勃發展優勢中，以動態調
整、多元投資方式，獲得較佳投資收益。本基金將善用亞洲債券市場因經濟

成長冠居全球而造就其可投資範圍之擴張與多樣化機會，並受惠於該地區

的經濟實力和成長潛力，以及深具吸引力的企業風險報酬優勢。 

2. 本基金將以亞洲債券為主要投資標的，策略性佈局投資等級債券、新興市
場非投資等級債券等，來獲得較佳的收益及總報酬，也將適時地掌握新興

市場當地貨幣債券與貨幣部位之投資機會。投資組合將嚴守投資紀律，以

平衡風險並增添收益機會。 

3. 結合聯博集團全球研究資源：本基金將運用經理公司所屬聯博集團之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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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經驗與研究平台資訊共享，與亞洲固定收益投資策略團隊在地研究管

理資源，藉由結合全球基本面研究和量化研究的投資管理流程，有效分析

系統風險並善加管理。本基金同時將運用聯博固定收益團隊運用數十年以

上的槓鈴(Barbell)策略，該策略經歷多次市場循環的考驗，維持均衡的佈局，
平衡報酬與風險。 

4. 除了 AA 級別(月配息)與 A2 級別(累積)之外，本基金亦提供不同貨幣計
價級別，提供投資人多樣化的選擇運用。 

(三)持有固定收益證券部位之加權平均存續期間管理策略： 

根據本基金區域配置策略，在正常市場情況下，本基金存續期間將以亞洲債券

指標-摩根大通亞洲信用指數(JP Morgan Asia Credit Index)存續期間加減三年為
目標。但若因系統性風險而降低持債比重時，則不受此限。以2017年5月31日為
例，摩根大通亞洲信用指數(JP Morgan Asia Credit Index)為4.94 年，本基金存續
期間管理將以介於1.94年~7.94年之間為目標。 

本基金將針對投資市場未來之總體經濟概況及利率走勢研判，配合調整投資組

合的存續期間。有關對未來利率走勢之研判，例如當預期利率下跌時，則提

高債券組合之存續期間，以增加資本利得；反之，當預期利率上升，則降低

存續期間，以減少利率風險，惟存續期間以不低於一年為限。 

(四)避險操作方式 

經理公司得為避險目的，從事換匯、遠期外匯、換匯換利交易、新臺幣對外幣

間匯率選擇權、及一籃子外幣間匯率避險等交易(Proxy hedge) (含換匯、遠期外
匯、換匯換利及匯率選擇權)或其他經金管會核准交易之證券相關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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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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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本基金適合之投資人屬性分析 

本基金之風險程度: 

本基金為債券型基金，在正常市場條件下，至少60%之資產將投資於亞洲國
家或地區債券。以投資標的之流動性而言，本基金主要投資於以美元計價之

債券，另本基金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公司債之總金額限制於10%以內，基
金之市場流動性風險及過度集中投資於單一公司的風險較低。本基金投資於

低於投資等級之債券限制於40%以內，因此在管控債信風險方面，評估其投
資之信用風險下檔有限。本基金過去五年淨值波動度，亦與同類型基金相

近。綜合評估本基金主要投資風險及投資策略、區域與組合，並考量投信投

顧公會所訂之基金風險報酬等級標準等多項因素後，本基金之風險報酬為

RR3。風險報酬等級係依基金類型、投資區域或主要投資標的／產業，由低
至高，區分為RR1~RR5五個風險報酬等級。R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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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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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不宜作為投
資唯一依據，投資人仍應注意所投資基金個別的風險，其他主要風險（如信

用風險、流動性風險…等）請詳見基金公開說明書。其他相關資料(如年化
標準差、Alpha、Beta及Sharpe值等)可至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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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業公會網站之「基金績效及評估指標查詢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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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之投資人屬性分析: 

(一)本基金主要投資於亞洲地區美元計價債券，並透過總報酬，結合收益及
資本增值，逐漸增加投資人之投資價值，故較適合(1)了解本基金風險並具備
基本投資知識；(2)擬進行中長期投資；(3) 希望曝險於亞洲地區美元計價債
券市場；(4) 具有中度至較高風險承受度且能夠承受損失之投資人。 

(二)有關本基金是否適合其投資需要，應由投資人自行判斷。 

十二、銷售開始日 

本基金經向金管會申報生效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於申報生效通知函送達日

起六個月內開始募集。銷售開始日自民國106年06月19日起開始銷售。 

十三、銷售方式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銷售，得由經理公司自行銷售或委任銷售機構銷售之。 

十四、銷售價格 

(一)本基金受益權單位，分別以新臺幣、美元、人民幣、澳幣及南非幣為計價貨
幣；申購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者，申購價金應以新臺幣支付；申購外幣計

價受益權單位者，申購價金應以受益權單位計價之貨幣支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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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無論其類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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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一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如下： 

1.本基金成立日前（不含當日），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一受益權單位之發行
價格依其面額。 

2.本基金成立日起，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一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申購日
當日該類型受益權單位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3.本基金成立後，部分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為零者，該類型每受益
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經理公司於經理公司網站揭露之銷售價格。前述銷

售價格係依該類型受益權單位最近一次公告之發行價格計算。 

(三)本基金各類型每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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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費均不列入本基金資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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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五、最低申購金額 

(一) 募集期間： 

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如下，但申購人透過銀行特定金錢信託方式、

壽險公司投資型保單方式、證券商財富管理專戶方式申購者，或經經理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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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者，得不受最低申購價額之限制。 

1. A2類型(新臺幣)受益權單位為新臺幣壹萬元整，如採定期定額扣款方式申
購者，每次扣款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參仟元整（超過者，以新臺幣壹

仟元或其整倍數之金額為限）；AA 類型(新臺幣)受益權單位為新臺幣壹拾
萬元整，如採定期定額扣款方式申購者，每次扣款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

幣參仟元整（超過者，以新臺幣壹仟元或其整倍數之金額為限）； 

2. A2類型(美元)受益權單位為美元壹仟元整，如採定期定額扣款方式申購者，
每次扣款之最低發行價額為美元壹佰元整（超過者，以美元壹佰元或其整

倍數之金額為限）；AA 類型(美元)受益權單位為美元參仟元整，如採定期
定額扣款方式申購者，每次扣款之最低發行價額為美元壹佰元整（超過者，

以美元壹佰元或其整倍數之金額為限）； 

3. A2類型(人民幣)受益權單位為人民幣陸仟元整，如採定期定額扣款方式申
購者，每次扣款之最低發行價額為人民幣陸佰元整（超過者，以人民幣壹

佰元或其整倍數之金額為限）；AA 類型(人民幣)受益權單位為人民幣貳萬
元整，如採定期定額扣款方式申購者，每次扣款之最低發行價額為人民幣

陸佰元整（超過者，以人民幣壹佰元或其整倍數之金額為限）； 

4. AA 類型(澳幣)受益權單位為澳幣參仟元整，如採定期定額扣款方式申購
者，每次扣款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澳幣壹佰元整（超過者，以澳幣壹佰元或

其整倍數之金額為限）。 

5. AA類型(南非幣)受益權單位為南非幣參萬元整，如採定期定額扣款方式申
購者，每次扣款之最低發行價額為南非幣壹仟元整（超過者，以南非幣壹

佰元或其整倍數之金額為限）。 

(二) 成立後： 

本基金成立後，仍比照前開募集期間之規定辦理，惟若申購人以經理公司已

發行之其他基金買回價金再投資本基金、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轉申購、

透過「銀行特定金錢信託方式」、「壽險公司投資型保單方式」或「證券商財

富管理專戶方式」轉申購者，或經經理公司同意者，得不受該類型受益權單

位最低申購金額之限制。 

(三) 受益人不得申請於經理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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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受益人不得申請於經理公司同一基金或不同基金之不同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之轉申購。 

十六、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為防制洗錢及打擊資助恐怖主義而可能要求申購人提出之文件

及拒絶申購之情況 
(一)經理公司受理客戶第一次申購基金時，應請客戶依規定提供下列之證件核驗： 

1. 自然人客戶: 
(1)驗證身分或生日：客戶應提供附有照片且未過期之官方身分證明文
件，如身分證、護照、居留證、駕照等。如對上述文件效期有疑

義，應請另提供大使館或公證人之認證或聲明。 
(2)驗證地址：取得客戶所屬帳單、對帳單、或官方核發之文件等。 

2. 客戶為法人、團體或信託之受託人： 



 

34 

20220506/R/B2708-01A-009/B47 

應取得公司設立登記文件（Certified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政府核
發之營業執照、合夥協議（Partnership Agreement）、信託文件（Trust 
Instrument）、存續證明（Certification of Incumbency）、章程或類似之
權力文件、高階管理人員之姓名、生日及國籍等。如信託之受託人為洗錢

防制法第五條第一項列示之金融機構所管理之信託，其信託文件得由該金

融機構出具之書面替代之，惟該金融機構所在之國家或地區有第六條第一

項第三款但書者不適用。 
3. 有必要時，可另行以下資訊或方式驗證，例如： 

(1)在帳戶開立後，以電話或函件聯繫客戶。 
(2)由其他金融機構提供之資訊。 
(3)交叉比對客戶提供之資訊與其他可信賴之公開資訊、付費資料庫等。 
(4)取得客戶所提供住址之客戶本人/法人或團體之有權人簽署回函或辦理 
電話訪查。 

(5)取得個人財富及資金來源資訊之佐證資料。 
(6)取得法人、團體或信託受託人資金來源及去向之佐證資料，如主要供
應商名單、主要客戶名單等。 

(7)實地訪查。 
4. 經理公司對於上開客戶所提供之之文件，除授權書應留存正本外，其餘文
件應留存影本備查。 

5. 經理公司不接受客戶以匿名或使用假名開戶、申購基金。 
6. 本公司完成確認客戶身分措施前，得拒絕與該客戶建立業務關係。         

(二)經理公司不接受以臨櫃交付現金方式辦理基金申購業務。 
(三)經理公司於檢視客戶及被授權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時，應注意有無疑似使用假名、
人頭、虛設行號或虛設法人團體辦理申購或委託者；或持用偽造、變造身分證

明文件；或所提供文件資料可疑、模糊不清，不願提供其他佐證資料或提供之

文件資料無法進行查證者；或客戶不尋常拖延應補充之身分證明文件者；或於

受理申購或委託時，有其他異常情形，客戶無法提出合理說明者等之情形者；

或其他依法令應拒絕之情形者，若有發現上述情形經理公司應婉拒受理該類之

申購。 
(四) 經理公司對於不配合審視、拒絕提供實際受益人或對客戶行使控制權之人等資
訊、對交易之性質與目的或資金來源不願配合說明等客戶，得暫時停止交易，

或暫時停止或終止業務關係。 
(五) 若擬建立業務關係之對象為資恐防制法指定制裁之個人、法人或團體，以及外
國政府或國際組織認定或追查之恐怖分子或團體(但依資恐防制法第六條第一
項第二款至第四款所為支付不在此限)，本公司得拒絕義務往來或逕行終止業
務關係。且本公司應依洗錢防制法第十條申報疑似洗錢或資恐交易，如該對象

為資恐防制法指定制裁之個人、法人或團體，本公司並應於知悉之日起不得有

資恐防制法第七條第一項行為，及依資恐防制法規定辦理通報。 
(六) 另外，若有其他符合法令(包括但不限於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
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注意事項範本)所述得拒絕業務往來或逕行終止業務關係
之情形時，本公司亦將依規定得拒絕業務往來或逕行終止業務關係。 

(七)有關申購基金時之應遵守之洗錢防制及打擊資助恐怖主義注意事項，如因有關
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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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買回開始日 

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九十日後，受益人得以書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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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買回費用 

本基金買回費用（含受益人進行短線交易部分）最高不得超過本基金每受益權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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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回費用歸

入本基金資產。除短線交易另行收取短線交易買回費用外，本基金目前買回費用

為零。 

十九、買回價格 

除信託契約另有規定外，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一受益權單位之買回價格以買回日

該類型受益憑證每一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扣除買回費用計算之。 

二十、短線交易之規範及處理 

本基金宜以中長期方式進行投資，為避免短線交易造成其他受益人權益受損，及

基金操作之困難，影響基金績效，本基金不鼓勵受益人進行短線交易，經理公司

亦保留限制短線交易之受益人再次申購基金及對其收取相關費用之權利。前述之

「短線交易」係指持有本基金，未屆滿14日(含第14日)者，應支付買回價金之百
分之零點二（0.2%）之買回費用，買回費用計算至新臺幣「元」，不足壹元者，
四捨五入。以外幣計價者，買回費用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至各該計價幣別「元」

以下小數點第二位。 

上述「未屆滿14日」係指：以「請求買回之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到達經理公司或
其銷售機構營業日(買回日)」之日期減去「申購日」之日期，小於14日(含)者。 

經理公司以追求本基金長期之投資利得及維持收益之安全為目標，故不歡迎受益

人對本基金進行短線申購贖回之交易。 
【範例說明】  

投資人於 106 年 10 月 2 日（星期一）申購本基金 100 萬元，申購淨
值為 10 元，申購單位數為 10 萬個單位。  

情況一：若該投資人於 10 月 16 日（星期一）申請買回，買回淨值日
為 10 月 16 日（星期一），仍須支付短線交易買回費用，假
設買回淨值為 10.10 元，則短線交易買回費用及入帳金額
之計算為：  

 

買回價金  100,000單位 × 10.10元 ＝ 1,010,000元 

短線交易買回費用  1,010,000元 × 0.2% ＝ 2,020元 

銀行匯款費用  200萬元以下，匯款費用為 30元（依各銀行規定） 

入帳金額  1,010,000 – 2,020 – 30 ＝ 1,007,950元 

情況二：若該投資人於 10 月 17 日（星期二）申請買回，買回淨值日
為 10 月 17 日（星期二），因已非 14 日內之短線交易，則
無須支付短線交易買回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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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購日   買回淨值日 買回淨值日 買回淨值日 

日期 10/2 10/3 …… 10/15 10/16 10/17 

星期 一 二 …… 日 一 二 

曆日計算 T T+1 …… T+13 T+14 T+15 

費用收取   …… 收 收 不收取 

廿一、買回收件手續費 

經理公司得委託基金銷售機構辦理本基金之受益憑證買回事務，並得就每件買回

申請酌收不超過新臺幣五十元之買回收件手續費，用以支付處理買回事務之費用。

(買回收件手續費未來可能因基金銷售機構成本增加而調整之)。 

廿二、基金營業日之定義： 

指經理公司總公司營業所在縣市之銀行營業日，但本基金投資比重達本基金淨資

產價值百分之四十以上(含)之投資所在國或地區之證券交易市場因例假日停止交
易時，即非營業日。經理公司並應依信託契約第三十一條規定之方式，自成立之

日起屆滿六個月後，每會計年度公告達符合前開規定之非營業日，並揭露相關資

訊，如前開揭露資訊有變更時，經理公司應提前二個營業日內依信託契約規定之

方式公告。 

廿三、經理費 

經理公司之報酬，依下列方式計算並支付之： 

(一)經理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年百分之壹點参伍(1.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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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理公司將全權委託投資客戶之委託投資資產投資本基金時，如全權委託投
資客戶為一般法人，且原始委託投資資產價值達新台幣参仟萬元或等值外幣，

並於持有本基金受益憑證期間之委託投資資產價值不低於新台幣壹仟伍佰萬

元或等值外幣者，依上開比率計算所收取之經理費，得分別全部或部分返還

至各該全權委託投資客戶之全權委託投資專戶；如全權委託投資客戶為保險

公司，且其所撥交之投資型保險專設帳簿之委託投資資產價值累計應達新台

幣参仟萬元或等值外幣，並於持有本基金受益憑證期間之委託投資資產價值

不低於新台幣壹仟伍佰萬元或等值外幣者，依上開比率計算所收取之經理費，

得分別全部或部分返還至各該全權委託投資客戶之全權委託投資專戶。 

廿四、保管費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年百分之零點貳陸(0.26％)之比
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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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五、分配收益 

(一) 本基金A2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收益全部併入基金資產，不予分配。 

(二) 本基金 AA 類型(新臺幣)及 AA 類型(美元)受益權單位投資於中華民國境外
(不含中國大陸地區)所得之利息收入、現金股利及子基金收益分配，經分別
判斷後，如為正數者，始得為 AA類型各該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可分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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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但 AA類型(新臺幣)及 AA類型(美元)受益權單位之已實現資本利得扣除
資本損失(包括已實現及未實現之資本損失)後之餘額如為正數時，亦可併入
AA 類型各該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可分配收益。惟前述可分配收益之已實
現資本利得扣除資本損失(包括已實現及未實現之資本損失)後之餘額，於每
年度結束後尚有未分配之部分時，不遞延併入次一年度之可分配收益來源。

上述可分配收益由經理公司於本基金成立日起屆滿二個月後，決定收益分配

之起始日並依該起始日按月決定分配金額，並於決定分配金額後，依第(五)
項規定之時間進行收益分配。 

(三) AA類型(人民幣)受益權單位、AA類型(澳幣)受益權單位及 AA類型(南非幣)
受益權單位之可分配收益來源如下，由經理公司於本基金成立日起屆滿二個

月後，決定收益分配之起始日並依該起始日按月決定分配金額，並於決定分

配金額後，依本條第(五)項規定之時間進行收益分配： 

1. 本項所述之 AA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投資中華民國境外(不含中國
大陸地區)所得之利息收入、現金股利及子基金收益分配，經分別判斷後，
如為正數者，始得為各該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可分配收益。 

2. 本項所述之 AA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已實現資本利得扣除資本
損失(包括已實現及未實現之資本損失；但不包含第 3款之損益)後之餘額
如為正數時，為各該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可分配收益。惟前述可分配收

益之已實現資本利得扣除資本損失(包括已實現及未實現之資本損失)後之
餘額，於每年度結束後尚有未分配之部分時，不遞延併入次一年度之可分

配收益來源。 

3. 本項所述之 AA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從事外幣間匯率避險交易所
衍生之已實現資本利得扣除資本損失(包括已實現及未實現之資本損失)後
之餘額為正數時，亦為各該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可分配收益。惟前述可

分配收益之餘額，於每年度結束後尚有未分配之部分時，不遞延併入次一

年度之可分配收益來源。 
(四) 本基金 AA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每月進行收益分配，經理公司得自行

決定分配之金額是否超出上述之可分配收益，故本基金 AA類型各計價類別
受益權單位配息可能涉及本金。如經理公司認為有必要（如市況變化足以對

相關基金造成影響等），亦可適時修正每月收益分配金額。 

(五) 本基金 AA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可分配收益之分配，由經金管會核准
辦理公開發行公司之簽證會計師出具收益分配覆核報告後，即得進行分配，

惟如可分配收益來源包括已實現資本利得扣除資本損失(包括已實現及未實
現之資本損失)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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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分配應於每月結束後之第二十個營業日(含)前分配之。
有關前述收益分配之分配基準日及發放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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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本基金 AA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每次分配之總金額，應由基金保管機
構以「聯博新興亞洲收益基金可分配收益專戶」之名義按 AA類型各計價幣
別開立獨立帳戶分別存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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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資產。 

(七) AA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可分配收益，分別依收益分配基準日發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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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之各該類型受益權單位總數平均分配，收益分配之給付應以匯款方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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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AA
類型(新臺幣)受益權單位每月收益分配之應分配金額未達新臺幣伍佰元(含)、
AA 類型(美元)受益權單位每月收益分配之應分配金額未達美元壹佰元(含)、
AA 類型(人民幣)受益權單位每月收益分配之應分配金額未達人民幣陸佰元
(含)、AA類型(澳幣)受益權單位每月收益分配之應分配金額未達澳幣壹佰元
(含)、AA類型(南非幣)受益權單位每月收益分配之應分配金額未達南非幣壹
仟元(含)時，受益人同意授權經理公司以該收益分配金額再申購本基金受益
權單位，該等收益分配金額再申購本基金之申購手續費為零。 

(八) 受益人透過銀行特定金錢信託方式、壽險公司投資型保單方式或證券商財富
管理專戶方式申購本基金者，不適用前項但書之規定。 

 

※配息範例 

本基金各類別收益分配前(後)受益權單位級淨值表 

2017年 3月 31日 

項目   \ 
淨資產類型 

新臺幣計價 
AA                                                                                                                                                                                                                                                                                                                                                                                                                                                                                                                                                                                                                                                                                                                                                                                                                                                                                                                                                                                                                                                

美元計價 AA 

配息前 配息後 配息前 配息後 
淨資產價值 7,094,679,230 7,065,619,430 94,442,896.62 94,254,157.80 
單位數 746,908,543.08 746,908,543.08 6,291,294.03 6,291,294.03 
淨值 9.50 9.46 

(9.50-0.0389) 
15.01 14.98 

(15.01-0.0300) 
  

 

項目   \ 
淨資產類型 

人民幣計價 AA 澳幣計價 AA 

配息前 配息後 配息前 配息後 

淨資產價值 272,641,391.86 271,505,839.56 63,619,505.75 63,460,562.66 
單位數 18,139,813.16 18,139,813.16 4,227,209.68 4,227,209.68 

淨值, 15.03 14.97 
(15.03-0.0626) 

15.05 15.01 
(15.05-0.0376) 

 

 

項目   \ 
淨資產類型 

南非幣計價 AA 
配息前 配息後 

淨資產價值 637,757,641.78 635,101,727.99 
單位數 42,291,620.81 42,291,620.81 
淨值 15.08 15.02 

(15.08-0.0628) 
 

AA類型(新臺幣) 受益權單位之收益分配表 (範例) 
AA類型(新臺幣) 受益權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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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分配表 (範例) 
2017 / 03 / 01 至 2017 / 03 / 31 

(NTD) 
當年度期初可分配收益餘額 5,915,614 

本期境外所得收益 (包含「利息收入」、「現金股利」及「子基金
收益分配」、等各項境外所得收益) 經分別判斷後，如為正數者 14,595,000 

當年度累積至當月之淨資本利得（即已實現資本利得扣除資本損失

(包括已實現及未實現之資本損失)） 14,084,386 

截至前月為止已分配淨資本利得 0 
本月可分配收益總計 34,595,000 

 
＊本基金 AA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每月進行收益分配，經理公司得依收益之情況自行
決定分配之金額可超出上述之可收益分配，故本基金 AA類型受益權單位之配息可能涉及
本金。 
經理公司認為有必要(如市況變化足以對相關基金造成影響等)，亦可適時修正 AA類型各
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每月收益分配金額，該分配比率可能由 0 % 至 100%。 

＊假設本範例經理公司決定分配比率為 84% AA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 該月份可
分配收益為：NTD 34,595,000*84% =NTD 29,059,800 

  則 AA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每單位可分配金額為：0.0389  
( =NTD 29,059,800/746,908,543.08 AA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發行流通在外單位數 ) 

 
 

AA類型(美元) 受益權單位之收益分配表 (範例) 
AA類型(美元) 受益權單位 
收益分配表 (範例) 

2017 / 03 / 01 至 2017 / 03 / 31 
(USD) 

當年度期初可分配收益餘額 0 
本期境外所得收益 (包含「利息收入」、「現金股利」及「子基金
收益分配」、等各項境外所得收益) 經分別判斷後，如為正數者  

194,001.07 

當年度累積至當月之淨資本利得（即已實現資本利得扣除資本損失

(包括已實現及未實現之資本損失)）  
30,688.00 

截至前月為止已分配淨資本利得 0 
本月可分配收益總計 224,689.07 

 
＊本基金 AA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每月進行收益分配，經理公司得依收益之情況自
行決定分配之金額可超出上述之可收益分配，故本基金 AA類型受益權單位之配息可能
涉及本金。 
經理公司認為有必要(如市況變化足以對相關基金造成影響等)，亦可適時修正 AA類型
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每月收益分配金額，該分配比率可能由 0 % 至 100% 
＊假設本範例經理公司決定分配比率為 84% AA(美元)類型計價受益權單位之 該月份可
分配收益為：USD 224,689.07*84% =USD 188,738.82則 AA類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
之每單位可分配金額為：0.0300  

  ( = USD 188,738.82/6,291,294.03 AA 類型(美元) 計價受益權單位發行流通在外單位數 ) 
AA類型(人民幣) 受益權單位之收益分配表 (範例) 

AA類型(人民幣) 受益權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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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分配表 (範例) 
2017 / 03 / 01 至 2017 / 03 / 31 

                                                        (RMB) 
當年度期初可分配收益餘額 0 
本期境外所得收益 (包含「利息收入」、「現金股利」及「子基金
收益分配」、等各項境外所得收益) 經分別判斷後，如為正數者 654,002.42 

當年度累積至當月之淨資本利得（即已實現資本利得扣除資本損失

(包括已實現及未實現之資本損失)） 664,157.56 

當年度累積至當月之外幣間匯率避險交易所衍生之淨資本利得(即
已實現資本利得扣除資本損失(包括已實現及未實現之資本損失)） 33,688.00 

截至前月為止已分配淨資本利得及已分配之外幣間匯率避險交易所

衍生之淨資本利得 0 

本月可分配收益總計 1,351,847.98 
 

＊本基金 AA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每月進行收益分配，經理公司得依收益之情況自
行決定分配之金額可超出上述之可收益分配，故本基金 AA類型受益權單位之配息可能
涉及本金。 
經理公司認為有必要(如市況變化足以對相關基金造成影響等)，亦可適時修正 AA類型
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每月收益分配金額，該分配比率可能由 0 % 至 100% 

＊假設本範例經理公司決定分配比率為 84% AA(人民幣)類型計價受益權單位之 該月份可
分配收益為：RMB 1,351,847.98*84% =RMB 1,135,552.30 

  則 AA類型(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每單位可分配金額為：0.0626   ( = RMB 
1,135,552.30/18,139,813.16 AA 類型(人民幣) 計價受益權單位發行流通在外單  

   位數) 
 
 

 AA類型(澳幣) 受益權單位之收益分配表 (範例) 
AA類型(澳幣) 受益權單位 
收益分配表 (範例) 

2017 / 03 / 01 至 2017 / 03 / 31 
                                                      (AUD) 

當年度期初可分配收益餘額 0 
本期境外所得收益 (包含「利息收入」、「現金股利」及「子基金
收益分配」、等各項境外所得收益) 經分別判斷後，如為正數者 130,800.48 

當年度累積至當月之淨資本利得（即已實現資本利得扣除資本損失

(包括已實現及未實現之資本損失)） 51,679.88 

當年度累積至當月之外幣間匯率避險交易所衍生之淨資本利得(即
已實現資本利得扣除資本損失(包括已實現及未實現之資本損失)） 6,737.60 

截至前月為止已分配淨資本利得及已分配之外幣間匯率避險交易所

衍生之淨資本利得 0.00 

本月可分配收益總計 189,217.96 
 

＊本基金 AA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每月進行收益分配，經理公司得依收益之情況自
行決定分配之金額可超出上述之可收益分配，故本基金 AA類型受益權單位之配息可能
涉及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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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理公司認為有必要(如市況變化足以對相關基金造成影響等)，亦可適時修正 AA類型
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每月收益分配金額，該分配比率可能由 0 % 至 100% 

＊假設本範例經理公司決定分配比率為 84% AA(澳幣)類型計價受益權單位之 該月份可分
配收益為：AUD 189,217.96*84% = AUD 158,943.09 
則 AA類型(澳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每單位可分配金額為：0.0376                   
( = AUD 158,943.09/4,227,209.68 AA 類型(澳幣) 計價受益權單位發行流通在外單位數) 
 

 
AA類型(南非幣) 受益權單位之收益分配表 (範例) 

AA類型(南非幣) 受益權單位 
收益分配表 (範例) 

2017 / 03 / 01 至 2017 / 03 / 31     
(ZAR) 

當年度期初可分配收益餘額 0 
本期境外所得收益 (包含「利息收入」、「現金股利」及「子基金收益
分配」、等各項境外所得收益) 經分別判斷後，如為正數者 2,576,458.98 

當年度累積至當月之淨資本利得（即已實現資本利得扣除資本損失(包
括已實現及未實現之資本損失)） 517,832.40 

當年度累積至當月之外幣間匯率避險交易所衍生之淨資本利得(即已實
現資本利得扣除資本損失(包括已實現及未實現之資本損失)） 67,510.75 

截至前月為止已分配淨資本利得及已分配之外幣間匯率避險交易所衍生

之淨資本利得 0 

本月可分配收益總計 3,161,802.13 
 

＊本基金 AA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每月進行收益分配，經理公司得依收益之情況自行決定
分配之金額可超出上述之可收益分配，故本基金 AA類型受益權單位之配息可能涉及本金。 
經理公司認為有必要(如市況變化足以對相關基金造成影響等)，亦可適時修正 AA類型各計價類別
受益權單位每月收益分配金額，該分配比率可能由 0 % 至 100% 
＊假設本範例經理公司決定分配比率為 84% AA (南非幣)類型計價受益權單位之 該月份可分配收
益為：ZAR 3,161,802.13*84% = ZAR 2,655,913.79 
則 AA類型(南非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每單位可分配金額為：0.0628  
( = ZAR 2,655,913.79/42,291,620.81 AA 類型(南非幣) 計價受益權單位發行流通在外單位數) 

 

貳、基金性質 
一、基金之設立及其依據 

本基金係依據「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理規則」、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理辦法」、「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募集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處

理準則」及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經向金管會申報後，於106年4月27日經金管會
以金管證投字第1060008395號函申報生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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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所有證券交易行為，均應依證券投資信

託及顧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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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基金信託契約係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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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規範經理公司、基金保管機構及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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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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購人自申購並繳足全部價金，且經經理公司同意申購後，成

為信託契約當事人。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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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基金成立時及歷次追加發行之情形 

本基金為首次募集。 

參、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基金保管機構之職責 

一、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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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經理本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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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時得要求受託管理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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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委任受託管理機構、基金保管機構、國外受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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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國外受託保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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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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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追加募集生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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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依申購人之要求，提供公開說明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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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可供查閱之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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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下列第 2款至第 4款向同業
公會申報外，其餘款項應向金管會報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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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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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 

3. 申購手續費。 

4. 買回費用。 

5. 配合證券投資信託契約變動修正公開說明書內容者。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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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外受託保管機構、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或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之事由致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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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於經理公司委託國

外投資顧問公司提供本基金顧問服務範圍內，本基金之資料訊息(不包含任何
個人資料)得揭露予該國外投資顧問公司，且該國外投資顧問公司就本基金之
資料訊息亦需保密，不得再揭露予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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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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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 

(十九)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淨資產價值低於新臺幣陸億元時，經理公司應
將淨資產價值及受益人人數告知申購人。於計算前述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

金額時，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部分，應依信託契約第二十條第四項規定換算

為新臺幣後，與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合併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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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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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基金受益權單位分別以新臺幣、美元、人民幣、澳幣及南非幣作為計
價貨幣。」等內容。 

2.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面額及各類型受益權單位與基準受益權單位之
換算比率。 

(二十二) 經理公司應以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選任受託管理機構。經理公司對受託
管理機構之選任或指示，因故意或過失而導致基金發生損害者，應負賠償

責任；經理公司依信託契約規定應履行之責任及義務，如委由受託管理機

構處理者，就受託管理機構之故意或過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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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負賠償責任。受託管理機構之報

酬應由經理公司負擔。 

(二十三) 本基金得為受益人之權益由經理公司代為處理本基金投資所得相關稅務
事宜。 

 

二、基金保管機構之職責 

(一) 基金保管機構本於信託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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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基金保管機構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相關法令或本基金在國外資產所在
國或地區有關法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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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 類型各計價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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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有關法令規定之虞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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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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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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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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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損害者，應負賠償責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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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基金保管機構依信託契約規定應履行之責任與義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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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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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可歸責前述機構或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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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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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契約之義務，有關費用由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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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類型各計價
類別受益權單位收益分配之給付人，執行收益分配之事務。 

(九) 基金保管機構僅得於下列情況下，處分本基金之資產：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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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定應由本基金負擔之款項。 

(4) 給付依信託契約應分配予 AA類型各計價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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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於信託契約終止，清算本基金時，依各類型受益權比例分派予受益人其所應

得之資產。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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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受託保管機構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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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國外受託保管契約之約定時，基金保管機構應即通知經理公司並為必要

之處置。但非因基金保管機構之故意或過失而不知者，不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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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保管機構及國外受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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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保管事務有關之內容提供予他人。

惟經理公司於相關法令許可範圍內，得指示基金保管機構及國外受託保管機

構提供或接收交易紀錄、基金資產部位、資產配置、與基金受益憑證作業、或

與基金帳務作業相關等資訊予經理公司所委任之專業機構，包括基金受益憑

證事務代理機構、基金帳務作業處理代理機構、受託管理機構、海外投資顧問

公司及該顧問公司委任之交易事務處理代理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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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本條前述之規定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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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 基金保管機構依法令及信託契約應負之監督責任不因經理公司將基金資產之
管理複委任受託管理機構處理而受影響，基金保管機構於知悉受託管理機構

之行為致使經理公司違反信託契約或相關法令，應即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

法第二十三條規定辦理。 

 

肆、基金投資 

一、基金投資之方針及範圍 

本基金投資之方針及範圍詳見前述【基金概況】壹、九及十之說明。 

二、證券投資信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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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3年擔任本基金經理人之姓名及任期： 

(一)經理公司運用基金投資之決策過程： 

經理公司除將嚴格遵循相關法令與信託契約規定進行投資外，投資標的之選定

，也將確實遵照投資決策流程進行投資標的之篩選，以達到資訊整合與集體決

策之目標，茲將本公司基金投資決策流程分投資分析、投資決定、投資執行及

投資檢討四步驟詳述如後： 

1. 投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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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經理人將依據公司內部及／或外部研究報告、海外投資顧問聯博集團

研究團隊之研究報告、聯博集團投資部門之跨國連線會議、公司內部定期

之研究會議、其他資訊及基金經理人之專業知識，針對總體經濟環境、證

券市場變化以及個別投資標的之標的市場狀況作成投資分析。 

2. 投資決定 

基金經理人依據上述分析報告及投資研究會議、投資組合架構規範、內部

及法令之限制以及基金經理人之專業判斷，作成投資決定書，送交複核人

員複核並呈交權責主管簽核。 

3. 投資執行 

交易人員依據投資決定書執行基金買賣有價證券，並將執行結果作成基金

投資執行表。若執行時發生差異，則需寫明差異原因，並送交複核人員及

權責主管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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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經複核

人員複核後交付權責主管簽核。 

(二)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運用基金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易之決策過程： 

1. 交易分析： 

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易報告書，須載明交易理由、預計交易價格、多(空)方
向、契約月份、口數、停損點及停利點，並詳述分析基礎、根據及建議，

本步驟由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易報告書撰寫人、基金經理人(或複核人員)及
權責主管負責。 

2. 交易決定： 

基金經理人依據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易報告書作成交易決定書，並交付執

行；交易決定書須載明交易價格、多(空)方向、契約月份、口數、停損點及
停利點等內容，本步驟由基金經理人、複核人員及權責主管負責。 

3. 交易執行： 

交易員依據交易決定書執行交易，作成交易執行紀錄；交易執行紀錄須載

明實際成交價格、多(空)方向、契約月份與口數及交易決定書與交易執行間
之差異、差異原因說明等內容，本步驟由交易員、複核人員及權責主管負

責。 

4. 交易檢討： 

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易檢討報告；本步驟由基金經理人、複核人員及權責

主管負責 

(三)基金經理人之姓名、主要經(學)歷及權限、最近三年內擔任本基金經理人之姓
名及任期： 

1.姓名：陳俊憲 

2.學歷：交通大學管理科學研究所碩士 

3.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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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美國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原名稱：聯博美國高收益債券基金)經理人 
(2017.12~迄今) 

聯博新興亞洲收益基金經理人 (2017.06~迄今)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原名稱：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經理人 
(2015.04~迄今) 

聯博收益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聯博債券收益組合基金經理人 

(2014.03~迄今) 

聯博貨幣市場基金經理人 (2019.02~2020.09) 
聯博新興市場企業債券基金經理人 (2013.05~2019.09) 

聯博全權委託投資經理人(2013.07~迄今) 

聯博貨幣市場基金經理人(2012.11~2013.07) 

德銀遠東DWS亞洲高收益債券基金經理人(2011.04~2012.03) 

德銀遠東DWS台灣貨幣市場基金經理人 

(2004.01~2004.03/ 2005.03~2008.05/ 2010.04~2012.03) 

德銀遠東投信全權委託投資部主管(2009.09~2010.04) 

遠東大聯全球債券基金經理人(2003.11~2005.02) 

景順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全球收益基金經理人(2003.04~2003.10) 

景順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資深分析師(2000.03~2003.04) 

4.權限：基金經理人應依循基金投資決策過程操作、且遵照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管理辦法、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信託契約及相關法令之規定運用本基

金。 

(四)最近三年擔任本基金經理人之姓名及任期： 

經理人姓名 任期 

陳俊憲 2017/06/28~迄今 

(五)基金經理人兼管其他基金，所採取防止利益衝突之措施： 
本基金經理人除管理聯博新興亞洲收益基金外，亦同時兼管聯博收益傘型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之聯博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

券基金(原名稱：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聯博美國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原
名稱：聯博美國高收益債券基金)及聯博貨幣市場基金。 
1.為維持投資決策之獨立性及其業務之機密性，除應落實職能區隔機制之「中
國牆」制度外，經理公司業已建立「中央集中下單制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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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基於內部控制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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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股票及具有股權性質之債券於不同基金間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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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遵守不得對同一支股票及具有股權性質之債券，有同時或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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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作相反投資決定之原則。 

3.同一公司不同經理人不同帳戶對同一支股票及具有股權性質之債券不得有同
時或同一日作相反投資決定。但因特殊類型之基金性質或為符合法令、信託

契約或全權委託投資契約約定及公司內部作業規範且經權責主管事先核准者，

不在此限。 

三、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運用基金，將基金之管理業務複委任第三人處理者，應敘明複

委任業務情形及受託管理機構對受託管理業務之專業能力： 

本基金將美元以外之外幣級別之外匯兌換交易及匯率避險管理業務複委任予

BROWN BROTHERS HARRIMAN & Co. 管理，雙方並另行簽訂「貨幣管理契約」
約定雙方之權利義務關係。BROWN BROTHERS HARRIMAN & Co. 於 1931年成
立於美國。該公司業務範圍包括財務建議、財富管理、商業銀行，以及投資等；在

商業銀行業務部分，該公司提供全球保管、外匯交易、企業購併、投資管理、證券

經紀等服務。該公司於北美、歐洲、亞洲等地都設有分支機構。 

該公司經營全球外匯兌換交易及匯率避險管理業務有十年以上的經驗，提供多家公

司、多檔基金及基金級別投資相關服務，截至 2020 年月底止，其協助投資管理外
匯兌換交易及匯率避險管理業務的資產超過 745億美元。該公司藉由其位於美、歐、
亞洲各地的管理、交易與服務部門，提供客戶 24 小時的環球服務，並以全球統一
化且精簡化的交易流程，因應各類型基金操作的效率與需求。 

四、經理公司委託國外投資顧問公司提供投資顧問服務者，應敘明國外投資顧問公司

提供基金顧問服務之專業能力： 

國外投資顧問公司聯博資產管理公司(AllianceBernstein L.P.)為全球知名資產管理公
司之一，旗下管理全球各地客戶資產達7790億美元(截至2021年12月31日)，營業據
點遍佈超過20個國家與地區，其素質頂尖的基本面與計量研究團隊，擁有超過300
位專業知識與經驗兼具的分析與投資人才。聯博投信運用集團投資研究資源，在

台灣建立與國際接軌之投資平台。 

聯博資產管理公司嫻熟於債券投資管理，並擁有規模數一數二之固定收益投資部

門，於1971年成立第一檔債券基金，自此即秉持永續創新的精神，持續發展資產
管理業務。1986年，聯博資產管理公司領先業界，推出全球固定收益投資服務，
於該領域之投資管理與交易均獲業界肯定。時至今日，聯博資產管理公司已成為

全球首屈一指的債券投資組合管理公司，截至2021年12月底，聯博資產管理公司
固定收益資產管理規模超越 2960億美元，固定收益團隊共有100多位分析師、投
資組合經理人與交易員，遍佈全球主要金融中心，研究範圍超越15,000個固定收益
證券發行人/機構。其中，亞洲收益投資策略團隊平均業界資歷為20年，該團隊之
資產管理規模超過百億美元。鑒於亞洲固定收益策略之市場與重要性與日俱增，

該團隊與聯博固定收益各團隊緊密合作、使其專業投資經驗形成綜效，藉此提供

適當的投資組合建議，而共同研究成果即反映在聯博各固定收益投資組合之上，

進而為投資人謀取長期最佳投資機會。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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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本基金，除金管會另有規定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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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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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認股權公司債、交換公司債及由金融機構發行具損失吸收能力之債券不在

此限；持有之轉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及交換公司債於條件成就致轉換、

認購或交換為股票者，應於一年內調整至符合規定； 

2. 不得投資於國內未上市或未上櫃之次順位公司債及次順位金融債券； 

3. 不得為放款或提供擔保，但符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理辦法第十條之一規定
者，不在此限； 

4. 不得從事證券信用交易； 

5. 不得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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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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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經理
公司或與經理公司有利害關係之公司所發行之基金受益憑證、基金股份或投

資單位，不在此限；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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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投資於轉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交換公司債及符合金融主管機關所定
合格資本工具之具損失吸收能力之債券 (如應急可轉換債券 (Contingent 
Convertible Bond, CoCo Bond))之總金額，不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
之十； 

9. 投資於應急可轉換債券(Contingent Convertible Bond, CoCo Bond)之總金額，
不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投資於具總損失吸收能力(Total 
Loss-Absorbing Capacity, TLAC)債券之總金額，不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之百分之二十；前開債券應符合經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

一定等級以上； 

10. 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無擔保公司債(含轉換公司債、交換公司債及附認股
權公司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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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公司債、交換公司債
及附認股權公司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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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總額，不得超過該公司該次(如有分券
指分券後)所發行次順位公司債總額之百分之十； 

12. 投資於任一公司發行、保證或背書之短期票券及有價證券總金額，不得超過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但投資於基金受益憑證者，不在此限； 

13. 投資於任一銀行所發行之金融債券 (含次順位金融債券、具損失吸收能力之
債券(含應急可轉換債券(Contingent Convertible Bond, CoCo Bond)及具總損
失吸收能力(Total Loss-Absorbing Capacity, TLA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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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順位金融債券之總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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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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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20220506/R/B2708-01A-009/B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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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債券總金額之百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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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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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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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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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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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於證券交易市場交易之反向型ETF及槓桿型ETF之總金額，不得超過本
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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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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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投資於本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經理之基金時，不得收取經理費； 

24. 投資於符合美國 Rule 144A 規定之債券得不受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理辦法
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不得投資於私募之有價證券之限制，其投資總金額不

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五； 

25. 不得從事不當交易行為而影響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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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運用基金投資於該不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  

27. 不得將本基金持有之有價證券借予他人。但符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理辦
法第十四條及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者，不在此限；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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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款所稱各基金，第22款所稱所經理之全部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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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第(一)項第8款至第16款及第18款至第22款及第24款規定比例及金額之限制，如
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其規定。 

(四)經理公司有無違反本條第(一)項各款禁止規定之行為，以行為當時之狀況為準；
行為後因情事變更致有本條第(一)項禁止規定之情事者，不受該項限制。但經理
公司為籌措現金需處分本基金資產時，應儘先處分該超出比例限制部分之證券。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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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適用。(本基金為債券型基金)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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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國內子基金者 

 1.處理原則： 

(1)經理公司應依據子基金之信託契約或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行使表決權，並基於受
益人之最大利益，支持子基金經理公司所提之議案。但子基金之經理公司所提

之議案有損及受益人權益之虞者，得依經理公司董事會之決議辦理。 

(2)經理公司不得轉讓或出售子基金之受益人大會表決權。經理公司之董事、監察
人、經理人、業務人員或其他受僱人員，亦不得轉讓或出售該表決權，收受金

錢或其他利益。 

 2.作業方式： 

(1)經理公司收到子基金受益人會議開會通知書後，應經由內部會議之決議，並經
相關主管核准後，指派適當人員出席參加並行使有關之表決權。 

(2)子基金受益人會議有關表決權之行使，經理公司應於會前研討，並作成書面決
議，交由出席者依核准之內容行使表決權。 

(3)出席子基金受益人會議後，出席會議人員應填具書面之出席基金受益人會議報
告書，載明開會及行使表決權之經過。 

(4)前述(2)、(3)有關表決權行使之研討決議、出席報告書之書面記錄，應依序建檔，
並至少保存五年。 

(二)投資境外子基金者 

 1.處理原則： 

原則上本基金所投資之境外子基金召開受益人會議，因考量經濟及地理因素，經

理公司將不親自出席及行使表決權，除非必要可以通訊方式辦理，或委託本基金

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代理子基金出席受益人會議，請國外受託保管機構利用其在全

球各地分支機構代表出席受益人會議。 

2.作業方式： 

如委託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代為出席受益人會議時 

(1)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收到海外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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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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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經理公司比照國內之作業程序行使表決權。 

八、基金投資國外地區者，應刊印下列事項: 

(一)主要投資地區（國）經濟環境、主要投資證券市場，簡要說明如下： 

(請參閱【附錄一】之說明)。 

(二)投資國外證券化商品或新興產業者，應敘明該投資標的或產業最近二年國外市場概
況： 

不動產抵押貸款(Mortgage-Backed Security, MBS)為資產證券化商品之一，標的資產
為抵押貸款。MBS可分為二大類，一是由機構發行，也就是所謂政府支持企業(GSE)，
如Fannie Mac及Freddie Mac，透過國會特許方式以較低的資金成本融資來發行債券
或MBS，扮演促進美國房市發展的角色為，保障人民居住權益。二是由私人金融機
構發行的MBS。美國MBS市場發軔於1930年代經濟大恐慌後，主要是促進經濟大蕭
條後的不動產市場與金融市場發展。美國也是全球最大MBS市場。 

1.資產抵押證券(Asset-Backed Security, ABS) 與不動產抵押貸款(Mortgage-Backed 
Security, MBS)之市場概況： 

(1)資產抵押證券(Asset-Backed Security, ABS) 

ABS是金融機構將金融資產(如企業貸款債權、應收帳款等)予以群組化，經過
資產分割隔離發行人破產風險後，發行證券售予投資人，債權資產所產生之現

金流量即作為對證券投資人付息還本之資金來源，稱之金融資產證券化，而該

受益證券稱為資產抵押證券(ABS)。 

   (圖一)：2019年ABS初級市場(Primary)發行情形-依資產種類區分。 

 
(資料來源：J.P. Morgan，2019/9/27) 

信評方面，美國ABS的信評狀況都相當高。以美銀美林美國ABS&CMBS指數
(CABS)成份債券來看，5,979檔成份債券全數都為投資等級，綜合評等達AAA，
安全性高。 

 

           (圖二) ：CABS指數信評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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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Bloomberg，2019/11/5) 

(2)不動產抵押貸款(Mortgage-Backed Security, MBS) 

不動產抵押貸款證券(Mortgage-Backed Security, MBS)為資產抵押證券(Asset-
Backed Security,ABS)商品之一種，證券化標的資產為不動產抵押貸款。MBS 可
分為二大類，一是由美國聯邦機構所發行，營運受美國證券規範，也獲得美國

政府資金贊助的Ginnie Mae、Fannie Mac 及Freddie Mac。另一類則由私人金融
機構發行的MBS。另外，依據不動產類型，亦可區分為商用不動產抵押證券
(CMBS)與住宅用不動產抵押證券(RMBS)。 

在美國次貸風暴之前，除了美國三大具官方色彩的機構所發行的不動產抵押貸

款證券外，金融機構所發行的不動產證券化證券市場也相當活絡，但2008 年金
融風暴後，市場投資人轉為投資具官方色彩的MBS，在加上美國聯邦準備理事
會透過量化寬鬆操作回購上述機構證券，使得美國不動產證券商品再度恢復流

動性，機構不動產證券貸款抵押證券也因而成為主要發行來源。 

2. 不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REATs)之市場概況： 

REATS是不動產所有權人（委託人）移轉其不動產或不動產相關權利予受託機
構，由受託機構或承銷商公開募集或向特定人私募資金，並交給這些投資人（受

益人）受益證券，以表彰受益人對該不動產或不動產相關權利或其所生利益、

孳息及其他收益的權利。承銷商向投資人所募集的錢，再轉交給不動產所有人。

簡言之，就是「先有不動產，才有錢」。REATS的受益憑證，主要以債權的方
式，由證券化的發行機構支付本金與利息，屬於固定收益的投資工具。在美國

不動產證券化基金於1880年代就已發行，但在1993年因為美國退休金核准投資，
大舉獲得一般投資人青睞。美國近期的房地產重要指標如營建許可、新成屋銷

售以及房價指數，均呈現好轉趨勢，第三季各類不動產空屋率及租金收入也持

續好轉，顯示低檔利率及政府政策作多有利美國房市持續復甦，從而挹注不動

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的表現。  

(三)經理公司對本基金因外匯收支所從事之避險交易，其避險方法如下： 

經理公司得為避險目的，從事換匯、遠期外匯、換匯換利交易、新臺幣對外幣間匯

率選擇權、及一籃子外幣間匯率避險等交易(Proxy hedge) (含換匯、遠期外匯、換匯
換利及匯率選擇權)或其他經金管會核准交易之證券相關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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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其價值與期間，不得超過所有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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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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投資國外地區者，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應說明配合本基金出席所投資外國股票
（或基金）發行公司股東會（受益人會議）之處理原則及方法：詳前述七、(二)之說
明。 

伍、投資風險揭露 

本基金係以分散投資標的之方式經營，在合理風險度下，投資於有價證券以謀取長期資

本利得及投資收益。惟風險無法因分散投資而完全消除，經理公司除未盡善良管理人注

意義務應負責任外，不保證本基金之最低收益率，亦不負責本基金之盈虧。 

本基金將投資的固定收益證券須承受發售此等證券的民營及公營機構的信用風險，且其

市場價值將會受利率變動影響。由於本基金所投資的固定收益證券包括低於投資等級的

證券，故本基金所涉及的風險將高於純粹投資於投資等級或具同等特性之固定收益證券

的基金。此類風險包括本息損失風險較大，其流動性普遍較差且價值波動較大。本基金

不能保證配息，且本基金並無特定到期日。 

投資本基金須承受市場、利率、信用、貨幣波動及證券投資固有的其他風險。經理公司

不能保證投資目標一定可以達成、投資本金將得以全數收回或投資本金得以增值。另每

月、每季或每年的投資績效均可能出現重大變化。 

 

茲將本基金之投資風險揭露如下： 

一、類股過度集中之風險： 

無。本基金為債券型基金，故無類股過度集中之風險。 

二、產業景氣循環之風險： 

本基金可能投資由機構所發行之債券，這些機構所處的產業可能出現產業循環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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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債券交易市場流動性不足之風險  

當債券交易市場流動性不足，而需賣斷公債或公司債時，將因需求之急迫及買方接

手之意願，或有以低於成本之價格出售，致使基金淨值下跌之風險。  

(二)投資新興市場之流動性風險  

本基金可能投資於某些新興市場有價證券，其成交量可能遠低於經濟發展成熟國家

之證券交易市場。因此，此類有價證券之流動性較低，在處分該等有價證券時可能

較為費時，也可能需要以較不利之價格交易。 

四、利率變動風險： 

本基金所投資標的價值可能受到利率波動的影響，而利率可能會受到例如貨幣政策、

折現率、通膨等因素或事件影響。本基金所投資標的若涉及固定收益證券時，該固

定收益證券價格走勢與利率（殖利率）成反向關係，當市場利率上揚或與預期利率

方向相反時，將使該基金資產產生虧損並間接影響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一般而言，

利率變動對較長到期及存續期之固定收益證券的影響大於較短到期及存續期之固

定收益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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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外匯管制及匯率變動之風險： 

(一)本基金係以新臺幣計價(基準貨幣)，必須每日以新臺幣計算本基金之淨資產價
值。本基金的相關投資可能以不同於本基金基準貨幣的一種或多種貨幣計價，

故相關投資的貨幣匯率變動可能嚴重影響本基金之資產淨值。準此，以某特定

貨幣計價之之投資標的須承受該貨幣相對於其他一種或多種貨幣的價值可能

產生變化的風險。影響貨幣價值的因素包括貿易平衡狀況、短期利率水平、以

不同貨幣計價的類似資產之間的相對價值差別、長期投資及資本增值機會及政

治事件等等。本基金投資於以基準貨幣以外貨幣計價的資產比重上，並未受到

限制。 

    經理公司將考慮相關風險，並可能就此以投資於一種或多種貨幣、多種貨幣期
貨合約、多種遠期外匯及換匯交易等方式（有時多種方法並用），進行避險交

易以降低匯兌風險。經理公司並無責任進行該等貨幣避險交易，並可酌情決定

是否進行該等交易。經理公司並不擔保該等貨幣避險策略將會有效。此外，本

基金得為增加投資效率目的，透過使用如貨幣遠期外匯合約等貨幣相關衍生性

商品，建立貨幣多空部位(新臺幣除外)，惟須受相關投資目標和投資策略的某
些限制。該等貨幣交易可能涉及重大風險，而貨幣交易市場則可能發生劇烈波

動。 

(二)本基金包含新臺幣、美元、人民幣、澳幣及南非幣計價類型，如投資人以非本
基金計價幣別之貨幣換匯後申購本基金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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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價與買價之差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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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目前無法自由兌換，且受到外匯

管制及限制。另人民幣為管制性貨幣，其流動性有限，相關的換匯作業亦可能

產生較高的結匯成本。 

六、貨幣風險 

(一)貨幣風險—基準貨幣 (新臺幣） 

本基金可投資於以本基金基準貨幣（即新臺幣）以外之貨幣計價之資產。基準

貨幣與主要資產計價貨幣間之匯率變動，將導致以基準貨幣表現之資產價值產

生上升或下跌的情形。經理公司可能選擇從事遠期外匯合約，以減少這種匯率

波動的影響。採用基準貨幣計價之受益憑證的避險策略，旨在試圖降低(但非完
全消除)基準貨幣與資產計價之主要貨幣（即美元）(「主要貨幣」)間的貨幣風
險。除非本基金的投資策略另有規定，相關法令或主管機關另有規定，經理公

司並非當然必需從事該貨幣避險交易，且得自行決定是否從事貨幣避險交易。  

因上述避險活動所產生的費用與相關收益/損失原則上將由以基準貨幣（即新臺
幣）計價的受益憑證承擔，並將反映於該受益憑證之資產淨值。 

(二)貨幣風險 – 受益憑證計價貨幣 [不包括以美元計價受益憑證] 

本基金的特定受益憑證級別之計價貨幣（「銷售幣別」）可能不同於本基金基

準貨幣或本基金的主要貨幣。因此，匯率的變化可能會影響投資本基金之價值。  

本基金中一個或多個以銷售幣別發售之受益憑證級別將避險至該銷售幣別。該

等受益憑證級別將構成「貨幣避險受益憑證級別」。  

貨幣避險受益憑證級別（如人民幣避險/澳幣避險/南非幣避險等）的目標，在於
藉由降低本基金之主要貨幣與其它銷售幣別之間的匯率波動以及實際操作之交



 

57 

20220506/R/B2708-01A-009/B47 

易成本，而使提供投資者之回報，使其更密切相關於本基金之主要貨幣（即美

元）的報酬率表現 (並非相關於本基金基準貨幣（即新臺幣）)。 

因上述避險活動所產生的費用與相關收益/損失原則上將由涉及之貨幣避險受
益憑證級別承擔，並且將反映於該貨幣避險受益憑證級別之資產淨值。 

七、投資地區之政治、經濟變動之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不同國家及地區發行人所發行的有價證券。各國經濟在許多領域可能

存在對本基金有利或不利的差別，包括國內生產總值或國民生產總額增長率、通貨

膨脹率、資本再投資、資源自給及收支平衡。通常，發行人受到不同程度的監管，

如內線交易規定、市場操縱限制、股東代理權之要求與及時資訊揭露。各國發行人

的報告、會計及稽核標準在若干重要方面可能存在差別，且有時差別會很大。因此，

有價證券或其他資產投資者在若干國家能夠獲得的資料可能少於在其他國家所獲

得者。國有化、徵用或沒收性質稅項、貨幣交易限制、政治變動、政府法規、政治

或社會不穩定或外交事件均可能對一國的經濟或本基金在該國的投資產生不利影

響。倘發生徵用、收歸國有或其他沒收行爲，本基金可能失去在該國的全部投資。

此外，若干國家管制企業組織、公司破產及無力償付的法律也許只能對證券持有人

（如本基金）提供有限的保障。 

主要投資單一國家發行人所發行的證券的基金所承受該國市場、政治及經濟風險，

程度高於投資於多個國家或地區所承受的該國相應風險。投資多個國家發行人所發

行的證券基金不必承受集中於某一個國家的風險，但將承受多個國家的風險。 

本基金可能於多個市場與眾多不同經紀商及交易商買賣有價證券。經紀或交易商倘

破產，有時可能導致本基金託存於此經紀或交易商的資產全部損失，視乎管制該等

經紀或交易商的法規情況。此外，與其他國家相比，若干國家的經紀佣金可能較高，

而若干國家的證券市場流動性、波動幅度較大、被政府監管範圍也較其他國家小。 

許多國家的證券市場亦相對較小，市值及交易投資量大部分集中於代表少部分行業、

且數量有限的公司中。普遍影響市場的不利事件及大型投資者大筆買賣證券，對該

等小型市場造成的影響可能會比較大。在若干情況下，證券交割可能會受到延誤及

相關管理的不明朗情況影響。 

在若干國家外國人(含機構)需要經該國政府批准後才可投資，投資可能僅限於發行
人已發行證券的特定比例或雖屬同一公司但其投資條款(包括價格)可能遜於本國
人士可購買的特定類別證券。該等限制或控制可能會限制或妨礙外國人士於若干證

券的投資，及可能提高其基金的成本及費用。此外，於若干國家獲得的投資收益、

資本或出售證券所得款項匯回本國可能亦受監管規定控制，包括可能需要事前通知

該國政府或獲其授權。倘一個國家的收支平衡狀況惡化，該國可能會對外匯施加暫

時性質的限制。此外，匯款之核准可能會發生延遲或拒發，其他投資限制亦會對本

基金造成不利影響。投資當地市場可能需要本基金採用特別程序，當中可能涉及額

外成本。該等因素可能會影響基金於任何國家的投資的流動性，經理公司將監督任

何上述因素對本基金投資所造成的影響。基金經理人將儘量分散投資風險，惟風險

亦無法因此完全消除。 

八、新興市場風險 

本基金可能投資於新興市場發行人所發行之有價證券。因此，與只投資於已開發國

家發行人發行的有價證券之基金相比，本基金的價格波動可能更劇烈，而流動性亦

可能降低。除投資於較成熟市場的發行人發行的有價證券通常所承擔的風險外，投



 

58 

20220506/R/B2708-01A-009/B47 

資於新興市場發行人所發行的有價證券需承擔其他重大風險，如(1)交易量低或沒
有交易量，與較成熟資本市場相較，該類有價證券缺乏流動性且價格波動更大，(2) 
國家政策的不確定性及社會、政治和經濟的不穩定，增加了資產被徵用、沒收性稅

款、高通膨或不利外交發展的可能性，(3) 可能出現的匯率波動，法律制度不同及
存在或可能實施外匯管制，託管限制或適用於該類投資的其他法律或限制，(4) 可
能限制本基金投資機會的國家政策，例如限制投資於被視為對國家利益敏感的發行

人或行業，及(5) 缺乏規管私人及外國投資和私有財產的法律架構或此等法律架構
相對處於初期發展階段。 

與投資於新興市場發行人有關的其他風險包括：有關證券發行人的公開資訊不足、

與成熟市場不同並可能導致延遲，乃至不能完全防止基金免於資產損失；公司或行

業可能國有化及徵收或沒收性稅款；以及被徵收外國稅項。投資於新興市場有價證

券的成本亦較高，其原因包括：貨幣兌換成本、某些新興市場經紀佣金較高、外國

保管機構存託保管證券的開支。 

新興市場發行人所遵循有關會計、稽核及財務報告的標準和規定，可能與成熟市場

的公司所遵循者有別。在若干新興市場國家，財務報告的標準有很大的差異。因此，

在成熟市場使用的傳統投資工具，如本益比在某些新興市場可能並不適用。 

九、基金-週轉風險 

本基金係主動管理型基金，在若干情況下，因應市況變動，本基金的週轉率可能超

過100%。較高的基金週轉率會增加經紀佣金及其他費用，而該等費用須由本基金
及其受益憑證持有人承擔。 

此外，基金可能因投資人之行為而發生相對較高之週轉率。此情況可能會對該基金

的績效及長期投資人的利益產生不利影響。過度頻繁之申購、買回或轉換本基金受

益憑證所造成的波動，尤其涉及鉅額交易者，將妨礙本基金的有效管理。尤其當本

基金無法預期應於資產中保留多少比率的現金以因應受益人之流動性需要時，本基

金可能無法達成其長期之投資策略。同時，過度頻繁之申購、贖回或轉換基金受益

憑證將迫使本基金維持一筆龐大的現金以因應短線交易活動。進一步而言，過度頻

繁之申購、買回或轉換基金受益憑證亦將迫使本基金於不適當的時機出售本基金所

投資之證券以籌足因應短線交易所需的現金。此外，倘一名或多名受益人過度頻繁

之申購、買回或轉換基金受益憑證會增加費用支出。例如：本基金因短線交易而被

迫處分投資時，可能會增加經紀費及稅務成本而又不能獲得任何投資利益。同樣地，

短線交易操作模式所帶來的資產水平及投資之波動，亦可能增加本基金的行政成本。 

十、管理風險 

由於本基金係主動管理型的基金，因此可能承受管理風險。經理公司將運用其投資

技巧及風險分析為本基金作出投資決策，但不能保證其決策會產生預期結果。在某

些情況下，經理公司可能會無法利用或決定不使用一些衍生性商品及其他投資技術，

即使市況有利於使用有關衍生性商品及其他投資技術。 

十一、固定收益證券風險—一般 

本基金投資於固定收益證券的資產淨值可能隨着或因應利率及匯率波動及發行人

的信用品質的變動而改變。本基金主要投資於非投資等級固定收益證券，而其中某

些固定收益證券需承受無法避免的貶值風險及資本虧損變現風險。此外，較低評級

證券及相若的無評等證券可能較較高評等之固定收益證券承受更大的收益及市值

波動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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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固定收益證券風險—利率 

本基金的淨資產價值將隨著投資價值而波動。本基金投資固定收益證券的價值隨利

率正常波動而變化。利率下跌期間固定收益證券的價值一般可能會上升，但如果利

率下跌被視為經濟衰退的先兆，本基金所投資之證券的價值可能與利率一同下跌。

反之，利率上升期間固定收益證券的價值一般可能下跌。利率變動對較長到期及存

續期之固定收益證券的影響大於較短到期及存續期之固定收益證券。 

十三、固定收益證券風險—提前償付 

眾多固定收益證券，特別是以高利息發行的固定收益證券，多會載明發行人可提前

還款。發行人通常在利息下降時行使該項權力。因此，持有允許提前還款證券時，

或許不能像持有其他固定收益證券在利率下降時充分受益於證券升值。再者，在此

情形下本基金可能會按目前收益率就提前償付款項再投資，而有關收益可能會低於

已償付證券所支付的收益。提前償付可能會使本基金蒙受虧損，而按面值支付的非

預期之提前償付款項將導致本基金遭受相等於任何未攤銷溢價的虧損。 

十四、一般證券相關商品風險 

本基金可投資於證券相關商品，證券相關商品是指價值取決於或源自基礎資產價值、

參考利率或指數的金融合約。經理公司有時會使用證券相關商品作為某項策略的一

部分以降低其他風險。不過，本基金通常會使用證券相關商品作為直接投資，以取

得收益、提高收益率及使基金投資組合更多元化。除交易對手信用風險等其他風險

外，證券相關商品涉及定價及估價困難風險，及證券相關商品價值的變動可能與基

礎資產、利率及指數並不完全相關的風險。 

雖然經理公司善用證券相關商品可能提升本基金管理效率，減輕某些風險，並在不

直接購買相關資產的情況下增加某些市場的投資，惟與較傳統投資工具相比，證券

相關商品涉及不同風險，有時這些風險可能會更大。投資者在投資本基金前，應了

解使用證券相關商品所涉及的重要風險因素及事宜，以下乃就相關風險提出一般性

說明： 

(一) 市場風險：此為所有投資均會涉及的一般風險，即某一特定投資的價值可能對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產生不利的影響。 

(二) 管理風險：證券相關商品係極度專業的投資工具，需要不同於股票及債券的投
資技巧及風險分析。本基金的證券相關商品交易是否成功，有賴於經理公司是

否有能力正確預測價格走勢、利率或匯率趨勢。倘價格、利率、或匯率的變動

超出預期，本基金可能不能達到預期交易利益或可能出現虧損，從而處於比並

無運用該等策略前更差之狀況。由於不可能觀察證券相關商品在所有可能市

況下的表現，使用證券相關商品不僅需要了解相關基礎工具，亦須了解證券相

關商品本身。特別是由於證券相關商品的使用及其複雜性，經理公司需要擁有

用以監督所訂立的交易的控制措施、評估證券相關商品給本基金所帶來風險

的能力、以及判斷價格、利率或匯率走勢的能力。 

(三) 信用風險：該風險係指證券相關商品的交易對手無法遵守證券相關商品合約
條款而使本基金承受虧損的風險。由於結算所(即各集中交易市場交易證券相
關商品的發行人或交易對手)提供履約的保證，因此集中交易市場交易證券相
關商品的信用風險一般低於私人議定證券相關商品。結算所使用的每日付款

系統爲該保證提供保證(即保證金要求)，以降低整體信用風險。對於非集中交
易市場交易之證券相關商品，並無類似的結算機構保證。因此，經理公司於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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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潛在信用風險時將考慮各個非集中交易市場交易之證券相關商品的交易對

手的信用。 

(四) 流動性風險：當一個投資標的難於買賣時，即存在流動性風險。倘該一證券相
關商品交易規模極大或倘相關市場缺乏流動性(即存在許多非集中交易市場交
易之證券相關商品的情況下)，可能無法以有利價格進行交易或平倉。 

(五) 槓桿風險：由於選擇權及許多證券相關商品(視其利用的程度)均具有槓桿成分，
相關資產、利率或指數的價值或評等的不利變動導致虧損會遠遠大於投資選

擇權或證券相關商品本身的金額。倘進行交換交易，即使雙方未進行過任何首

次投資，虧損風險通常與名目本金之金額相關。若干證券相關商品不論首次投

資規模的大小都有可能會造成無限虧損。 

(六) 其他風險：使用證券相關商品涉及的其他風險包括對證券相關商品錯誤定價
或不適當評價及無法將衍生性商品與基礎資產、利率及指數適當地產生正相

關。許多證券相關商品，尤其是非集中交易市場交易之證券相關商品，均為複

雜且經常被主觀地估價。不適當估價可導致支付予交易對手的現金要求增加

或本基金的價值虧損。證券相關商品的價值並非總是與其標的資產價值、利率

或指數完全或甚至大致上一致。因此，本基金使用證券相關商品不一定可有效

達到投資目標。 

十五、店頭市場證券相關商品交易風險 

除上述說明的證券相關商品之一般風險外，在店頭市場交易的證券相關商品可能

涉及以下特殊風險： 

(一) 缺乏監管機制及交易對手違約風險：一般而言，政府對店頭市場交易（貨幣、
遠期、現期和選擇權合約、信用違約交換和某些貨幣選擇權交易通常在此類市

場交易）的監管程度不如對有組織的交易所交易。此外，店頭市場交易也缺乏

某些有組織的交易所為投資人提供的許多保障，如交易所結算公司履約保障。

因此，任何在店頭市場交易的基金都會有直接面對交易對手在交易中不履行

義務的風險，使基金蒙受損失。本基金只會與其認為信用可靠的交易對手交

易，並且可能從某些交易對手收取信用抵押品或信用狀，以減少交易對手違約

風險。但是，無論本基金採取何種手段降低交易對手信用風險，仍無法保證交

易對手不會違約，也不能保證本基金不會因此蒙受損失。 

(二) 流動性風險：本基金之交易對手可能隨時停止造市，或停止某些金融工具的報
價。在這種情況下，本基金可能無法如願進行貨幣或信用違約交換等交易，或

就未平倉部位進行避險交易，這些均可能對本基金績效有不利影響。此外，貨

幣遠期、現期和期貨合約與交易所的金融工具不同，使經理公司可能沒有機會

透過相同但反向交易抵銷本基金的債務。因此，本基金訂立遠期、現期或期貨

合約後，可能被要求、也必須有能力償還合約債務。 

(三) 其他風險：如前所述，參與店頭市場交易者通常只會與其認為信用足以信賴的
交易對手交易，除非交易對手提供保證金、抵押、信用狀或其他信用工具。儘

管經理公司相信其有能力為本基金建立多種交易對手業務關係，使本基金在

店頭市場和其他交易對手市場交易（包括CDS/CDX和其他交換市場，視乎具
體情況而定），但不能保證一定能夠達成。如果無法建立或維持這種關係，可

能會增加本基金的交易對手信用風險，進而限制本基金的操作。此外，本基金

擬建立此類關係的交易對手可能不遵守義務，不繼續提供原來答應給予本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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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信用額度，而且這些交易對手可能單方面決定降低或終止此等信用額度。 

十六、稅項風險 

本基金可能須繳納稅項，例如源自若干本基金所持有證券的利息或實現資本利得

的稅項。在某些情況下避免雙重課稅條約可能存在，其目的在於減少或改進該等

稅項的影響，惟在某些情況下此等避免雙重課稅條約可能不存在。例如，美國債

務人的某些債務的利息付款須繳納30%的美國預扣稅。一般而言，根據本基金所
屬國(即中華民國)與收入來源國之間的所得稅條約，該等稅項不予退還或減免。
經理公司不能保證適用稅務法律及有關詮釋未來不會發生不利影響本基金資產

淨值的變動或修訂。 

十七、商品交易對手及保證機構之信用風險： 

(一)商品交易對手之信用風險：本基金於承作交易前會慎選交易對手，並以全球知
名合法之金融機構為主要交易對象，所有交易流程亦將要求遵守該國政府法規

規定，因此應可有效降低商品交易對手風險，唯不表示風險得以完全規避。另

外，本基金可能於多個市場與眾多不同經紀商及交易商買賣證券。經紀或交易

商倘破產，有時可能導致基金存放於此經紀或交易商的資產全部損失，此將視

該等經紀或交易商的當地主管機關監管規則而定。此外，與其他國家相比，若

干國家的經紀佣金可能較高，而若干國家的證券市場流動性、波幅較大、被政

府監管範圍也較其他國家小。 

(二)保證機構之信用風險：本基金可能投資於附有保證機構擔保之有價證券，惟不
排除保證機構可能因機構信用評等調降、倒閉或破產將可能無法全數償還投資

之本金及收益之風險。 

十八、投資結構式商品之風險： 

無。本基金並無投資結構式商品，並無投資結構式商品之風險存在。 

十九、其他投資標的或特定投資策略之風險： 

(一) 投資美國Rule 144A債券相關風險： Rule 144A 債券係指美國債券市場上，發
行人發行不受美國證監會的註冊和資訊披露要求限制之債券，同時僅有合格

機構投資者(Qualified Institutional Buyers，QIB)可以參與該市場，該類債券因
屬私募性質，可能因發行人之財務訊息揭露不完整或因價格不透明，且由於該

等證券僅得轉讓予合格機構投資者，故而此類債券易發生債券發行人違約之

信用風險及流動性不足之風險。 

(二) 投資於金融資產證券化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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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投資不動產證券化商品(不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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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不動產資產信託(REAT)乃是不動產所有權人(委託人)移轉其不動產或不動
產相關權利予受託機構，由受託機構或承銷商公開募集或向特定人私募資

金，並交給這些投資人(受益人)受益證券。承銷商向投資人所募集的錢，再
轉交給不動產所有人。REAT的受益憑證，是將大樓切割成一張張「債券」，
以債權的方式，由證券化的發行機構支付本金與利息給投資人，到期後把本

金償還給投資人，是屬於長期固定收益的投資工具。 

2.投資不動產證券化商品主要風險如下： 

(1)流動性風險：由於不動產證券化商品在推出初期，台灣市場上流通商品不
多，同時發行條件各有差異，買方接受程度較其他商品低，因此在發展初

期流動性將較差。 

(2)價格風險：由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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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的商品的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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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物品質，可能對本基金投資標的造成影響。 

(4)信用風險：本基金所投資之不動產證券化商品雖具備一定的信用評等，但
仍有發生信用風險的可能。 

(5)利率變動風險：由於不動產證券化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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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變動，故存在利率變

動的風險。 

(四) 投資於較低評級及無評級固定收益證券之風險： 

本基金資產可投資於低評級類別（即低於投資等級）或無評級的非投資等級、

高風險債務證券。評級低於投資等級的債務證券一般稱為「垃圾債券」或「非

投資等級債券」，與較高評級證券相比，被視為須承受本金及利息損失之更大

風險，且就發行人支付利息及償還本金的能力而言，具程度較高之投機性，其

償付能力於經濟狀況持續惡化的期間或因利率持續上升的期間可能會降低。於

經濟狀況轉差的期間，較低評級證券較高評級證券承受更大的市場風險。此外，

較低評級證券可能較投資等級證券更易受實際或預計的不利經濟及競爭行業狀

況所影響，但一般而言，較低評級證券的市值較高評級證券而言較不易受利率

波動的影響。較低評級證券市場的交易投資可能較優質證券市場更為不頻繁，

因此可能對該等證券的出售價格帶來不利影響。倘若干較低評級證券並無可作

買賣的常規市場，經理公司可能難以對相關證券及基金資產進行估價。此外，

有關較低評級證券的不利傳聞及投資者對該等證券的了解（不論是否根據基本

分析），均可能降低該等較低評級證券的市值及流動性。有關較低評級證券的

交易費用可能高於投資等級證券，且在若干情況下可能無法獲取該證券之相關

資料。 

由於較低評級證券的違約風險較高，經理公司的研究及信用分析對管理本基金

就該等證券的投資而言是相應重要的。在考慮為本基金作出投資時，經理公司

將試圖識別財務狀況是否足以應付日後的負債或已改善，或預期日後會改善的

非投資等級證券。經理公司的分析集中於以利息或股息收益比率、資產覆蓋率、

盈利前景及發行人的經驗及管理優勢等因素為基準，計算相對價值。 

如經理公司相信未評級證券的發行人的財務狀況、或該證券本身條款所提供的

保障，將本基金的風險限制在與符合本基金的投資目標及策略的評級證券所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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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的相若風險，則基金將考慮投資於該等未評級證券。 

在致力達到本基金的首要目標時，本基金所持有的證券會不可避免地在某段期

間(如利息上升期間)出現價格降低及資本虧損實現。另外，在若干市況下，質素
相若的較低評級證券及無評級證券的收益及市值的波動幅度會較高評級證券的

波動幅度為大。當購入一證券後，該等波動不會影響自該證券收取的現金收入，

但會於本基金的淨資產價值中反映。 

(五) 投資問題有價證券之風險 

當某特定證券的發行人發生違約或高違約風險時，該特定有價證券可能成為問

題有價證券時。該特定證券通常是CC或以下的信用評級。有價證券的發行人遇
到違約風險之原因很多，其中包括疲弱的財務狀況、經營業績不佳、大量的資

金需求、現金流或淨資產價值不佳、市場變化或競爭條件造成發行人業務的不

利影響及其他因素。當經理公司認為該問題有價證券的市場價值低於其公允價

值，本基金可能投資該問題有價證券。當風險較高時，問題有價證券一般對於

提供較高回報有相應更大的潛力。由於法律和市場的不確定性，問題有價證券

可能難以評估其價值，分析的複雜程度，包含財務和法律面向，對於能成功地

投資於經歷顯著的業務和財務困境的公司是高度必要的。因此，不能保證在這

些證券的投資將一定產生收益，而得以充分彌補股東對於風險之承擔且不經歷

虧損。問題有價證券也可能受到關於發行人重組、破產、債權人和股東權利等

法律的影響，而這些法律可能會在不同的司法管轄區有很大的不同，導致了不

確定性，如投資人和貸款機構之強制執行及投資回收期之延遲。 

(六) 主權債務之信用風險 

透過投資政府機構的債務，本基金直接或間接受到各國政治、社會及經濟變化

的影響。特定國家的政治變革可能影響相關政府及時償付或履行償債責任的意

願。有關國家的經濟狀況(主要由通貨膨脹率、外債水平及國內生產總值等指標
反映)亦會影響該國政府的償付能力。 

政府及時償還其債務的能力可能會受到發行人收支差額（包括出口表現及其獲

取國際信用及投資的機會）的嚴重影響。倘個別國家收到以本基金主要貨幣以

外的貨幣計值的出口款項，則該國以本基金主要貨幣償還債務的能力可能會受

到不利影響。倘某個國家出現貿易赤字，該國則需依靠外國政府、超國家機構

或私人商業銀行的持續貸款、外國政府的援助款項及外資流入。 

本基金可能投資於政府機構及超國家機構的債務，而有關債務可能只有一個次

級市場，甚至並無市場。次級市場流動性減低可能會對市場價格和本基金在需

要滿足其流動性要求時或因應具體經濟事件﹙如發行人的信用下降﹚而出售特

定投資標的的能力產生不利影響。該等債務的次級市場流動性減低還可能使本

基金更難為其基金進行評價而獲得準確的市場報價。眾多主權債務通常會有市

場報價，但僅可從有限的交易商手中獲取，且不一定代表該等交易商的實際盤

價或實際售價。 

倘債務人拖欠本基金持有的若干主權債務，本基金可能會擁有有限的法律追索

權。例如在某些情況下，就政府機構拖欠若干債務的行為尋求補償的訴訟，必

須在違約方的法庭審理，這一點與私人債務有所不同。因此，法律追索權或遭

嚴重削弱。破產、延期償還及其他適用於主權債務發行人的類似法律，可能與

適用於私人債務發行人的法律存在重大差異。例如政治因素，即主權債務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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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履行債務條款的意願，對此亦具有重要影響。此外，倘出現違反商業銀行貸

款協議的情況，不能保證商業銀行債務持有人不會爭奪給予外國政府所發行證

券持有人的付款。 

此外，本基金投資於超國家機構債務須承受額外風險，即一個或多個成員政府

可能會無法向特定超國家機構按規定作出資本出資，致使該超國家機構可能無

法對本基金履行其所承擔債務的責任。 

(七) 公司債務信用風險 

透過投資於公司及其他實體發行的債務，本基金將承受個別發行人不履行此等

債務的付款或其他責任的風險。此外，發行人的財務狀況可能發生不利變化，

從而導致國際認可之評級機構給予發行人及其債務的信用評級被調低，甚至被

調低於投資等級之下。財務狀況轉壞或信用評級下降可能會導致發行人的債務

價格波動加劇，並對其流動性造成負面影響，令此類債務更難以售出。 

(八) 投資債務抵押債券的一般風險 

本基金持有的任何債務抵押債券(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 CDO)的價值波
動通常取決於該債務抵押債券的相關資產組合（「債務抵押債券之抵押品」）

之債務人或發行人的財務狀況、一般經濟狀況、部分金融市場情況、政治事件、

任何特定行業的發展或趨勢以及現行利率的變動。因此，債務抵押債券持有人

必須僅依賴於債務抵押債券之抵押品的分配或其所得款項，作為來自債務抵押

債券之給付。債務抵押債券之抵押品可包括非投資等級債券、貸款、資產抵押

債券(Asset-Backed Security, ABS)及通常低於投資級別評級（或等同信貸質素）
的其他投資工具。較低評級的非投資等級證券及低於投資級別的貸款反映出發

行人財務狀況或一般經濟狀況或兩者均出現不利變動的可能性更大，進而損害

相關發行人或債務人支付本金或利息的能力。此外，部分債務抵押債券缺乏成

熟的流通性次級市場，則可能對該等債務抵押債券的市場價值產生不利影響，

且多數情況下難以以市場價或接近市場價處置該等債務抵押債券。 

評等機構：任何評等機構的日後行動可能會對債務抵押債券的市值或流動性產

生不利影響，而評等機構可隨時且在不更改其公佈的評級標準或方法的情況下，

降低或取消其對任何債務抵押債券所作出的任何評級。因任何不履行作為導致

的任何有關評級變更或撤銷均可能對債務抵押債券的流動性及價值產生不利影

響。 

有關債務抵押債券市場的法規之影響：美國聯邦政府或任何美國監管機構（或

其他非美國機構或監管機構）為應對經濟狀況或其他目的所採取的立法或監管

行為，可能會對債務抵押債券的流動性及價值有不利影響。 

(九) 信用衍生性金融商品的交易的風險： 

1.交易對手的信用風險：指信用衍生性金融商品契約當事人，因其交易對手違
約時，所承受的損失。 

2.流動性風險：指由於市場深度不足或失序，無法將信用衍生性商品平倉變現
的風險。 

3.市場風險：指市場價格不確定變動，或因信用標的或標的成分之信用違約事
件所致之市場價格不確定變動，導致可能發生虧損的風險。 

(十) 無擔保債券及次順位債券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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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擔保公司債雖有較高之利息，但仍可能面臨發行公司無法償付本息之信用風

險。而次順位公司債及次順位金融債券因其債券收益率較一般金融債券收益率

高，且在債信無慮下，可提升整體債券基金收益率。惟次順位金融債券之債權

請求，必須在一般金融債券之債權人獲得清償後始得受償，相對保障較低。因

此經理公司將以審慎態度評估發行銀行之債信，以大型行庫為優先考量，避免

可能之風險。 

(十一) 投資轉換公司債風險： 

轉換公司債是一種同時兼具債券與股票性質的商品，亦即「具有轉換為股票權

利之公司債」，因此投資轉換公司債除了投資該發行公司的公司債外，亦同時

投資該發行公司的股票選擇權，故其所面臨之風險除了標的之市場價格波動

所產生與轉換價格間折溢價之價格波動風險報酬外，亦需承當發行公司發生

財務危機時，可能面臨本金及債息無法獲得償付的信用風險，以及市場成交量

不足之流動性風險。此外，若轉換公司債是由信用評等較差的企業或機構所發

行，亦即未達一定之信用評級或甚至於未經信評之轉換公司債，其風險等同於

非投資等級債券，亦即違約風險較高，尤其在經濟景氣衰退期間，則此類轉換

公司債券價格的波動可能較為劇烈。 

(十二) 債券發行人違約之信用風險： 

投資公司債及金融債券時，信用風險相對較高，可能因發行人實際與預期盈

餘、管理階層變動、併購或因政治、經濟不穩定而增加其無法償付本金及利息

的信用風險，致影響此類證券價格，尤以經濟景氣衰退期間，稍有不利消息，

價格波動可能更為劇烈。 

(十三) 從事反向型ETF之風險： 

1.流動性風險：正常狀況下，即使本基金面臨大量買回，反向型ETF有充分
流動性來因應本基金受益人所需之買回價金需求，惟部分ETF之市場流動
性較差，可能有不易或無法成交、停止交易或下市之狀況。 

2.價格風險：當其所追蹤之指數上漲時，反向型ETF價格將下跌，績效與其
追蹤之指數完全相反，甚至槓桿放空之反向型指數基金績效將倍數相反於

其所追蹤之指數。 

3.匯兌風險：以外幣計價之ETF，投資人需留意外幣之收益及本金換算為本
國貨幣或其他貨幣時，可能產生匯兌損失。 

4.追蹤誤差風險：ETF採用被動式管理的觀念，投資目標為貼緊或追蹤標的
指數變化，並不會針對市場變化做出主動式操作。由於ETF不可能完全複
製或追蹤標的指數，基金淨值與對應股價指數走勢可能會有誤差。 

5.標的指數編製方式變動或計算準確性之風險：指數編製公司在任何時候可
能變更標的指數的編製及計算方式。 

(十四) 槓桿型ETF之風險： 

槓桿型ETF採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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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投資其他的證券相關商品，來達到其財務槓桿的效果，

例如：選擇權，期貨等，其如同使用期貨或信用交易一般，具有倍數放大報

酬率的槓桿效果：獲利會放大，同樣地虧損也會放大，因此是一個相對風險

較高的商品。另因槓桿型ETF亦具有追蹤誤差之風險，追蹤誤差(Tra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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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是基金回報與指標回報差異之標準差，當基金表現與標竿指數表現不
相符時產生，追蹤誤差對於基金的表現有負面影響，且與基金操作時槓桿程

度成正比。 

(十五) 應急可轉換債券(Contingent Convertible Bond, CoCo Bond)之風險 

1. 金融領域集中度風險：主要發行者為各國金融機構或全球系統性重要銀行
（Global Systemically Important Banks, G-SIBs）。這些全球金融機構可能受
到市場事件的不利影響，並可能被迫進行組織重整、與其他金融機構合併

及全部或部分國營化，並受到政府干預或破產或失去清償能力，造成支付

投資人的款項遭阻或完全被取消、債務轉換及/或資本損失。 
2. 資本結構倒置風險：CoCo Bond通常為次順位債券，在特定情況下，CoCo 

Bond 投資人可能比 CoCo Bond發行公司股權投資人蒙受較多的資本損失。 
3. 觸發事件轉換風險：一般可轉換債券由投資人自行決定是否轉換，但 CoCo 

Bond轉換非由投資人決定，而是因發生觸發事件，例如：機制性法定資本
比率觸發事件、由監管機構全權決定發行人已無經營能力的觸發事件，因

此投資人除會因強制轉換而必須出售部分或全部 CoCo Bond，以符合其投
資策略。 

4. 減記、息票取消風險：第一類資本(Additional Tier 1，下稱 AT1)之 CoCo 
Bond為發行人的一種永久性資本工具，在預先定義的水準下可贖回，惟須
獲得發行人監管機構同意，因此，投資 CoCo Bond本金之全部或部分可能
會被減記，以做為吸收發行金融機構損失的措施。又 AT1 CoCo Bond息票
支付完全由發行人決定，故發行人將可能以任何理由例如為支付普通股或

順位較高債務票息而取消或延期 CoCo Bond 息票支付，且延後時間無限
制。取消支付款項不會構成違約事件且會被註銷，造成 AT1 CoCo Bond評
價不確定大幅增加，可能會有定價錯誤情事。 

5. 流動性風險：CoCo Bond為近年金融機構創新發行的商品，參與次級巿場
買賣的投資人有限，可能會有無法以合理價格賣出風險。 

6. 未知風險：CoCo Bond為金融危機後最新發展之合格資本工具，尚未歷經
金融市場重大事件實證測試尚未歷經許多實證，因此未來可能會有其他的

問題突發事件所面臨的未知風險。 

(十六) 具總損失吸收能力(Total Loss-Absorbing Capacity, TLAC)債券)之風險 

TLAC 債券是為因應新的資本要求而產生的債券類別，其中值得注意的是，
TLAC 債券所發行的層級並非只有次順位債券，甚至是主順位債券都有可能
是TLAC債券；TLAC 聚焦在銀行進行清算時可能面臨全部或部份減記、或
轉換成股權的債權，但銀行未面臨清算前其投資風險與一般債券無異，並非

全新風險領域範疇，茲就TLAC債券投資風險說明如下： 
1. 利率風險：利率與債券價格呈反向關係，當市場利率上升時，債券價格下
跌，使債券持有者的資本遭受損失，越長期的債券，利率風險越高。 

2. 金融領域集中度風險：因主要是由全球系統性重要性銀行發行，這些全球
金融機構可能受到市場事件的不利影響，並可能被迫進行組織重整、與其

他金融機構合併及全部或部分國營化，並受到政府干預或破產或失去清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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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造成支付投資人的款項遭阻或完全被取消、債務轉換及/或資本損失。 
3. 波動風險：若TLAC債券隸屬次順位債券，所面臨的價格波動風險較大。 
4. 流動性風險：利率急劇變動而促使交易商加寬報價或是停止報價，造成損
失。 

5. 信用風險：由於各種原因，發行公司營運成績、財務狀況不佳導致信用評
等被調降，有可能反應在債券的市場價格下跌。 

6. 強制贖回風險：債券發行者在到期日之前，依條件贖回債券。 
7. 再投資風險：債券利息再投資，因市場利率走低，可能出現比債券收益率
低的情況，越接近到期日，再投資風險越高。 

8. 突發事件風險：TLAC債券為銀行擴充資本的工具，雖然並非為新的固定
收益商品，而僅在現行的債券發行條件上加上「資本緩衝」條件，但由於

為新的運作機制，尚未歷經金融市場重大事件實證測試，因此未來可能會

有其他突發事件所面臨的未知風險。 

二十、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易之風險 

經理公司得為避險操作或增加投資效率之目的，運用本基金從事衍生自債券、債

券指數、利率之期貨、選擇權、利率交換及TBA (To Be Announced)等證券相關商
品之交易。經理公司得為避險操作之目的，運用本基金資產從事衍生自貨幣之期

貨或選擇權交易；另，經理公司亦得為增加投資效率之目的，運用本基金資產從

事衍生自貨幣之匯率遠期交易（含無本金遠期交易）或匯率交換交易。本基金從

事衍生自利率、外匯之期貨、選擇權、利率交換交易及TBA(To Be Announced)交
易等證券相關商品之交易以避險時，可能因承作利率交換交易後，因市場利率上

升或是下跌，導致所承作的契約產生損益變化的價格風險。若該利率交換合約乃

透過店頭市場執行，當交易對手對於現在或未來之現金流量無法履行交割義務，

則產生信用風險。 

此外，本基金可在若干有限情況下進行期貨或期貨選擇權之交易，而倘市場活動

減少或價格達到每日波動幅度限制，該等金融工具亦可能承受欠缺流動性風險。

大多數期貨交易所均對每日期貨合約價格的波動幅度作出限制。此類限制稱爲

「當日限價」。在單一交易日內，不得以超出當日限價的價格進行交易。一旦期

貨合約價格上升或下跌至限價點，既不得買入亦不得平倉。期貨價格偶爾會連續

數日達至當日限價，導致連續數日幾乎沒有交易。類似情況可能妨礙本基金及時

對不利之持有部位進行平倉，從而導致基金出現虧損以及相關受益憑證的資產淨

值下跌。店頭市場交易亦有可能產生流動性風險。 

此外承作TBA交易可能面臨下列風險： 

(一)市場價格風險 

市場價格波動所造成本公司資產價格變動的風險，且其主要風險來自於利率

波動及信用貼水變動。 

(二)交易對手風險 

交易對手風險在於交易對手交割履約的違約風險。若交割方式透過清算機構

款券交割，將避免交割所產生之風險。 

(三)發行機構風險 

TBA為Agency Pass Through MBS的交易方式之ㄧ，其所交易標的之擔保人/發
行機構為吉利美(Ginnie Mae(GNMA)) 、房利美(Fannie Mae(FNMA))、房地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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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ddie Mac(FHLMC))，前述還本付息的擔保人或發行機構係由美國政府擁
有或資助設立，且皆有美國政府明示或非明示之保證，故其發行機構風險相

對較低。 

(四)違約風險 

TBA所交易標的因其還本付息係由美國政府擁有或資助設立之機構保證，且
皆有美國政府明示或非明示之保證，故其違約風險相對較低。 

廿一、出借所持有之有價證券或借入有價證券之相關風險 

(一)出借所持有之有價證券之相關風險：本基金將藉由參與借券市場以提高基金
收益，但有可能會面臨借券人無法如期還券造成基金損失之風險、或持股出

借比率因基金買回而超過法令規定限制比例之風險。為有效控制此風險，經

理公司特別訂定借券方法及上限，嚴格審核基金持股出借比率是否超過法令

規定之限制比例，並嚴守借券管理規範與借券流程原則。此外，嚴格執行擔

保品餘額控管，每日進行評價以確認借券擔保品是否足以即時反應市場風險，

但無法排除仍可能產生此類風險。 

(二)議借交易之違約風險：當借券人從事議借交易違約時，經理公司得處分借券
人繳交之擔保品以回補本基金出借之有價證券。惟該有價證券流動性不足致

無法適價適量回補有價證券，恐發生借券人繳交之擔保品不足給付之風險。 

廿二、循債券通投資大陸地區債券之交易機制風險及其他投資風險 

(一) 交易機制不確定風險： 

中國人民銀行為規範發展大陸地區與香港債券市場互聯互通合作相關業務，

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維護債券市場秩序，於西元2017 年6月發布《內地與
香港債券市場互聯互通合作管理暫行辦法》，使境外投資者得透過大陸地區

與香港債券市場交易互聯互通機制（即「債券通」）投資大陸地區債券市場。

後續可能陸續頒布相關法令，相關投資規範與交易機制亦可能修訂，因此存

有不確定風險，本基金之相關投資將依最新規定辦理，可能受有不同程度之

正面或負面影響，例如若債券通對交易額度或交易標的進行管制，基金配置

將受其限制。 

(二) 複雜交易產生之營運及操作風險： 

境外投資者透過債券通投資大陸地區債券市場，係以經中國人民銀行核准之

電子交易平台向合格報價機構發送報價請求，於成交後透過香港金融管理局

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CMU系統）辦理債券過戶及資金支付，並由CMU 系
統與上海清算所或中央國債登記結算公司等機構辦理大陸地區債券之款券交

割。由於債券通之運作需要相關市場交易平台及市場參與者之資訊系統的運

作，若相關系統未能妥善運作而產生營運風險，將可能中斷大陸地區及香港

兩地間透過債券通之交易。 

(三) 流動性風險： 

如遇大陸地區貨幣市場資金緊俏，將可能影響交易對手造市能力；此外，如

多數投資者將所持有之債券持有至到期，亦可能造成債券交易不活絡或交易

價格不合理之風險，產生流動性不足的問題，可能使基金投資組合負擔較大

的交易及變現成本，甚至可能在出售該等債券時蒙受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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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大陸地區之政策變更可能對債券市場之流動性造成正向或負向之影響，

投資人須留意中國特定政治及經濟變動對債券市場造成之影響。 

(四) 買回限制風險： 

雖然目前債券通並無任何額度限制，但若中國人民銀行在未來頒布匯回限制，

從大陸地區匯回的款項便可能受到此等限制。若從大陸地區匯回的款項在未

來受到任何限制，則可能影響本基金達成買回請求的能力。 

(五) 交易對手風險： 

交易對手原則上應保證有足額之債券用於交割結算，若交易對手因債券不足

導致結算失敗，或發生其他違約或違反相關法令規定之情事時，將可能使基

金承受違約交割風險。 

(六) 價格風險： 

境外投資者透過債券通投資大陸地區債券市場，係透過電子交易平台向合格

報價機構發送報價請求，報價機構雖盡力以合理價格回覆，但因初期受限於

造市商參與家數相對較少，在交易價格上容易受造市商報價所限制，如報價

機構較少或債券本身流動性因素，其價格可能與境內投資者之交易價格有所

差異，導致本基金可能以較差之價格買進債券，進而影響本基金之操作。未

來若更多之造市商投入，則有助於提高市場之活絡性與流動性，進而使報價

更趨於合理。 

(七) 可交易標的異動風險： 

債券通機制對於可交易標訂有規範，未來可能逐步拓寬交易範圍，但也無法

完全排除交易範圍緊縮之風險；如可交易標的異動，將可能使本基金資產配

置受到影響。 

(八) 可交易日期風險： 

如透過債券通投資大陸地區債券市場，僅於大陸地區及香港兩地均開放交易

方會運作，如僅有一方為營業日，投資者將無法進行交易，需承受此期間之

價格波動風險。 

(九) 稅賦不確定風險： 

透過債券通投資大陸地區債券市場，如有投資大陸地區境內債券產生之資本

利得、利息收入或其他投資收入，可能須依當地規定支付稅賦，亦可能降低

本基金相關投資在大陸地區的稅後收益，因此對本基金與其受益人帶來不利

影響。另大陸地區現行稅務法令及實務的變更亦可能具有追溯效力。至於中

華民國稅務規範部分，投資人則須依中華民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規定承

擔稅負。本基金可能因相關規範異動而面臨稅負不確定之風險，進而影響基

金淨值。 

(十) 匯率風險： 

因債券通機制必須以人民幣進行所有交易，故如遇外匯管制或有其他限制，

可能無法將人民幣交割款項匯至香港，將造成額外的外匯、匯率、評價及流

動性風險。 

(十一) 跨境交易之法律變動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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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通同時受到大陸地區及香港之證券監管單位所規範，且債券通屬於較

新的市場，即營運歷史較短，相關法令規範亦可能有所異動，其解釋及執

行方面仍具有極大的不確定性，亦不保證相關交易機制不會有暫停交易、

強制賣出或廢除之情況，基金交易將依最新規定做必要調整。此外，業務

組織、配產及無清償能力所適用的大陸法律在保護證券持有人方面可能大

幅低於較開發國家的法律。以上因素(個別或結合)可能對本基金造成不利
影響。 

(十二) 交割風險： 

目前在債券通的所有債券交易都採用款券對付方式(即同時交付債券及款
項)進行交割，但無法保證交割風險會因此消滅。此外，款券兌付在大陸地
區的實務方式可能不同於已開發市場。交割之延遲風險仍存在。若交易對

手或相關清算及交割機構不履行其交易義務，本基金可能蒙受損失。 

(十三) 不受當地制度保護之風險： 

本基金如透過債券通進行投資大陸地區債券市場，可能較不受大陸地區及

香港當地之投資人保護機制所保障，於面臨債券違約或重整時可能遭遇求

償困難。且需承擔一定程度之不確定性及政策、經濟變動風險。 

廿三、其他投資風險 

(一) 大量贖回之風險：本基金如遇眾多投資人同時大量贖回，致使基金於短時間
內需支付的買回價金過鉅，或有延緩給付買回價金之可能。 

(二) 清算期間之風險：本基金因不可抗力之因素而發生清算事宜時，本基金資產
將不得繼續從事有價證券的投資，因此於清算期間本基金無法從事收益報酬

產生之交易，並可能錯失具有獲利的投資機會。此外，於清算期間若本基金

所投資之有價證券組合價值因市場變動而減少，將造成本基金之淨值下跌。 

(三) 市場停止交易之風險：交易所或政府機關，當遇不可預知之情況，如地震、
風災、雨災、火災或盤勢變化太大導致市場安全機制啟動等，所產生暫停或

停止交易情形，可能影響交易人履約能力或買賣狀況的風險。 

(四) 投資集中風險：由於本基金可投資的發行人、行業或領域或國家數目有限，
因此可能較投資於更多或更廣泛證券的基金承受更大波動。倘基金所投資的

證券價格出現重大不利變動，則集中可能會令有關投資者蒙受與一般市場變

動並不相稱的損失。基金所集中投資的發行人、行業或領域的市場或經濟因

素可能會對本基金的投資價值產生重大影響。 

             廿四、除法令另有限制或信託契約另有約定外，本基金得透由Sanford C. Bernstein & Co., 
LLC或其關係企業進行交易及投資。 

陸、收益分配 

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基金概況】壹、廿五、分配收益之說明。 

 

柒、申購受益憑證 

一、申購程序、地點及截止時間 

(一)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向經理公司或其委任之銷售機構辦理申購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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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繳付申購價金。 

(二)於親自申購受益權單位時，應填妥申購書及檢具國民身分證影本（如申購人為
法人機構，應檢具法人資格證明文件及負責人身分證影本）辦理申購手續，申

購書備置於經理公司或其委任銷售機構之營業處所。 

(三)經理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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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依申購人之要求，提供公開說明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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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可供查閱之方式。 

(四)申購時間：本基金申購收件時間為每一營業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前，經理公
司指定之基金銷售機構亦應於上述規定截止時間內自行訂定其受理申購申請之

截止時間。除能證明投資人係於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請求者，逾時申請應視為

次一營業日之交易。前述截止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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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截止時間，惟截止時間前已完成之交

易仍屬有效。 

二、申購價金之計算及給付方式 

(一)申購價金之計算 

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基金概況】壹、十四及十五之說明。 

(二)申購價金給付方式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應於申購當日以匯款、轉帳、郵政劃撥或經理公司

所在地票據交換所接受之台支支付，如票據未能兌現者，申購無效。申購人

於付清申購價金後，無須再就其申購給付任何款項。 

三、受益憑證之交付 

(一)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均為記名式，本基金受益憑證全數以無實體發行，受益
人不得申請領回實體受益憑證。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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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七個營業日內由經理公司提供確認單或對帳單予受益人，並於七個營業日內

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受益憑證予申購人。 

四、經理公司不接受申購或基金不成立時之處理 

(一)不接受申購之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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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基金不成立時之處理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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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還申購價金及加計自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購價金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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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臺幣計

價受益權單位利息計至新臺幣「元」，不滿壹元者，四捨五入；外幣計價受益

權單位利息之計算方式及位數依基金保管機構各該外幣幣別外匯活期存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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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息計算方式辦理。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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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捌、買回受益憑證 

一、買回程序、地點及截止時間 

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九十日後，受益人得以書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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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人依基金信託契約申

請向經理公司買回受益憑證時，應於每日下午五時前，將已填妥買回申請書送

達經理公司，並攜帶已登記於經理公司之原留印鑑（如係登記簽名者，則需親

自簽名）及所需之買回手續費。受益人得以掛號郵寄之方式向經理公司申請買

回，或親赴經理公司或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申請買回。其他由經理公司委任

之基金銷售機構之受理申請買回截止時間，依其自訂規定為準，惟不得逾每營

業日下午五時。除能證明受益人係於受理截止時間前提出買回請求外，逾時提

出買回申請者，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易。前述截止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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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截止時間，惟

截止時間前已完成之交易仍屬有效。受益人得請求買回受益憑證之全部或一部

分，但買回後剩餘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不及500個單
位者；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不及100個單位者；人民幣計
價受益權單位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不及500個單位者；澳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所
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不及100個單位者；南非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所表彰之受益權
單位數不及500個單位者，除受益人透過銀行特定金錢信託方式、壽險公司投資
型保單方式、證券商財富管理專戶方式申購者、或經經理公司同意者外，不得

請求部分買回。 

二、買回價金之計算 

(一)除信託契約另有規定外，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一受益權單位之買回價格以買
回日該類型受益憑證每一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扣除買回費用計算之。 

(二)本基金買回費用（含受益人進行短線交易者）最高不得超過本基金每受益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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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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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短線交易者，須支付買回價金之百分之零點貳(0.2%)之作為買回
費用。買回費用併入本基金資產。所謂「短線交易」是指受益人自申購日

(含)起算第14個日曆日內申請買回者。非短線交易之買回費用現行為零。對
於所有請求買回本基金之受益人，經理公司應公平對待之，不得對特定投資

人提供特別優厚之買回條件。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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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手續費未來可能因代理

機構成本增加而調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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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次一營業日起八個營業日內，指示基金保管機構以受益人為受款人之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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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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買回價金將依其申請買回之受益權單位計價幣別給付之。 

(二)本基金為給付受益人買回價金或辦理有價證券交割，得由經理公司依金管會
規定向金融機構辦理短期借款，並由基金保管機構以基金專戶名義與借款金

融機構簽訂借款契約，且應遵守下列規定，如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

從其規定： 

1. 借款對象以依法得經營辦理放款業務之國內外金融機構為限，亦得包括本
基金之基金保管機構。 

2. 為給付買回價金之借款期限以三十個營業日為限；為辦理有價證券交割之
借款期限以十四個營業日為限。 

3. 借款產生之利息及相關費用由本基金資產負擔。 

4. 借款總金額不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 

5. 基金借款對象為基金保管機構或與經理公司有利害關係者，其借款交易條
件不得劣於其他金融機構。  

6. 基金及基金保管機構之清償責任以基金資產為限，受益人應負擔責任以其
投資於該基金受益憑證之金額為限。 

四、受益憑證之換發 

本基金發行無實體受益憑證，毋庸辦理受益憑證之換發。 

五、買回價金遲延給付之情形 

(一)鉅額受益憑證之買回 

任一營業日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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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信託契約第十七條第四項第四款所定之借款

比例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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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或外匯市場非因例假日而停止交易； 

2.通常使用之通信中斷； 

3.因匯兌交易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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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所定暫停計算本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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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自該計算日起八個營業日內給付買回價金。經理公司就恢復計算本

基金每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應向金管會報備之。 

六、買回撤銷之情形 

受益人申請買回有信託契約第十八條第一項及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情形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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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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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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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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得享有並行使本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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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參公開說明書【基金概況】壹、基金簡介、廿三、經理費之說明 

保管費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年百分之零點貳陸

(0.26％)之比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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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費均不列入本基金資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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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3%)。但
實際適用費率由經理公司或銷售機構依其銷售策略在該範圍內定

之。 

買回費用 除下列情形收取短線交易買回費用外，本基金買回費用目前為零。 

短線交易 

買回費用 

受益人自申購日起持有受益憑證單位數不滿十四個日曆日(含)即申
請買回者視為短線交易，經理公司得收取買回價金百分之零點貳

(0.2%)之買回費用。買回費用併入基金資產。 

買回收件 

手續費 

經理公司得委託基金銷售機構辦理本基金受益憑證買回事務，並得

就每件買回申請酌收不超過新臺幣五十元之買回收件手續費，用以

支付處理買回事務之費用。(買回收件手續費未來可能因基金銷售
機構成本增加而調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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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受益人會議

費用 
預估每次不超過新臺幣壹佰萬元。(註一)。 

其他費用 以實際發生之數額為準(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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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應支付之一切稅捐、基金財務報告簽證及核閱費用；清算費

用；訴訟或非訴訟所產生之費用；代為追償所需之費用(包括但不限於律師
費)。（詳見後述【證券投資信託契約主要內容】捌、之說明） 

(二)費用給付方式 

1. 經理費及保管費，為每曆月給付乙次，於次曆月五個營業日內以新臺幣
自本基金撥付之。 

2. 其他費用於發生時由基金資產給付。 

三、受益人應負擔租稅之項目及其計算、繳納方式 
有關本基金投資於中華民國之資產及其交易所產生之各項所得之賦稅事項均依財

政部 81年 4月 23日台財稅第 811663751號函、91年 11月 27日台財稅第
0910455815號函、99年 12月 22日台財稅字第 099005288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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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各項係根據本基金公

開說明書製作日當時仍有效之中華民國稅賦規定所作之概略說明，其僅屬一般性

說明，未必涵蓋本基金所有類型投資者之稅務責任，亦不構成任何投資或稅務建

議，且有關之內容及法令解釋方面均可能隨時有所修改，投資人不應完全依賴此

等說明，而應依其所具備之國籍、居住地、住所地或公司成立地等因素影響，對

於本基金之投資諮詢專業顧問。依財政部 96年 4月 26日台財稅字第
09604514330號函及所得稅法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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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利事業統一編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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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益權單位數佔該基金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比例之居住者證明，已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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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財政部 107年 3月
6日台財際字第 10600686840號令，本基金信託契約已有載明經理公司得代為處
理本基金投資相關之稅務事宜，故得由經理公司向登記所在地之轄區國稅局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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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關法令修正者，應依修正後之規定辦理。以下資訊僅

供參考，受益人應自行向其稅務或財務顧問諮詢相關細節。  

(一)證券交易稅 

1.受益人轉讓受益憑證時，應由受讓人繳納證券交易稅。 

2.受益人申請買回，或於本基金清算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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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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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基金清算時，分配予受益人之剩餘財產，非屬證券交易所得稅之課徵範
圍，免納所得稅。 

2.受益人申請買回或轉讓受益憑證，非屬證券交易所得稅之課徵範圍，免納
所得稅。 

3.本基金於證券交易所得稅停徵期間所生之證券交易所得，在其延後分配年
度仍得免納所得稅。 

(四)所得稅 

基金受益人自本基金所獲配屬於中華民國境外之收益，基金受益人如為國內

自然人，應「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規定納入最低稅負之稅基，依所得基本稅

額條例，計算基本稅額；受益人如為中華民國境內之營利事業，應併入其營

利事業所得額申報繳納營利事業所得稅。 

(五)投資於各投資所在國之資產及其交易產生之各項所得，均應依各投資所在國
有關法令規定繳納稅款。 

四、受益人會議 
(一)召集事由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理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召開本基金受益人會議，但

信託契約另有訂定並經金管會核准者，不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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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事項對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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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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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決議事項係專屬於特定類型受益權單位之事項者，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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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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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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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人會議之決議，應經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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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上之受益人出席，並經出席受益

人之表決權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行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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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拾、基金之資訊揭露 

一、依法令及證券投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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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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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可享
有之收益分配) 。 

3.經理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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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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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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傳真或電子郵件或其他電子傳輸方式

為之。受益人地址變更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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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送達時，以送

達至受益人名簿所載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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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輸於公開資
訊觀測站或公會網站，或其他依金管會所指定之方式公告。經理公

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所選定之公告方式如下：  

●公告於「公開資訊觀測站」者(網址為https://mops.twse.com.tw/)： 

(1)本基金之年度及半年度財務報告。 

(2)本基金之公開說明書。 

(3)經理公司之年度財務報告書。 

●公告於「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網站」者 

(網址為https://www.sitca.org.tw/)： 

(1)信託契約修正之事項。 

(2)本基金收益分配之事項。(僅AA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受
益人可享有之收益分配)。 

(3)經理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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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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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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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mops.twse.com.tw/
https://www.sitc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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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本基金暫停及恢復計算買回價格事項。 

(11)經理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主營業所所在地變更者。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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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登於中華民國任一主要新聞報紙：由經理公司視其需要性，決定
是否刊登於報紙。 

(二)通知及公告之送達日，依下列規定： 
1.依前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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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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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以前述(一)所列1.、2.所示之方式送達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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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所列(8)、(9)規定應公布之內容及比例，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
定修正者，從其規定。 

三、計算基金資產價值之基金後台帳務處理作業委託專業機構辦理 

(一)委外業務情形(包括基金資產評價、基金淨值計算及基金會計等) 

經理公司自民國 101 年 6 月 8 日起陸續委託專業機構匯豐(台灣)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辦理全權委託投資帳戶與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淨值計算與基金會計

帳務事宜。 

(二)受託機構名稱及背景資料 

1. 受託機構名稱：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 受託機構背景資料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為一獨立專業機構，於 101年 4月 30日
獲准辦理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全權委託投資帳務資產評價、淨值計算及會計

代理等業務﹔另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原香港商香港上海滙豐
銀行於 99年 3月 22日經核准讓與在台分行部分營業、資產及負債予滙豐
(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前於 97年 5月 4日獲准辦理證券投資信託事
業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評價、淨值計算及會計等代理業務。 

四、外國帳戶稅收遵從法令下之美國稅預扣及申報暨投資人申購本基金之限制 

1. 外國帳戶稅收遵從法（FATCA）： 

美國1986 年國內稅收法第1471 至1474 節規定所立之外國帳戶稅收遵從法（下
稱「FATCA」），針對不遵循FATCA 之外國金融機構取得之美國來源所得徵
收30%之扣繳稅（下稱FATCA 扣繳），本基金屬於外國金融機構並適用FATCA。 

自2014 年7 月1 日起，FATCA 扣繳適用於給付予本基金之美國來源利息、股
息、及其他收益（例如美國企業支付之股利），且自2017 年1 月1 日起，此扣
繳稅延伸適用於因銷售或處分產生美國來源股息或利息之資產所取得之收益。

FATCA 扣繳適用於給付予本基金之收益，除非(1)本基金完全遵守FATCA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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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發佈之相關法規、通知及公告(2)本基金依跨政府協議提升對國際稅務遵循並
落實FATCA規定。本基金計畫及時參與FATCA，以確保本基金之投資收益免受
FATCA 扣繳。 

為履行FATCA 義務，本基金將被要求取得受益人之部份資訊，以確認受益人
之美國課稅地位。若受益人為特定之美國人、美國人擁有之非美國組織、非參

與FATCA 之外國金融機構 (下稱「非參與外國金融機構」)或無法提供必要證
明文件，於合法範圍內，本基金可能須向有關之稅務當局申報受益人資訊。 

若本基金之受益人或銷售機構未對本基金、其代理人或經授權之代表依FATCA 
要求提供正確、完整、精確的資訊，使本基金充份遵循FATCA，或其為非參與
外國金融機構，受益人之可分配收益金額可能受FATCA 扣繳，於法令允許之
範圍內，受益人可能被限制不得對基金進行任何額外投資，或可能須贖回其基

金投資。本基金可在未取得受益人之同意下，由本基金決定為配合遵循FATCA 
之所需修改公開說明書。對其他準備採納稅務資訊揭露法規的國家，即使目前

相關法令規定尚未明確，本基金亦計畫遵循類似之稅務規定，因此，本基金可

能需要蒐集受益人於其他國家法律的課稅地位及各受益人資訊，以向相關政府

機關揭露。 

受益人應就其自身狀況向其稅務顧問尋求有關FATCA 規範之建議，特別是透
過銷售機構或其他中間人持有基金的受益人更應確認該銷售機構或中間人遵循

FATCA 的狀況，以確保自身的投資收益不會受到上述FATCA 扣繳的影響。 

2. 對美國人士募集及銷售之限制：本基金原則上限制或拒絕任何「美國人士」持
有受益憑證，除於特殊情況下經經理公司酌情許可外，基金銷售機構不得募集

或銷售基金受益憑證予任何美國人士，「美國人士」係指 (i) 證券法 S 規則所
界定之美國人(含自然人及實體)；(ii) 美國所得稅法 (最新增修條文) 所界定之
美國公民或「外籍居民」；或 (iii) 符合下列條件之非自然人：(A) 於美國境內
或依美國聯邦或州法組設之法人或合夥事業；(B) 符合下列條件之信託：(I) 美
國法院得針對信託管理行使主要監督權；且 (II) 美國人有權控制信託之重大決
策者；或(C) 其全球來源所得均應於美國納稅之財產。而有關「美國」係指美利
堅合眾國及其領土、屬地、管轄地，包括波多黎各自治邦。 

3. 其他 

(1) 若本章節內容與其他受益人與經理公司往來之服務、產品、業務關係、帳戶
或合約之條款有任何歧異或不一致時，本章節內容於法令許可範圍內優先

適用。 

(2) 本章節內容之全部或部分條款依任何管轄法律規定而變成違法、無效或無
法執行者，該違法、無效或無法執行將不影響或減損該條文在任何其他管

轄區域或在原管轄區域內之其他條款之適法性、有效性或可執行性。 

4. 受益人帳戶或服務終止後本章節內容之存續：當受益人死亡、破產、或無行為
能力，或受益人帳戶關閉，或經理公司終止提供客戶服務，或受益人贖回於本

基金之投資後，本章節內容仍繼續適用。 

5. 投資人申購本基金之限制 

本基金並未且亦不會依美國 1933 年證券法暨其後續增修條文辦理登記，不得
直接或間接於美國境內或對美國人士發行、銷售、轉讓或提供。本基金未依美

國 1940 年投資公司法暨其後續增修條文辦理登記。投資人將依銷售機構、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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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商、交易商或經理公司之要求提供適當保證，以確認潛在申購者並非美國人

士。此等資訊若有任何變更，本基金持有人將立即通知經理公司、銷售機構、

經銷商或交易商。本基金持有人應負責確認及證明其並非美國人士，因美國人

士將被限制或拒絕持有本基金。 

若經理公司發現本基金之受益權單位所有權歸屬於美國人士 (無論為單獨或與
他人共同持有)，經理公司得代表本基金，按買回價格強制買回該等受益權單位。
當提出強制買回通知起算屆滿十日後，該等受益權單位將被買回，受益權單位

持有人將喪失其所有權。有關美國人士之範圍詳前述第 2點之說明。 

拾壹、基金運用狀況 
 

(一) 基金投資情形 
 

1. 淨資產總額之組成項目、金額及比率 
聯博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淨資產總額明細表 
民國一百十二年三月三十一日 

資產項目 國家/證券市場名稱 金額(新台幣佰萬元)  佔淨資產百分比 

債券 

CHINA                                  
219.89          32.10  

HONG KONG                                    
44.21            6.45  

INDIA 
                                   

47.39            6.92  

INDONESIA                                    
72.95          10.65  

KOREA                                    
47.06            6.87  

MACAO                                    
21.28            3.11  

MALAYSIA 
                                   

29.81            4.35  

PHILIPPINES                                      
6.08            0.89  

SINGAPORE                                      
6.03            0.88  

SRI LANKA 
                                     

2.19            0.32  

TAIWAN                                      
5.23            0.76  

THAILAND                                    
28.63            4.18  

UNITED KINGDOM                                      
6.21            0.91  

UNITED STATES 
                                   

93.44          13.64  
合計 630.40 92.03 

銀行存款(含活存、支存、定存)  44.98  6.57 
其他資產(扣除負債後之淨額)  9.60  1.40 

淨 資 產 總 額  
$               684.9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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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投資單一股票金額占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一以上者，列示該股票之名稱、
股數、每股市價、投資金額及投資比例：無 
 

3. 單一債券金額占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一以上者，列示該債券之名稱、投資
金額及投資比率： 

 
聯博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投資債券明細表 

民國一百十二年三月三十一日 
債券名稱 證券市場名稱 投資金額(新台幣佰萬元) 投資比例(%) 

US TREASURY N/B 7.5% 15NOV2024 紐約證券交易所(NYS) 36.85 5.38 

US TREASURY NTS 6.25% 15AUG2023 紐約證券交易所(NYS) 30.67 4.48 

US TREASURY NOTE 7.625% 15FEB2025 紐約證券交易所(NYS) 25.92 3.78 

CNAC HK FINBRIDGE CO L 3.875% 
19JUN2029 

德國斯圖加特證交所 16.7 2.44 

CHINALCO CAPITAL HOL VAR PERP 
31DEC2049 

香港證券交易所 14.93 2.18 

TENCENT HOLDINGS LTD 3.975% 
11APR2029 

香港證券交易所 11.57 1.69 

KASIKORNBANK PCL HK VAR 
02OCT2031 

新加坡證券交易所 10.75 1.57 

MINEJESA CAPITAL BV 4.625% 
10AUG2030 

新加坡證券交易所 10.79 1.57 

BANGKOK BANK PLC (HK) 9.025% 
15MAR2029 

其他市場 10.33 1.51 

ZHONGSHENG GROUP 3% 13JAN2026 香港證券交易所 10.21 1.49 

CDBL FUNDING TWO 3.125% 02MAR2027 其他市場 9.55 1.39 

AIRPORT AUTHORITY HK VAR PERP 
31DEC2049 

香港證券交易所 9.34 1.36 

STAR ENERGY CO ISSUE 4.85% 
14OCT2038 

其他市場 9.19 1.34 

MINMETALS BOUNTEOUS  VAR PERP 
31DEC2049 

德國斯圖加特證交所 8.87 1.3 

CDB FINANCIAL LEASING VAR 
28SEP2030 

香港證券交易所 8.58 1.25 

IOI INVESTMENT L BHD 3.375% 
02NOV2031 

新加坡證券交易所 7.69 1.12 

INDIKA ENERGY CAPITAL IV 8.25% 
22OCT2025 

新加坡證券交易所 7.55 1.1 

MINOR INTERNATIONAL  VAR PERP 
31DEC2049 

新加坡證券交易所 7.56 1.1 

CN HUANENG VAR PERP 31DEC2049 香港證券交易所 7.22 1.05 

MAJAPAHIT HOLDING BV 7.875% 
29JUN2037 

新加坡證券交易所 6.99 1.02 

註：以上所列為投資金額佔基金淨資產 1.0%以上者 

 
 

4. 投資單一子基金金額占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一以上者，應列示該子基金名
稱、經理公司、基金經理人、經理費費率、保管費費費率、受益權單位數、

毎單位淨值、投資受益權單位數、投資比率及給付買回價金之期限：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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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投資標的信評比重：  
 
現金及約當現金 7.40% 
AAA 13.81% 
AA+ 0.00% 
AA 4.01% 
AA- 0.77% 
A+ 10.53% 
A 8.53% 
A- 6.37% 
BBB+ 10.15% 
BBB 9.31% 
BBB- 9.31% 
BB+ 2.34% 
BB 4.74% 
BB- 4.88% 
B+ 3.04% 
B 0.86% 
B- 0.74% 
CCC+ 0.44% 
CCC以下及未被評價 2.80% 
（資料日期：截至 112/3/31） 
 

 (二）投資績效: 
(如特定類型受益權單位成立未滿六個月或尚未成立，則暫不揭露該類型受益權單位
之投資績效，包括淨值走勢圖及基金累計報酬率；成立未滿一年度者，則暫不揭露

各年度基金報酬率) 
 

1. 最近十年度每單位淨值走勢圖： 
--A2類型(新台幣)受益權單位-不配息 
--AA類型(新台幣)受益權單位-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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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Lipper; 截至 2023/3/31; 新臺幣計價） 
--AA類型(美元)受益權單位-配息: 

 
（資料來源：Lipper; 截至 2023/3/31; 美元計價） 

 
--AA類型(人民幣)受益權單位-配息: 

 
（資料來源：Lipper; 截至 2023/3/31; 人民幣計價） 

 
 
 

2. 最近十年度各年度基金分配收益之金額：  
 
年度 111年度 110年度 109年度 108年度 107年度 106年度 

AA金額(新台幣元) 0.4350 0.5196 0.5196 0.5196 0.5196 0.2252 

AA金額(美金元) 0.6828 0.7800 0.7800 0.7800 0.7800 0.3380 

AA金額(人民幣元) 0.9166 1.0539 0.8814 0.8790 1.0011 0.4894 

 
3. 最近十年度各年度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年度報酬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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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類型(新臺幣) 

年度 年度報酬率(%) 
111年度 -10.87 
110年度 -5.59 
109年度 4.30 
108年度 7.17 
107年度 -3.46 

（資料來源：Lipper；截至2023/3/31；新臺幣計價） 
 
 AA類型(新臺幣) 

年度 年度報酬率(%) 
111年度 -11.00 
110年度 -5.53 
109年度 4.25 
108年度 7.24 
107年度 -3.45 

（資料來源：Lipper；截至2023/3/31；新臺幣計價） 
 
 AA類型(美元) 

年度 年度報酬率(%) 
111年度 -14.65 
110年度 -4.39 
109年度 7.10 
108年度 9.52 
107年度 -3.54 

（資料來源：Lipper；截至2023/3/31；美元計價） 
 
 AA類型(人民幣) 

年度 年度報酬率(%) 
111年度 -14.57 
110年度 -1.98 
109年度 8.55 
108年度 9.67 
107年度 -2.37 

（資料來源：Lipper；截至2023/3/31；人民幣計價）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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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型 聯博新興亞洲收益基金 A2類
型(新臺幣)受益權單位 

聯博新興亞洲收益基金 AA
類型(新臺幣)受益權單位 

期間 累計報酬率(%) 累計報酬率(%) 
三個月 0.98 1.07 
六個月 3.81 3.89 
一年 -3.44 -3.51 
三年 -5.41 -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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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年 -4.92 -5.00 
十年 -- -- 

自成立以來 -7.30 -7.32 
                             （資料來源：Lipper；截至 2023/3/31；新臺幣計價） 

 

類型 
聯博新興亞洲收益基金 AA
類型(美元)受益權單位 

期間 累計報酬率(%) 
三個月 1.93 
六個月 6.96 
一年 -5.39 
三年 -4.93 
五年 -3.72 
十年 -- 

自成立以來 -3.50 
   （資料來源：Lipper； 截至 2023/3/31；美元計價） 

 

類型 
聯博新興亞洲收益基金 AA
類型(人民幣)受益權單位 

期間 累計報酬率(%) 
三個月 1.18 
六個月 5.42 
一年 -6.49 
三年 -2.00 
五年 0.31 
十年 -- 

自成立以來 1.97 
  （資料來源：Lipper； 截至 2023/3/31；人民幣計價） 

 
 (三）最近五年度各年度基金之費用率：           
 
年度 111年度 110年度 109年度 108年度 107年度 

費用率 1.63% 1.62% 1.62% 1.63% 1.62% 

 
（四）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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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適用 。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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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見本公開說明書【附錄一】。 
 

（六）基金接受信用評等機構評等者，應揭露信用評等機構對基金之評等報告：無。 
 

（七）其他應揭露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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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投資信託契約主要內容】 
壹、基金名稱、基金經理公司名稱、基金保管機構名稱及基金存續期間 

一、基金名稱：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
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二、本基金經理公司為聯博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三、本基金基金保管機構：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四、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不定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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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基金概況】壹、一及二之說明。 
參、受益憑證之發行及簽證(信託契約第四條及第六條) 

一、受益憑證之發行 

(一)本基金受益憑證分下列各類型發行，分為 A2類型(新臺幣)受益憑證、AA類型
(新臺幣)受益憑證、A2類型(美元)受益憑證、AA類型(美元)受益憑證、A2類
型(人民幣)受益憑證、AA類型(人民幣)受益憑證、AA類型(澳幣)受益憑證及
AA類型(南非幣)受益憑證。 

(二)經理公司發行受益憑證，應先向金管會申報生效後，於開始募集前於日報或依
金管會所指定之方式辦理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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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分別表彰各類型受益權，各類型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
權單位數，以四捨五入之方式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二位。 

(四)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均為記名式，採無實體發行，不印製實體受益憑證。 

(五)除因繼承而為共有外，每一受益憑證之受益人以一人為限。 

(六)因繼承而共有受益權時，應推派一人代表行使受益權。 

(七)政府或法人為受益人時，應指定自然人一人代表行使受益權。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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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本基金受益憑證以無實體發行，應依下列規定辦理： 

1.經理公司發行受益憑證不印製實體證券，而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時，應依有
價證券集中保管帳簿劃撥作業辦法及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相關規定辦理。 

2.本基金不印製表彰受益權之實體證券，免辦理簽證。 

3.本基金受益憑證全數以無實體發行，受益人不得申請領回實體受益憑證。 

4.經理公司與證券集中保管事業間之權利義務關係，依雙方簽訂之開戶契約書
及開放式受益憑證款項收付契約書之規定。 

5.經理公司應將受益人資料送交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登錄。 

6.受益人向經理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所為之申購，其受益憑證係登載於經理公
司開設於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保管劃撥帳戶下之登錄專戶，或經經理公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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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後，得指定其本人開設於經理公司或證券商之保管劃撥帳戶。登載於登錄

專戶下者，其後請求買回，僅得向經理公司或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為之。 

7.受益人向往來證券商所為之申購或買回，悉依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所訂相關辦
法之規定辦理。 

十、其他受益憑證事務之處理，依「受益憑證事務處理規則」規定辦理。 

二、受益憑證之簽證 

本基金不印製表彰受益權之實體證券，免辦理簽證。 

肆、受益憑證之申購(信託契約第五條) 

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基金概況】柒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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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基金概況】壹、五之說明。 

二、本基金不成立時，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基金概況】柒、四之說明。 

陸、受益憑證之上市及終止上市 

無(本基金為開放式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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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商業銀行受託保管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專戶」名義，經向金管會申報生效後登記之，並得簡稱為「聯博新興亞洲收益

基金專戶」。經理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並應於外匯指定銀行開立外匯存款專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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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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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類型各計價類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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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含委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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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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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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財務報告簽證及核閱費用；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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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本基金為給付受益人買回價金或辦理有價證券交割，由經理公司依相關法令及
信託契約之規定向金融機構辦理短期借款之利息、設定費、手續費與基金保管

機構為辦理本基金短期借款事務之處理費用或其他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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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本基金短期借款及收付本基金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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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項規定，

或基金保管機構依信託契約第十三條第六項、第十二項及第十三項規定代為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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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臺幣陸億元時，除前項

第(一)款至第(四)款所列支出及費用仍由本基金負擔外，其它支出及費用均由經
理公司負擔。於計算前述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金額時，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部

分，應依信託契約第二十條第四項規定換算為新臺幣後，與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合併計算。 

三、除本條第一、二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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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應負擔之支出及費用，於計算各類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收益分配

(僅AA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可享有之收益分配)或其它必要情形
時，應分別計算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應負擔之支出及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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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受益人之權利、義務與責任﹙信託契約第十一條﹚ 

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基金概況】玖之說明。 

拾、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權利、義務與責任﹙信託契約第十二條﹚ 

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基金概況】參、一之說明。 

拾壹、基金保管機構之權利、義務與責任﹙信託契約第十三條﹚ 

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基金概況】參、二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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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基金概況】壹、九之說明。 

拾參、收益分配﹙信託契約第十五條﹚ 

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基金概況】陸之說明。 

拾肆、受益憑證之買回﹙信託契約第十七條﹚ 

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基金概況】捌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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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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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基準貨幣計算基金資產總額，減除適用所有類型並且費率相同之相關費
用後，得出以基準貨幣呈現之初步資產價值。 

(二) 依各類別受益權單位之資產佔總基金資產之比例，計算以基準貨幣呈現之
各類別初步資產價值。 

(三) 加減專屬各類別之損益後，得出以基準貨幣呈現之各類別資產淨值。 
(四) 前款各類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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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各類別資產淨值按本條第四項之匯率換算即得出以報價幣別呈現
之各類別淨資產價值。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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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依下列規定計算之： 

(一)投資於中華民國境內之資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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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之，該計算標準並應於公開說明書揭

露。 

(二)投資於外國之資產： 

1. 債券：以計算日台北時間上午十一點前依序以彭博資訊系統( Bloomberg )、
其他獨立專業機構、交易對手或債券承銷商所提供並依序可取得之最近收

盤價格、成交價格、買價或中價，加計至計算日前一營業日止應收之利息

為準；如無法由前開資訊取得時，債券價格則依經理公司隸屬集團之母公

司評價委員會依公平評價程序（包括使用獨立專業機構之服務）計算之價

格為準。持有之債券暫停交易或久無報價與成交資訊者，以經理公司洽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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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益憑證、基金股份、投資單位：於證券交易市場交易者，由經理公司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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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日台北時間上午十一點前自彭博資訊系統(Bloomberg）所取得前一營
業日各投資所在國或地區之證券交易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如前述有價證

券暫停交易者或無法取得前一營業日之收盤價格時，則以前述資訊系統所

提供之最近收盤價格為準；非證券交易市場交易者，由經理公司於計算日

台北時間上午十一點前依序由各基金管理機構、彭博資訊系統(Bloomberg)
所取得之前一營業日基金單位淨值為準。如前述有價證券暫停交易者或無

法取得前一營業日基金單位淨值時，則以基金管理機構所提供之最近公告

價格為準。 

3. 證券相關商品：集中交易市場交易者，以計算日台北時間上午十一點前自
彭博資訊系統(Bloomberg）所取得集中交易市場之最近收盤價格為準；非
集中交易市場交易者，以計算日台北時間上午十一點前依序自彭博資訊系

統(Bloomberg)、其他獨立專業機構、交易對手提供之價格為準；如無法由
前開資訊取得時，該價格則依經理公司隸屬集團之母公司評價委員會依公

平評價程序（包括使用獨立專業機構之服務）計算之價格為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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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時間上午十

一點前自彭博資訊系統(Bloomberg）所取得之最近結算價格為準，以計算
契約利得或損失。遠期外匯合約：以計算日台北時間上午十一點前所取得

外匯市場之結算匯率為準，惟計算日當日外匯市場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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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計算錯誤之處理方式，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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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作業辦法並應於公開

說明書揭露。 

四、本基金國外資產淨值之匯率兌換，應以計算日台北時間上午十一點前自彭博資訊

系統(Bloomberg）所提供之計算日前一營業日各該外幣對美元之匯率計算，再按
計算日前一營業日台北外滙經紀股份有限公司所示美元對新臺幣之收盤匯率換

算為新臺幣。如換算當日無法取得彭博資訊系統(Bloomberg）所提供之外匯匯率
時，則以彭博資訊系統(Bloomberg)所提供之最近收盤匯率為準。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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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於每一計算日分别按屬於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資產價值，扣除其負債及應負

擔之費用，計算出各該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除以各該類型受益權單位

已發行在外受益權單位總數，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至各該計價幣別「元」以下小

數第二位。  

六、經理公司應於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金各類型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

值。 

拾陸、經理公司之更換﹙信託契約第二十二條﹚ 

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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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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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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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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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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受益人會議決議更換基金保管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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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金管會命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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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機構或

由金管會命令移轉之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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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拾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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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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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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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臺幣伍億元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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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計算前述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金額時，外幣計價受益

權單位部分，應依信託契約第二十條第四項規定換算為新臺幣後，與新臺

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合併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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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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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理公司有信託契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

(二)款或第(四)款之情事時，應由基金保管機構擔任。基金保管機構亦有信託契
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三)款或第(四)款之情事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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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保管機構因信託契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三)款或第(四)款之事由終止信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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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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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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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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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置

最新受益人名簿壹份。 
二、前項受益人名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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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基金概況】玖、四之說明。 

貳拾貳、通知及公告﹙信託契約第三十一條﹚ 

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基金概況】拾、一及二之說明。 

貳拾參、證券投資信託契約之修正﹙信託契約第三十四條﹚ 

信託契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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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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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應於其營業處所及其基金銷售機構營業處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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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事業簡介 
一、設立日期： 

1.八十五年五月三日取得經濟部公司執照。 
2.八十五年五月十一日取得台北市政府營利事業登記證。 
3.八十五年五月二十日取得財政部證券管理委員會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營業特許證。
【（85）台財政（四）第 31296號】 

4.九十年四月二十五日取得金管會審查核准全權委託投資業務。【（90）台財政（四）
第 118783號】 

5.九十九年九月二十九日取得行政院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更名核准函，更名為「匯
達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金管證投字第 0990052095號】 

6.九十九年十月十四日取得台北市政府核准換發設立變更登記表。【府產業商字第
09988759900號】 

7.九十九年十一月十八日取得行政院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核准換發營業執照。【金
管證投字第 0990064841號】 

8.一０一年三月十五日取得行政院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更名核准函，更名為「聯
博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金管證投字第 1010009334號】 

9.一０一年三月二十日取得台北市政府核准換發設立變更登記表。【府產業商字第
10181849310號】 

10.一０一年四月六日取得行政院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核准換發營業執照。【金管
證投字第 1010014508號】 

11.一０一年五月二十八日取得行政院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核准換發營業執照。
【金管證投字第 1010022807號】 

12.一０一年六月二十九日取得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核准換發營業執照。【金管證
投字第 1010029733號】 

13.一０一年十月五日取得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核准換發營業執照。【金管證投字
第 1010044853號】。 

14.一０二年三月二十日取得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核准換發營業執照。【金管證投
字第 1020009055號】。 

15.一０二年十月七日取得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核准換發營業執照。【金管證投字
第 1020041253號】。 

 
二、最近三年股本形成經過 

  112年3月31日 

年月 
每股面額 

(元) 
核 定 股 本 實 收 股 本 

股本來源 
股  數(股) 金  額(元) 股  數(股) 金  額(元) 

97 10 57,500,000 575,000,000 44,550,000 445,500,000 
原始發行及 
盈餘轉增資 

98 10 57,500,000 575,000,000 10,000 100,000 減資 

99/8 10 57,500,000 575,000,000 30,000,000 300,000,000 增資 

101/6 10 57,500,000 575,000,000 30,060,000 300,600,000 增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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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2 10 57,500,000 575,000,000 41,680,000 416,800,000 
合併發行新

股 

註：101/12以降無變動。 

三、營業項目： 
1.證券投資信託業務。 
2.全權委託投資業務。 
3.證券投資顧問業務(H304011)。 
4.其他經金管會核准之有關業務。 

四、沿革： 
(一)最近五年度募集之基金 

   112年 03月 31日 

基金名稱 成立日 
淨資產金額       

  (新台幣元) 
受益權單位數 

每單位 

淨資產價值 

(各類型計價

幣)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 - A2類型(TWD) 103.03.19 

52,136,692,091 

172,390,885.93 13.51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 - AD類型(TWD) 103.03.19 219,029,381.69 8.21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2類型(CNH) 104.01.07 3,708,279.79 22.84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D類型(CNH) 104.01.12 23,776,576.83 12.62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D類型(USD) 104.01.13 4,154,163.40 12.86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2類型(USD) 104.01.14 827,625.83 20.16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D類型(AUD) 104.01.14 1,534,954.32 12.19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D類型(ZAR) 104.01.26 5,077,085.17 13.39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I類型(TWD) 107.01.16 2,841,861,757.13 6.08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I類型(USD) 107.01.16 54,340,591.95 9.17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I類型(CNH) 107.01.16 34,497,472.51 8.86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I類型(AUD) 107.03.29 1,922,368.21 9.00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I類型(ZAR) 108.07.17 3,209,747.80 10.49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N類型(TWD) 109.05.13 425,702,624.00 8.72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N類型(USD) 109.05.13 10,354,380.90 13.02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N類型(CNH) 109.12.23 21,943,755.05 10.97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N類型(AUD) 109.12.23 1,660,490.31 10.79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N類型(ZAR) 110.02.09 12,234,973.32 10.70 

聯博亞太多重資產基金-A2類型(TWD) 103.11.27 

1,310,130,438 

113,010,214.52 10.99 

聯博亞太多重資產基金-AD類型(TWD) 103.11.27 9,595,880.60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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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亞太多重資產基金-A2類型(USD) 107.10.01 666.67 15.78 

聯博歐洲多重資產基金-A2類型(TWD) 103.11.27 

1,513,777,475 

77,926,737.92 11.63 

聯博歐洲多重資產基金-AD類型(TWD) 103.11.27 7,361,126.32 7.67 

聯博歐洲多重資產基金-AD類型(USD) 104.07.24 1,213,675.85 12.36 

聯博歐洲多重資產基金-AD類型(CNH) 104.07.27 825,178.33 12.06 

聯博歐洲多重資產基金-A2類型(EUR) 107.10.01 573.00 14.63 

聯博歐洲多重資產基金-AI類型(TWD) 107.11.06 3,599,678.62 7.31 

聯博歐洲多重資產基金-AI類型(USD) 107.11.06 65,866.09 11.81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T2類型(TWD) 104.04.02 

31,406,965,678 

89,482,578.29 10.01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TA類型(TWD) 104.04.02 1,510,803,080.06 5.07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TA類型(USD) 104.04.02 12,947,678.69 8.21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TA類型(CNH) 104.04.02 203,408,065.13 8.06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TA類型(AUD) 104.04.02 1,325,163.66 7.57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TA類型(ZAR) 104.04.02 14,070,382.08 8.63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T2類型(CNH) 106.03.10 2,370,202.60 16.18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N類型(TWD) 109.05.13 423,457,771.97 8.56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N類型(USD) 109.05.13 16,944,890.43 12.81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N類型(CNH) 109.12.23 16,759,092.94 10.94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N類型(AUD) 109.12.23 1,022,806.65 11.04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N類型(ZAR) 110.03.16 6,108,524.09 11.15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TT類型(TWD) 109.05.13 2,079,793.16 9.14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TT類型(USD) 109.05.13 98,051.35 13.66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TT類型(CNH) 109.05.13 312,806.72 13.37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I類型(USD) 109.06.30 310,412.42 15.76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I類型(TWD) 110.01.05 15,826,245.32 9.57 

聯博新興亞洲收益基金-A2類型(TWD) 106.06.28 

684,978,421 

7,005,417.46 9.27 

聯博新興亞洲收益基金-AA類型(TWD) 106.06.28 11,144,304.37 6.66 

聯博新興亞洲收益基金-AA類型(USD) 106.06.28 1,131,574.89 10.50 

聯博新興亞洲收益基金-AA類型(CNH) 106.06.28 4,067,177.07 10.22 

聯博美國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2類型(TWD) 106.12.04 

777,815,730 

23,200,074.61 10.66 

聯博美國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A類型(TWD) 106.12.04 11,903,446.41 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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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美國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A類型(USD) 106.12.04 858,804.52 11.52 

聯博美國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A類型(CNH) 106.12.04 2,842,392.28 11.18 

聯博中國 A股基金 - A2類型(TWD) 107.10.11 

1,013,129,313 

28,454,233.34 13.24 

聯博中國 A股基金 - A2類型(USD) 107.10.11 826,962.06 20.28 

聯博中國 A股基金 - A2類型(CNH) 107.10.11 1,409,341.68 20.15 

聯博美國多重資產收益基金-A2類型(TWD) 110.01.26 

15,552,281,528 

59,802,673.01 9.39 

聯博美國多重資產收益基金-AD類型(TWD) 110.01.26 40,447,617.43 8.44 

聯博美國多重資產收益基金-AI類型(TWD) 110.01.26 183,997,017.17 7.64 

聯博美國多重資產收益基金-N類型(TWD) 110.01.26 366,681,284.26 7.64 

聯博美國多重資產收益基金-A2類型(USD) 110.01.26 2,420,537.94 14.04 

聯博美國多重資產收益基金-AD類型(USD) 110.01.26 1,750,813.79 12.61 

聯博美國多重資產收益基金-AI類型(USD) 110.01.26 7,628,673.13 11.43 

聯博美國多重資產收益基金-N類型(USD) 110.01.26 15,697,754.19 11.42 

聯博美國多重資產收益基金-AI類型(CNH) 110.01.26 12,556,357.67 11.12 

聯博美國成長入息基金-A2類型(TWD) 110.01.26 

8,028,467,976 

100,421,151.93 10.62 

聯博美國成長入息基金-AI類型(TWD) 110.01.26 217,291,235.41 8.77 

聯博美國成長入息基金-A2類型(USD) 110.01.26 1,819,197.80 14.85 

聯博美國成長入息基金-AI類型(USD) 110.01.26 5,595,012.82 12.23 

聯博美國成長入息基金-AI類型(CNH) 110.01.26 10,793,102.30 11.86 

聯博美國成長入息基金-N類型(TWD) 110.05.07 95,630,187.09 8.42 

聯博美國成長入息基金-N類型(USD) 110.05.07 2,211,684.15 11.53 

聯博四年到期全球美元債券基金-A2類型(美元) 112.01.30 

3,891,378,343 

1,651,274.78 14.89 

聯博四年到期全球美元債券基金-AQ類型(美元) 112.01.30 6,931,654.20 14.89 

*聯博美國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原名稱: 聯博美國高收益債券基金)及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原名稱: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

基金)自 111.05.04起更名 

 
(二)分公司及子公司之設立： 
本公司已於民國87年9月分別於台中市及高雄市設立分公司，以服務中南部投資
人。台中分公司原設立於台中市西區公益路132號7樓，業於民國105年5月16日以
金管證投字第1050018969號函核准遷址設立於台中市西屯區府會園道179號3樓；
高雄分公司原設立於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128號7樓之一，業於民國107年06月
12日以金管證投字第1070322014號函核准遷址設立於高雄市新興區民權一路251
號27樓，復於民國110年12月17日以金管證投字第1100377557號函核准遷址設立於
高雄市新興區民權一路 251 號 20 樓。 
 

(三)最近五年度董事、監察人或主要股東移轉股權或更換經營權之情事：無 

 

(四)經營權之改變及其他重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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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民國 99年 9月 29日金管證投字第 0990052095號
函核准變更本公司名稱為「匯達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2. 民國 100 年 11 月 30 日美商 ALLIANCEBERNSTEIN L.P.受讓本公司股份共計
29,994,500股，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約為 99.98﹪。 

3. 民國 100年 12月 19日經本公司 100年第四次股東臨時會全面改選董事五席、
監察人一席，分別由美商 ALLIANCEBERNSTEIN L.P.指派之法人代表人當選。 

4. 本公司於民國 101年 3月 15日獲金管會金管證投字第 1010009334號函核准更
名為「聯博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聯博投信」)，並於民國 101
年 4月 6日經金管會金管證投字第 1010014508號函核准換發營業執照。 

5. 本公司於民國 101年 4月 26日獲金管會金管證投字第 1010014111號函核准經
營權全委託投資業務，並經民國 101 年 5 月 28 日金管會金管證投字第
1010022807號函核准換發營業執照。 

6. 本公司於民國 101年 6月 1日完成增資。增資後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為新臺幣三
億六拾萬元，實收股份總數為 30,060,000。 

7. 本公司於民國 101年 12月 1日與「聯博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以發行新
股完成合併，實收股份總數為 41,680,000。 

8. 本公司股東美商 ALLIANCEBERNSTEIN L.P.於民國 102年 5月 17日受讓另一
股東香港商聯博香港有限公司股份，共計 1,250,000股，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約
為 75.114%。 

 
(五)其他重要紀事：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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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事業組織 
 
一、股權分散情形  

(一)股東結構 
聯博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股東結構 

112年 3月 31日 

結構 其他法人 外國機構 
及外國人 個人 合計 

人    數 1 2 0 3 

持有股數 2,500 41,677,500 0 41,680,000 

持股比例 0.01% 99.994% 0% 100.00% 

 
(二)主要股東名單(股權比例5%以上股東之名稱、持股數額及比率) 

聯博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股東名簿 

                                                112年 3月 31日 

主要股東名稱 持有股數 持股比例 

美商 ALLIANCEBERNSTEIN L.P. 31,307,500 75.114﹪ 

香港商 ALLIANCEBERNSTEIN Hong 
Kong Limited 10,370,000 24.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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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織系統 
聯博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組織圖 
 

(112年 3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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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主要部門所營業務及員工人數： 
截至 112年 3月 31日止，本經理公司員工總人數為 120人。 
 

部    門 工   作   職   掌 

債券投資部 
股票投資部 
多元資產投資部 
研究部 
債券交易部 
股票交易部 
多元資產交易部 
交易中台 

一. 國內外總體經濟分析、單一國家或債券發行機構概況分
析、產業景氣概況分析。 

二. 信用評等狀況追蹤研究。 
三. 基金投資與管理。 
四. 投資標的及投資組合之風險控管。 
五. 執行基金投資之指示，下單給交易對手。 
六. 核對成交回報資料，並編制基金進出統計表。 
七. 定期對所進出之交易對手針對其信用狀況、人員接單能力
與效率及交易保密與市場訊息提供之提供做評鑑。 

全委投資部 

一.全權委託客戶委託投資帳戶之投資與管理。 
二.全權委託投資帳戶投資四大流程及法規規定相關報告之撰
寫。 
三.全權委託契約內容相關工作之執行。 

行銷部 一.基金商品籌劃與發行募集。 
二.文宣品製作及行銷支援。 

業務部 一.負責相關業務之開發及拓展、和基金推廣及教育訓練。 
二.與通路及相關客戶之關係維繫並進行客戶之開發。 

產品開發部 
一.境內投資產品之研究、開發，以及境外投資產品之分析與引
進。 
二.產品市場動態分析與產品線管理。 

基金會計部 

一.基金會計制度之研擬與執行。 
二.核算每日基金淨值與公告。 
三.基金各項帳務報告之編制。 
四.聯繫基金保管銀行完成各項基金交易指示之執行。 
五.依主管機關之規定定期申報基金各項財務報告。 

客戶服務部 

一.基金銷售、贖回等作業。 
二.基金受益憑證事務處理。 
三.客戶服務。 
四.洗錢防制及打擊資恐相關事務執行。 

人力資源部 負責人事管理、人力規劃、員工福利與教育訓練。 

財務部 

一.各項單據及傳票之審核。 
二.每月月結之帳務處理。 
三.編製公司/集團要求之財務報表及每月之差異性分析。 
四.年度會計師查核報告之申報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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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門 工   作   職   掌 

五.所得稅/營業稅及扣繳申報事宜。 
六.薪資作業處理。 
七.每季之資金調度處理。 
八.監督及控管帳務外包予會計師事務所之作業品質及流程 
九.其他財務會計相關業務。 

法務 

一. 董事會/股東會相關事宜。 
二.契約審閱/法律諮詢。 
三.主管機關各項申報作業。 
四.公司營業執照申請/變更申報相關事宜。 

稽      核 一.協助管理階層健全公司體制。 
二.查核相關作業流程是否適法。 

法令遵循部 

一.法令遵循制度之規劃、管理及執行。 
二.建立清楚適當之法令傳達及追蹤機制，確認各項作業及內部
規章及內控制度均配合相關法規適時更新，確保營運符合法令

規範。 
三.法令遵循之宣導與教育訓練。 
四.督導各單位落實洗錢防制及打擊資恐相關作業。 
五.綜理盡職治理及責任投資相關事務。 

區域交易處理曁客

戶服務部 

一. 境外基金投資人之需求及回覆。 
二. 新設帳戶之處理及建立。 
三. 境外基金交易之處理。 
四. 境外基金投資人驗證需求。 
五. 境外基金帳戶資料之統計及變更。 

資訊部 

一. 公司資訊系統之規劃、建置、維護及管理。 
二. 系統供應商之聯絡及管理。 
三. 軟硬體相關採購、維護及管理。 
四. 資訊應用系統推廣及相關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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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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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博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總經理、副總經理及各單位主管資料 
112年 3月 31日 

職      稱 姓名 就任日期 

持有本公司 
股份 

主   要   (學)   經   歷 
股數 

持股 
比率 
(%) 

總經理 林瓊林 101.03.14 0 0 

美國羅格斯大學商業管理碩士 
柏瑞投信亞洲區(香港)投資服務部主
管 
柏瑞投信(原友邦投信)營運長 
遠東德銀投信(原遠東大聯)營運長 
滙豐中華投信行政主管 

全委投資部 
副總經理 陳怡君 107.04.02 0 0 

國立政治大學金融所  
聯博投信全委投資部 協理/投資經理
人 
聯博投信多元資產投資部 經理 
摩根大通證券證券交割部 經理 

債券投資部 
副總經理 陳俊憲 111.09.30 0 0 

聯博美國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經理人  
聯博新興亞洲收益基金經理人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經理人 
聯博收益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聯

博債券收益組合基金經理人 
德銀遠東投信(原遠東大聯投信)副總
經理/基金經理人 
景順投信(原中信投信)資深分析師/基
金經理人 
交通大學管理科學研究所碩士 

股票投資部 
副總經理 徐正達 111.09.30 0 0 

聯博歐洲多重資產基金經理人  
聯博亞太多重資產基金經理人  
聯博中國 A 股基金經理人  
安本標準投信(原惠理康和投信)基金
經理人  
柏瑞投信(原友邦投信)基金經理人  
安聯投信基金經理人 
英國艾塞克斯大學會計與金融碩士 

多元資產投資部 
副總經理 

 
黃靜怡 111.09.30 0 0 

聯博投信多元資產投資部副總/基金
經理 
瑞銀投信投資部副總裁/基金經理 
野村投信海外投資部基金經理 
台証證券海外股票研究分析部經理 
英國帝國理工學院管理碩士 

業務部 
資深執行副總經理 莊琪如 101.12.19 0 0 

輔仁大學企業管理系 
聯博投信業務部執行副總經理 
聯博投顧業務行銷部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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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姓名 就任日期 

持有本公司 
股份 

主   要   (學)   經   歷 
股數 

持股 
比率 
(%) 

台中分公司 
經理人 王秀蘭 103.4.1 0 0 

國立中山大學財務管理學系碩士 
施羅德投信通路業務協理 
荷蘭銀行台中分行貴賓理財中心經理 
匯豐銀行台中分行投資事業部資深襄理 
花旗銀行高雄分行貴賓理財中心理財

顧問 

高雄分公司 
經理人 董明凱 106.3.6 0 0 

聖路易大學 財務碩士 
聯博投顧高雄分公司經理人 
富達證券高雄分公司經理人 

行銷部 
執行副總經理 龔俊誠 106.08.30 0 0 

University of Sydney, 碩士畢 
聯博投信行銷部執行副總經理 
施羅德投信行銷部資深副總裁 
富逹證券產品暨行銷部資深協理 
凱基投信行銷企劃部經理 
保德信投信行銷部經理 

產品開發部 
執行副總經理 顏心怡 102.3.18 0 0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經濟學碩士 
聯博投顧業務行銷部執行副總經理 
新光金控/投資人關係專案經理 
新光保險/資產和負債管理專案經理 
荷蘭銀行投資顧問經理 

法令遵循部 
副總經理 王東平 101.12.19 0 0 

美國康乃狄克大學MBA 
聯博投顧法令遵循部副總經理 
德銀遠東投信法規遵循部副總經理 
滙豐中華投信管理部經理 

法務  
資深執行副總經理 吳中嵐 101.12.01 0 0 

國立臺灣大學企業管理碩士 
聯博投顧副總經理及法律顧問 
南山人壽法務室法律顧問 

稽核室 
副總經理 

柯清耀 112.3.10 0 0 

美國聖路易斯華盛頓大學管理碩士 
聯博投信稽核室副總經理 
聯博投信稽核室協理 
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副理 

財務部 
副總經理 楊適華 101.12.19 0 0 

淡江大學財務金融系 
聯博投顧財務會計部協理 
荷銀投信財務部副理 

基金會計部 
副總經理 張鳳珊 101.12.19 0 0 

Executive Master of Science in 
Finance ,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日盛投信財務會計部經理 
滙豐中華投信基金會計部經理 

交易中台 
副總經理 陳佳枚 111.09.30 0 0 

聯博投信交易部副總經理 
德盛安聯投信交割部主管 
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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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姓名 就任日期 

持有本公司 
股份 

主   要   (學)   經   歷 
股數 

持股 
比率 
(%) 

債券交易部 
協理 黃碧卿 111.09.30 0 0 

聯博投信交易員 
德銀遠東投信交易員 
中正大學財務金融碩士 

股票交易部 
副總經理 李意萍 111.09.30 0 0 

聯博投信交易員 
匯達投信交易員 
國立屏東大學休閒事業經營學系 

多元資產交易部  
副總經理 賴怡婷 111.12.23 0 0 

聯博投信交易員  
瑞銀亞太區(香港)交易部副總監  
瑞銀證券(上海)交易員  
里昂證券交易員  
清華大學工商管理碩士 

客戶服務部 
副總經理 吳昭榮 104.09.01 0 0 淡江大學企業管理系 

瀚亞投信基金股務部協理 

註：以上人員均未在其他公司兼任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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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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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博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監察人資料 

112年 3月 31日 

職  稱 
姓  名 

選任 
日期 

任

期 

選任時（現在） 
持有本公司股份 

主要經歷 備 註 
股數 持股 

比率 

董事長 
翁振國 109.12.24 

三

年 
31,307,500
股 75.114% 

聯博證券投資顧問

（股）公司董事長及董

事 

美商

ALLIANCEBERNSTEIN 
L.P.代表人 

董  事 
Ajai 

Mohan 
Kaul 
（高愛

捷） 

109.12.19 
三

年 
31,307,500
股 75.114% 

聯博證券投資顧問

（股）公司董事 

美商

ALLIANCEBERNSTEIN 
L.P.代表人 

董  事 
王東平 110.3.18 

二

年

九

個

月 

31,307,500
股 75.114% 

聯博證券投資信託(股)
公司法令遵循部副總經

理 

美商

ALLIANCEBERNSTEIN 
L.P.代表人 

董事 
吳中嵐 109.12.19 

三

年 
31,307,500
股 75.114% 

聯博證券投資信託(股)
公司資深執行副總經理 

美商

ALLIANCEBERNSTEIN 
L.P.代表人 

董事 
林瓊林 109.12.19 

三

年 
31,307,500
股 75.114% 

聯博證券投資信託(股)
公司總經理 

美商

ALLIANCEBERNSTEIN 
L.P.代表人 

監察人 
Eileen 
Shou 
Chun 
Koo 

109.12.19 
三

年 
10,370,000
股 24.880% 

聯博證券投資顧問

（股）公司監察人 

香港商
ALLIANCEBERNSTEIN 
Hong Kong Limited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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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利害關係公司揭露 
 
利害關係公司揭露：列示公開說明書刊印日前 1個月月底與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有下列情事之
公司： 

(1) 與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具有公司法第六章之一所定關係者 
 

持有他公司表決

權或資本額 50%
以上 

直接間接控制他

公司人事、財務

或業務經營 

執行業務股東或

董事有半數以上

相同者 

表決權之股份總

數或資本額半數

以上為相同股東

持有或出資者 

相互投資各達對

方有表決權之股

份總數或資本額

1/3以上 

無 無 無 無 無 
 

(2)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董事、監察人或綜合持股達 5%以上之股東 
 

經理公司之董事 經理公司之監察人 除董事、監察人外，綜合持股

達 5%以上之股東 

美 商

ALLIANCEBERNSTEIN L.P. 

香 港 商

ALLIANCEBERNSTEIN 
Hong Kong Limited 

無 

 
(3)前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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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以上股東為同 1人或具有配偶關係者。 
 

聯博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關係人名單 
112年 3月 31日 

利害關係之公司 與本公司之關係 

美商 ALLIANCEBERNSTEIN L.P. (NYSE Listed 
Company) 

本公司董事及綜合持股達百分之五以上之股

東 

香港商聯博香港有限公司 
ALLIANCEBERNSTEIN Hong Kong Limited 

本公司監察人及綜合持股達百分之五以上之

股東;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為該公司董事 

聯博(澳洲)有限公司 
AllianceBernstein Australia Limited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為該公司董事 

聯博(澳洲)投資管理公司 
AllianceBernstein Investment Management Australia 
Limited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為該公司董事 

聯博(印度)資產管理公司 
Alliance Capital Asset Management India Private 
Limited 

本公司董事為該公司董事 

聯博(韓國)有限公司 
AllianceBernstein Asset Management (Korea) Ltd. 

本公司董事為該公司董事 

聯博(日本)有限公司 
AllianceBernstein Japan Ltd. 

本公司董事為該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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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害關係之公司 與本公司之關係 

聯博(新加坡)有限公司 
AllianceBernstein (Singapore) Ltd. 

本公司董事為該公司董事 

聯博(盧森堡)有限公司 
AllianceBernstein (Luxembourg) S.à r.l. 

本公司監察人為該公司董事 

自由人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經理人配偶為該公司董事 

相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暨經理人配偶為該公司董事 

中央再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經理人配偶為該公司投資經理 

瀚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經理人配偶為該公司經理人 

頂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長配偶為該公司董事 

佳寶威國際有限公司 本公司經理人配偶為該公司董事長並持有該

公司已發行股份百分之十以上股份 

貝萊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經理人配偶為該公司經理人 

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經理人配偶為該公司經理人 

霧裡看花有限公司 本公司經理人配偶為該公司董事並持有該公

司已發行股份百分之十以上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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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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年 03月 31日 

基金名稱 成立日 
淨資產金額       

  (新台幣元) 
受益權單位數 

每單位 

淨資產價值 

(各類型計價

幣) 

聯博大利基金(TWD) 86.01.08 699,869,131 11,264,162.50 62.13 

聯博新興市場企業債券基金 - A2類型(TWD) 102.05.16 

818,679,305 

23,913,954.04 10.1352 

聯博新興市場企業債券基金 - AA類型(TWD) 102.05.16 81,200,229.30 5.1778 

聯博新興市場企業債券基金 - AA類型(USD) 104.04.10 491,933.77 10.4043 

聯博債券收益組合基金 - A2類型(TWD) 103.03.19 

1,548,966,675 

109,225,586.61 10.27 

聯博債券收益組合基金 - AA類型(TWD) 103.03.19 52,808,919.18 5.63 

聯博債券收益組合基金-AA類型(CNH) 104.01.09 1,937,750.74 9.56 

聯博債券收益組合基金-AA類型(USD) 104.01.12 74,446.74 9.73 

聯博債券收益組合基金-A2類型(CNH) 104.01.23 211,133.55 19.01 

聯博債券收益組合基金-AA類型(AUD) 104.03.10 25,440.77 9.41 

聯博債券收益組合基金-AA類型(ZAR) 104.03.11 85,832.98 10.42 

聯博債券收益組合基金-A2類型(USD) 105.01.29 2,437.70 17.23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 - A2類型(TWD) 103.03.19 

52,136,692,091 

172,390,885.93 13.51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 - AD類型(TWD) 103.03.19 219,029,381.69 8.21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2類型(CNH) 104.01.07 3,708,279.79 22.84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D類型(CNH) 104.01.12 23,776,576.83 12.62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D類型(USD) 104.01.13 4,154,163.40 12.86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2類型(USD) 104.01.14 827,625.83 20.16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D類型(AUD) 104.01.14 1,534,954.32 12.19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D類型(ZAR) 104.01.26 5,077,085.17 13.39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I類型(TWD) 107.01.16 2,841,861,757.13 6.08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I類型(USD) 107.01.16 54,340,591.95 9.17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I類型(CNH) 107.01.16 34,497,472.51 8.86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I類型(AUD) 107.03.29 1,922,368.21 9.00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I類型(ZAR) 108.07.17 3,209,747.80 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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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N類型(TWD) 109.05.13 425,702,624.00 8.72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N類型(USD) 109.05.13 10,354,380.90 13.02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N類型(CNH) 109.12.23 21,943,755.05 10.97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N類型(AUD) 109.12.23 1,660,490.31 10.79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N類型(ZAR) 110.02.09 12,234,973.32 10.70 

聯博亞太多重資產基金-A2類型(TWD) 103.11.27 

1,310,130,438 

113,010,214.52 10.99 

聯博亞太多重資產基金-AD類型(TWD) 103.11.27 9,595,880.60 7.12 

聯博亞太多重資產基金-A2類型(USD) 107.10.01 666.67 15.78 

聯博歐洲多重資產基金-A2類型(TWD) 103.11.27 

1,513,777,475 

77,926,737.92 11.63 

聯博歐洲多重資產基金-AD類型(TWD) 103.11.27 7,361,126.32 7.67 

聯博歐洲多重資產基金-AD類型(USD) 104.07.24 1,213,675.85 12.36 

聯博歐洲多重資產基金-AD類型(CNH) 104.07.27 825,178.33 12.06 

聯博歐洲多重資產基金-A2類型(EUR) 107.10.01 573.00 14.63 

聯博歐洲多重資產基金-AI類型(TWD) 107.11.06 3,599,678.62 7.31 

聯博歐洲多重資產基金-AI類型(USD) 107.11.06 65,866.09 11.81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T2類型(TWD) 104.04.02 

31,406,965,678 

89,482,578.29 10.01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TA類型(TWD) 104.04.02 1,510,803,080.06 5.07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TA類型(USD) 104.04.02 12,947,678.69 8.21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TA類型(CNH) 104.04.02 203,408,065.13 8.06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TA類型(AUD) 104.04.02 1,325,163.66 7.57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TA類型(ZAR) 104.04.02 14,070,382.08 8.63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T2類型(CNH) 106.03.10 2,370,202.60 16.18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N類型(TWD) 109.05.13 423,457,771.97 8.56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N類型(USD) 109.05.13 16,944,890.43 12.81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N類型(CNH) 109.12.23 16,759,092.94 10.94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N類型(AUD) 109.12.23 1,022,806.65 11.04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N類型(ZAR) 110.03.16 6,108,524.09 11.15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TT類型(TWD) 109.05.13 2,079,793.16 9.14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TT類型(USD) 109.05.13 98,051.35 13.66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TT類型(CNH) 109.05.13 312,806.72 13.37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I類型(USD) 109.06.30 310,412.42 1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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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I類型(TWD) 110.01.05 15,826,245.32 9.57 

聯博新興亞洲收益基金-A2類型(TWD) 106.06.28 

684,978,421 

7,005,417.46 9.27 

聯博新興亞洲收益基金-AA類型(TWD) 106.06.28 11,144,304.37 6.66 

聯博新興亞洲收益基金-AA類型(USD) 106.06.28 1,131,574.89 10.50 

聯博新興亞洲收益基金-AA類型(CNH) 106.06.28 4,067,177.07 10.22 

聯博美國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2類型(TWD) 106.12.04 

777,815,730 

23,200,074.61 10.66 

聯博美國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A類型(TWD) 106.12.04 11,903,446.41 7.43 

聯博美國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A類型(USD) 106.12.04 858,804.52 11.52 

聯博美國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A類型(CNH) 106.12.04 2,842,392.28 11.18 

聯博中國 A股基金 - A2類型(TWD) 107.10.11 

1,013,129,313 

28,454,233.34 13.24 

聯博中國 A股基金 - A2類型(USD) 107.10.11 826,962.06 20.28 

聯博中國 A股基金 - A2類型(CNH) 107.10.11 1,409,341.68 20.15 

聯博美國多重資產收益基金-A2類型(TWD) 110.01.26 

15,552,281,528 

59,802,673.01 9.39 

聯博美國多重資產收益基金-AD類型(TWD) 110.01.26 40,447,617.43 8.44 

聯博美國多重資產收益基金-AI類型(TWD) 110.01.26 183,997,017.17 7.64 

聯博美國多重資產收益基金-N類型(TWD) 110.01.26 366,681,284.26 7.64 

聯博美國多重資產收益基金-A2類型(USD) 110.01.26 2,420,537.94 14.04 

聯博美國多重資產收益基金-AD類型(USD) 110.01.26 1,750,813.79 12.61 

聯博美國多重資產收益基金-AI類型(USD) 110.01.26 7,628,673.13 11.43 

聯博美國多重資產收益基金-N類型(USD) 110.01.26 15,697,754.19 11.42 

聯博美國多重資產收益基金-AI類型(CNH) 110.01.26 12,556,357.67 11.12 

聯博美國成長入息基金-A2類型(TWD) 110.01.26 

8,028,467,976 

100,421,151.93 10.62 

聯博美國成長入息基金-AI類型(TWD) 110.01.26 217,291,235.41 8.77 

聯博美國成長入息基金-A2類型(USD) 110.01.26 1,819,197.80 14.85 

聯博美國成長入息基金-AI類型(USD) 110.01.26 5,595,012.82 12.23 

聯博美國成長入息基金-AI類型(CNH) 110.01.26 10,793,102.30 11.86 

聯博美國成長入息基金-N類型(TWD) 110.05.07 95,630,187.09 8.42 

聯博美國成長入息基金-N類型(USD) 110.05.07 2,211,684.15 11.53 

聯博四年到期全球美元債券基金-A2類型(美元) 112.01.30 

3,891,378,343 

1,651,274.78 14.89 

聯博四年到期全球美元債券基金-AQ類型(美元) 112.01.30 6,931,654.20 14.89 

*聯博美國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原名稱: 聯博美國高收益債券基金)及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原名稱: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

基金)自 111.05.04起更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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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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詳閱【附錄五】)  
 

伍、受處罰之情形  
金管會於110.6.10處以糾正：公司辦理贊助銷售機構教育訓練，事後審核費用支付與事前
評估之費用項目及金額不符者，有未進行差異說明並作成紀錄，及對教育訓練實際費用

金額超逾換文金額之情形，未進行差異說明並作成紀錄等情事，核與中華民國證券投資

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會員及其銷售機構通路報酬支付暨銷售行為準則第5條第5項規
定不符。 

 
陸、訴訟或非訟事件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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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銷售及買回機構之名稱、地址及電話】 
銷售機構 

銷售機構名稱 地址 電話 
聯博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號 81樓及 81樓之 1 (02)8758-3888 

特定金錢信託機構 
特定金錢信託機構 地址 電話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仁愛路二段 16號 2樓 (02)2356-8111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 168號 (02)3327-1688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 66號 3樓 (02)2173-6699 
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民權路 87號 (04)2223-6021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民生東路三段 138號 4樓 (02)2718-6888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仁愛路四段 118號 12樓 (02)2326-8899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 36號 (02)2506-3333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 3段 115號及 117號 (02)2175-1313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吉林路 100號 11樓 (02)2563-3156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永綏街 7號 (02)2311-8001 
板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 68號 24樓 (02)2962-9170 
花旗(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區松智路 1號 (02)8729-7100 
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一路 27號 3樓 (07)238-5188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7號 18樓 (02)8722-6666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30號 17樓 (02)2348-1111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明水路 700號 3樓   (02)2181-8888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遼寧街 179號 18樓 (02)4058-0088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123號 15樓 (02)2371-3111 
華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敬業四路 33號 (02)2752-5252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一段 88號 3樓 (02)2820-8166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399號 13樓 (02)6612-9372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 1段 333號 13樓 (02)6633-5858 
瑞興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 64號 (02)7729-3900 
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 156號 14樓之 3 (02)8789-8888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 224號 8樓 (02)2751-6001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57號 12樓 (02)2536-2951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懷寧街 53號 4樓 (02)2348-3456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武昌街一段 49號 (02)2361-8030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6號 4樓 (02)8780-8667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襄陽路 1號 5樓 (02)2312-3636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 137號 3樓 (02)2507-4066 
元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 2 段 97 號 12 樓 (02)2325-5818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塔城街 30號 (02)2550-9946 
基富通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 365號 8樓 (02)8712-1212 
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 2號 18樓 (02)2312-3866 
國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 335號 6樓 (02)2326-9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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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 225號 13、14樓 (02)2718-1234 
鉅亨證券投資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89號 2樓 A-2室 (02)2720-8126 
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 169號 4樓 (02)8771-6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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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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聲明本公司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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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聲明書人：聯博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負  責  人：董 事 長  翁振國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二年 三 月 三十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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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內部控制制度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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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就公司治理運作情形載明之事項 
一、 公司治理架構及規則： 
本公司有關公司治理之架構及規則係根據法令、本公司章程及董事會決議辦理，並參

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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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股東結構及股東權益 

1.股東結構：詳見本公開說明書【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概況】公司組織之股權分散情形。 
2.股東權益： 

(1) 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 
(2) 本公司股東僅為法人股東一人時，依公司法或本公司章程規定本公司股東會職
權由董事會行使。 

 
三、 董事會結構及其獨立性董事會之結構及獨立性 

1.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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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董事會議事規則。 

2.本公司董事六人，監察人一人，任期三年，由股東會就 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連
選得連任。本公司股東僅為法人股東一人時，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由法人股東指派

而不須經選任。 
3.董事會由專責單位負責辦理公司法規所指定之事項。 

 
四、 董事會及經理人之職責 

1.依公司法設立董事會。 
2.董事會及經理人之職責依公司法及相關法令。 

 
五、 監察人之組成及職責 

1.依公司法設置監察人。 
2.監察人之職責依公司法及相關法令。 
 

六、 功能性委員會之組成、職責及運作情形。 
 

1.設置投資管理委員會或投資管理團隊，並就台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股票、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上櫃股票及興櫃股票建立主要股票投資資產

池，並明定篩選標準，以作為基金經理人投資管理與選股操作之依據。 
2.設置風險管理委員會或風險管理單位，並建立風險管理機制，且訂定風險管理政策
及架構，訂定風險衡量標準等，內容至少包含檢視前款主要股票投資資產池之部位

風險及相關投資標的適當性之評估項目，風險管理委員會應至少每季召開一次。風

險管理政策應提報董事會核可後執行。 
3.設置產品委員會，定期隔月及視需要不定期召開，以討論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成立、
境外基金之引進註冊、境內基金之信託契約相關修正等；並已制定相關組織規章。 

4.設置台灣 ESG（氣候變化/永續發展）委員會，並已完成制定台灣 ESG（氣候變化
/永續發展）委員會之組織規程，將 ESG及氣候變化相關架構及理念落實於公司治
理、投資流程、風險管理和資訊揭露等具體實踐，台灣 ESG（氣候變化/永續發展）
委員會應至少每季召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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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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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並不因擔任該等職位而有額外之報酬。經理人、基金經理人及業

務人員酬金核定原則如下： 
1.本公司擬定原則，俾能充分考量投資人利益與風險調整後報酬而計算業務人員
（以下簡稱「員工」）應得的酬金，進而確保本公司得以長期永續營運，並為股東

及投資人創造價值。 
2.相關原則涵蓋的酬金包括薪資、退休權利、辭職補償與各種獎金。 
3.績效評估與酬賞方式的制定，將以下列原則作為根據： 

(1) 應依據證券市場展望、公司整體績效與累計盈餘、未來營運前景、預期風險
以及員工全年績效適時調整酬金。 

(2) 酬金不應誘使員工從事有違投資人利益的投資或交易。本公司將定期檢討酬
金政策，確保其內容符合風險胃納。 

4. 績效管理流程與酬金架構： 
(1) 績效管理流程：持續提供績效方面的意見與輔導，是員工締造佳績且不斷進
步的關鍵。主管必須經常提供非正式的意見，員工則應定期徵求意見。 
績效管理流程的各個部分亦呼應每項行為：目標設立、年中審核與年終評

估。 
(2) 酬金： 
薪資：本公司薪資制度的設計，除了能在外界市場保有競爭力，亦可在內部

維持公平性。此一論功行賞的薪資制度，將依據員工的貢獻、成就與整體工

作表現提供報償。員工的個人薪資不會超出該職務的薪資範圍。 
   獎金：決定獎金金額時應考量公司的財務狀況與其他因素，例如部門及員工
對公司的貢獻與全年績效。 
 

八、 董事、監察人之進修情形 
112年度截至 3月 31日止，五位董事及一位監察人共完成 36小時進修課程。 

職稱 姓名 課程名稱 進修日期 進修時數 

董事 翁振國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理辦法 2023/3/17 2.0  

董事 翁振國 David Wong Bi-Weekly Equity Update 2023/1/9 0.5  

董事 翁振國 Bi-Weekly Equity Update_Japan Macro by Eric Lee 2023/3/20 0.5  

董事 翁振國 矽谷銀行及瑞信事件影響與債券市場投資展望 2023/3/21 1.0  

董事 翁振國 Global Privacy, Data Security, and GDPR Annual 
Training 2023/3/31 0.5 

董事 
高愛捷
（Ajai 
Mohan 
Kaul） 

David Wong Bi-Weekly Equity Update 2023/1/9 0.5 

董事 高愛捷
（Ajai David Wong Bi-Weekly Equity Update 2023/2/6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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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han 
Kaul） 

董事 
高愛捷
（Ajai 
Mohan 
Kaul） 

Asia FI Call with Brad Gibson 2023/2/14 0.5 

董事 
高愛捷
（Ajai 
Mohan 
Kaul） 

Bi-Weekly Equity Update_Japan Macro by Eric Lee 2023/3/20 0.5 

董事 
高愛捷
（Ajai 
Mohan 
Kaul） 

Global Privacy, Data Security, and GDPR Annual 
Training 2023/3/31 0.5 

董事 
高愛捷
（Ajai 
Mohan 
Kaul） 

Citi’s annual client advisory board( topics include 
Macroeconomics、Wealth Management、Funds 
Distribution、ETFS) 

2023/3/31 4.5 

董事 林瓊林 Global Privacy, Data Security, and GDPR Annual 
Training 2023/3/31 0.5 

董事 吳中嵐 Equity outlook internal training_Chris Hogbin 2023/2/23 0.75 

董事 吳中嵐 Global Privacy, Data Security, and GDPR Annual 
Training 2023/3/31 0.5 

董事 吳中嵐 金融科技產業發展論壇 2023/3/31 4 

董事 王東平 國際洗錢防制研討會 2023/1/11 7 

董事 王東平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及公平待客原則 2023/1/13 3 

董事 王東平 FI Speaker Series: GHY Refresher with Stephen 
Rixham 2023/1/17 0.5 

董事 王東平 David Wong Bi-Weekly Equity Update 2023/2/6 0.5 

董事 王東平 Asia FI Call with Brad Gibson 2023/2/14 0.5 

董事 王東平 Equity outlook internal training_Chris Hogbin 2023/2/23 0.75 

董事 王東平 David Wong Bi-Weekly Equity Update 2023/3/6 0.5 

董事 王東平 Bi-weekly Fixed Income MarketPortfolio Update Call 2023/3/14 0.5 

董事 王東平 FI Speaker Series - Will Smith on Banking(AIP/ 
GHY) 2023/3/29 1 

董事 王東平 Global Privacy, Data Security, and GDPR Annual 
Training 2023/3/31 0.5 

監察人 Eileen 
Koo ABIS/ABI AML/CTF/CPF training  2023/1/2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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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人 Eileen 
Koo ABIS/ABI AML/CTF/CPF training - S4 2023/2/7 1 

監察人 Eileen 
Koo Asia Digital Forum 2023/2/24 1 

監察人 Eileen 
Koo Eligible Recipients Whistleblower Training  2023/2/24 1 

 
九、 風險管理資訊 
風險管理委員會與風險管理人員 
本公司已設置風險管理委員會及風險管理人員，並建立風險管理機制，且訂定風險管

理政策，內容至少包含檢視前款主要股票投資資產池之部位風險及相關投資標的適

當性之評估項目，並至少每季執行一次並將會議紀錄提報董事會。風險管理政策應提

報董事會核可後執行。 
 
十、 利害關係人之權利及關係 

1.與利害關係人間有業務往來者，均遵守公平合理之原則，依法令及公司規定辦理。 
2.公司與利害關係人間之人員、資產及財務之管理權責完全獨立；經理人之兼任情
形已出具無利益衝突說明書、並已經董事會充分評估討論後同意。 

 
十一、對於法令規範資訊公開事項之詳細情形 
詳見本公開說明書【基金概況】基金資訊揭露之內容。 

1.有關公司年報、公開說明書及產品相關公告等訊息公告於公司網站或公開資訊觀
測站揭露。 

2.每季更新各基金公開說明書並於每季結束之次月底前上傳至公開資訊觀測站及本
公司網站。 

3.本公司及各基金相關資訊皆揭露於本公司網站，網站設有專人負責維護並即時更
新最新相關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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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隨時注意公司治理制度與相關法令之發展，據以檢討改進公司之相關制度，以

提升公司治理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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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本次發行之基金信託契約與契約範本條文對照表 

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與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契約範本條文對照表 

 
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 說明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前言 聯博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簡稱經理公司)，
為在中華民國境內發行受益

憑證，募集聯博新興亞洲收

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以下
簡稱本基金)，與第一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基金保管機構)，依證券投資
信託及顧問法及其他中華民

國有關法令之規定，本於信

託關係以經理公司為委託

人、基金保管機構為受託人

訂立本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以下簡稱本契約)，以規範
經理公司、基金保管機構及

本基金受益憑證持有人(以
下簡稱受益人)間之權利義
務。經理公司及基金保管機

構自本契約簽訂並生效之日

起為本契約當事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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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本契約當事

人 

前言 _____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
限公司 (以下簡稱經理公
司)，為在中華民國境內發行
受益憑證，募集_____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以下簡稱本基
金)，與_____________ (以下
簡稱基金保管機構)，依證券
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及其他中

華民國有關法令之規定，本

於信託關係以經理公司為委

託人、基金保管機構為受託

人訂立本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以下簡稱本契約)，以規範
經理公司、基金保管機構及

本基金受益憑證持有人(以
下簡稱受益人)間之權利義
務。經理公司及基金保管機

構自本契約簽訂並生效之日

起為本契約當事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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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本契約當事

人。 

明定經理公司

名稱、本基金

名稱及基金保

管機構名稱。 

第一條 定義 第一條 定義  
第二款 本基金：指為本基金受益人

之權益，依本契約所設立之

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 

第二款 本基金：指為本基金受益人

之權益，依本契約所設立之

________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 

明定本基金名

稱。 

第三款 經理公司：指聯博證券投資

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即依本

契約及中華民國有關法令規

定經理本基金之公司。 

第三款 經理公司：指＿＿＿證券投

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即依

本契約及中華民國有關法令

規定經理本基金之公司。 

明定經理公司

名稱。 
 

第四款 基金保管機構：指第一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於信

託關係，擔任本契約受託人，

依經理公司之運用指示從事

第四款 基金保管機構：指＿＿＿＿

＿＿＿＿，本於信託關係，

擔任本契約受託人，依經理

公司之運用指示從事保管、

明定基金保管

機構名稱，並

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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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 說明 

保管、處分、收付本基金，並

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及

本契約辦理相關基金保管業

務之信託公司或兼營信託業

務之銀行。 

處分、收付本基金，並依證

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及本契

約辦理相關基金保管業務之

信託公司或兼營信託業務之

銀行。 
第五款 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指依其

與基金保管機構間委託保管

契約暨本基金投資所在國或

地區相關法令規定，受基金

保管機構複委託，保管本基

金存放於國外資產之金融機

構。 

 （新增） 本基金投資外

國有價證券，

爰新增國外受

託保管機構之

定義，以下款

次依序後移。 

第六款 受託管理機構：指依其與經

理公司間複委任契約暨本基

金投資所在國或地區相關法

令規定，受經理公司複委任，

管理本基金之公司。經理公

司得將本基金指定類型受益

權單位之外滙兌換交易及匯

率避險管理業務複委任

BROWN BROTHERS 
HARRIMAN & CO.。 

 (新增) 為配合本基金

擬將外滙兌換

交易及匯率避

險業務複委任

第三人，爰增

訂受託管理機

構之定義，以

下款次依序調

整。 

第十四款 營業日：指經理公司總公司
營業所在縣市之銀行營業

日，但本基金投資比重達本

基金淨資產價值一定比例之

投資所在國或地區之證券交

易市場因例假日停止交易

時，不在此限。前述所稱「一

定比例」應依最新公開說明

書規定辦理。 

第十二款 營業日：指經理公司總公司
營業所在縣市之銀行營業

日。 

本基金投資範

圍 包 含 國 內

外，配合基金

操作實務增訂

相關文字。 

第十六款 計算日：指經理公司依本契
約規定，計算本基金淨資產

價值之營業日。本基金每營

業日之淨資產價值於所有投

資所在國及地區交易完成後

計算之。 

第十四款 計算日：指經理公司依本契
約規定，計算本基金淨資產

價值之營業日。 

本基金投資外

國有價證券，

故就外國之有

價證券部分，

明 訂 其 計 算

日。 
 (刪除) 第十五款 收益平準金：指自本基金成

立日起，計算日之每受益權

單位淨資產價值中，相當於

原受益人可分配之收益金

額。 

本基金收益分

配來源不包括

收益平準金爰

刪除本款，其

後款次依序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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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 說明 

第十七款 買回日：指受益憑證買回申
請書及其相關文件之書面或

電子資料到達經理公司或公

開說明書所載基金銷售機構

之營業日。 

第十六款 買回日：指受益憑證買回申
請書及其相關文件之書面或

電子資料到達經理公司或公

開說明書所載基金銷售機構

之次一營業日。 

依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管理辦

法第 70條第 2
項規定，以基

金買回當日之

淨資產價值計

算買回價格，

爰酌修文字。 
第二十款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指依本

基金投資所在國或地區法令

規定得辦理有價證券集中保

管業務之機構或類似業務之

機構。 

第十九款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指依法
令規定得辦理有價證券集中

保管業務之機構。 

本基金投資國

外，配合各投

資所在國家或

地區規定修訂

部分文字。 
第二十一

款 
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依本基

金投資所在國或地區法令規

定得辦理票券集中保管業務

之機構或類似業務之機構。 

第二十款 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依法令
規定得辦理票券集中保管業

務之機構。 

本基金投資國

外，配合各投

資所在國家或

地區規定修訂

部分文字。 
第二十二

款 
證券交易市場：指由本基金

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交易

所、店頭市場或得辦理類似

業務之公司或機構提供交易

場所，供證券商買賣或交易

有價證券之市場。 

 （新增） 配合本基金投

資國外，故增

訂證券交易市

場定義，其後

款 次 依 序 調

整。 
第二十三

款 
證券交易所：指台灣證券交

易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他本

基金投資所在國或地區之證

券交易所。 

第二十一

款 
證券交易所：指台灣證券交

易所股份有限公司。 
配合本基金投

資外國有價證

券，爰增訂相

關文字。 
第二十四

款 
店頭市場：指財團法人中華

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及金

管會所核准投資之外國店頭

市場。 

第二十二

款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指財團

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 

本基金投資外

國有價證券，

爰酌作文字修

正。 
第二十九

款 
收益分配基準日：指經理公

司為分配收益計算 AA 類型
各計價類別每一受益權單位

可分配收益之金額，而訂定

之計算標準日。 

第二十七

款 
收益分配基準日：指經理公

司為分配收益計算每受益權

單位可分配收益之金額，而

訂定之計算標準日。 

配合本基金分

為各類型受益

權 單 位 且 僅

AA 類型各計
價類別受益權

單位可分配收

益，爰修訂文

字。 
第三十一

款 
問題發行公司：指本基金持

有之公司債發行公司具有

「問題公司債處理規則」所

第二十九

款 
問題發行公司：指本基金持

有之公司債發行公司具有附

件一「問題公司債處理規則」

現行法令已有

「問題公司債

處理規則」，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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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 說明 

定事由者。 所定事由者。 不再另行增訂

附件。 
第三十二

款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指本基

金所發行之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分為累積型新臺幣計價

受益權單位(A2 類型(新臺
幣))及月配息型新臺幣計價
受益權單位(AA 類型(新臺
幣))、累積型美元計價受益
權單位(A2 類型(美元))及月
配息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

(AA 類型(美元))、累積型人
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A2 類
型(人民幣))及月配息型人民
幣計價受益權單位(AA 類型
(人民幣))、月配息型澳幣計
價受益權單位(AA 類型(澳
幣))、月配息型南非幣計價
受益權單位(AA 類型(南非
幣))。累積型受益權單位（含
新臺幣計價、美元計價及人

民幣計價三類別）均不分配

收益，月配息型受益權單位

（含新臺幣計價、美元計價、

人民幣計價、澳幣計價及南

非幣計價五類別）均分配收

益。 

 (新增) 明訂本基金各

類型受益權單

位之定義，以

下款次調整。 

第三十三

款 
A2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
單位：係累積型新臺幣計價

受益權單位(A2 類型(新臺
幣))、累積型美元計價受益
權單位(A2 類型(美元))及累
積型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A2類型(人民幣))之總稱。 

 (新增) 明訂本基金A2
類型各計價類

別受益權單位

之定義。 

第三十四

款 
AA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
單位：係月配息型新臺幣計

價受益權單位(AA 類型(新
臺幣))、月配息型美元計價
受益權單位 (AA 類型 (美
元)) 、月配息型人民幣計價
受益權單位(AA 類型(人民
幣))、月配息型澳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AA 類型(澳幣))及

 (新增) 明 訂 本 基 金

AA類型各計
價類別受益權

單位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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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 說明 

月配息型南非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AA 類型(南非幣))之總
稱。 

第三十五

款 
外幣計價之受益權單位：係

指累積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

位(A2 類型(美元))及月配息
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AA
類型(美元))、累積型人民幣
計價受益權單位(A2類型(人
民幣))及月配息型人民幣計
價受益權單位(AA 類型(人
民幣))、月配息型澳幣計價
受益權單位(AA 類型(澳幣))
及月配息型南非幣計價受益

權單位(AA類型(南非幣))。 

 (新增) 明訂本基金外

幣計價之受益

權 單 位 之 定

義。 

第三十六

款 
基準貨幣：指用以計算本基

金淨資產價值之貨幣單位，

本基金基準貨幣為新臺幣。 

 (新增) 明訂本基金基

準 貨 幣 之 定

義。 
第三十七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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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 明訂本基金基

準受益權單位

之定義。 

第三十九

款 
全權委託投資客戶：經理公

司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

法、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

投資顧問事業經營全權委託

投資業務管理辦法及其他中

華民國有關法令之規定，對

其提供全權委託投資業務服

務者。 

 (新增) 依金管會 104
年3月9日金管
證 投 字 第

1040002962 號
函，經理公司

擬將所收取之

經理費退還予

全權委託投資

客戶，爰明訂

全權委託投資

客戶之定義。 
第二條 本基金名稱及存續期間 第二條 本基金名稱及存續期間  
第一項 本基金為債券型並分別以新

臺幣計價、美元計價、人民

幣計價、澳幣計價及南非幣

計價之開放式基金，定名為

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 

第一項 本基金為債券型之開放式基

金，定名為（經理公司簡稱）

（基金名稱）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 

明定本基金計

價 幣 別 及 名

稱。 

第二項 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不定期

限；本契約終止時，本基金

第二項 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不定期

限；本契約終止時，本基金

本基金存續期

間 為 不 定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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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 說明 

存續期間即為屆滿。 存續期間即為屆滿。或本基

金之存續期間為＿＿＿；本

基金存續期間屆滿或有本契

約應終止情事時，本契約即

為終止。 

限，爰刪除信

託契約範本部

分文字。 

第三條 本基金總面額 第三條 本基金總面額  
第一項 本基金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

高為新臺幣貳佰億元，最低

為新臺幣參億元。淨發行受

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貳拾億

個基準受益權單位。其中： 
(一)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新

臺幣壹佰億元，淨發行受益

權單位總數最高為拾億個基

準受益權單位； 
(二) 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
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等值新

臺幣壹佰億元，淨發行受益

權單位總數最高為拾億個基

準受益權單位； 
(三)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面額
如下： 
1.每一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面額為新臺幣壹拾元； 

2.每一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
面額為美金壹拾伍元； 

3.每一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面額為人民幣壹拾伍

元； 
4.每一澳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面額為澳幣壹拾伍元； 

5.每一南非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面額為南非幣壹拾伍

元。 

第一項 本基金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

高為新臺幣____元，最低為
新臺幣____元（不得低於新
臺幣參億元）。每受益權單位

面額為新臺幣壹拾元。淨發

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

_______單位。經理公司募集
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後，

符合下列條件者，得辦理追

加募集： 
（一）自開放買回之日起至

申報送件日屆滿一個

月。 
（二）申報日前五個營業日

平均已發行單位數占

原申請核准發行單位

數之比率達百分之九

十五以上。 

明訂本基金最

低淨發行總面

額及新臺幣計

價受益權單位

及外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最高

淨發行總面額

及淨發行受益

權單位總數，

另明訂各計價

幣別受益權單

位之面額，並

配合本基金分

為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爰酌

修文字。 
有關追加募集

之條件移列至

本條第三項。 

第二項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與基

準受益權單位之換算比率為

1:1；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
與基準受益權單位之換算比

率，以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

面額按本基金成立日前一營

業日依台北外滙經紀股份有

限公司所取得新臺幣與美元

 (新增) 參酌 107年 4
月 17日金管
證投字第

1070104686號
函修正之含新

臺幣多幣別基

金及外幣計價

基金問答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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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 說明 

之收盤匯率換算為新臺幣

後，除以基準受益權單位面

額得出，以四捨五入計算至

小數點第一位；美元以外之

其他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與

基準受益權單位之換算比

率，以該外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面額按本基金成立日前一

營業日依彭博資訊系統

(Bloomberg)該幣別與美元
之收盤匯率換算為美元，再

依美元對新臺幣之收盤匯率

換算為新臺幣後，除以基準

受益權單位面額得出，以四

捨五入計算至小數點第一

位。 

壹、三題，爰

明訂各類型受

益權單位與基

準受益權單位

之換算比率，

以下項次依序

調整。 

第三項 經理公司募集本基金，經向

金管會申報生效後，於符合

法令所規定之條件時，得辦

理追加募集。 

 (新增) 原第三條第一

項後段文字移

列，並明訂於

符合法令所規

定之條件時，

得辦理追加募

集。另因「證

券投資信託事

業募集證券投

資基金處理準

則」第 12條
第 1項業已開
放債券型基金

採申報生效

制，爰修訂文

字。 
第四項 本基金經向金管會申報生效

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

於申報生效通知函送達日起

六個月內開始募集，自開始

募集日起三十日內應募足第

一項規定之最低淨發行總面

額。在上開期間內募集之受

益憑證淨發行總面額已達最

低淨發行總面額而未達第一

項最高淨發行總面額部分，

於上開期間屆滿後，仍得繼

第二項 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募集

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

於申請核准通知函送達日起

六個月內開始募集，自開始

募集日起三十日內應募足前

項規定之最低淨發行總面

額。在上開期間內募集之受

益憑證淨發行總面額已達最

低淨發行總面額而未達前項

最高淨發行總面額部分，於

上開期間屆滿後，仍得繼續

配合本基金分

為各計價幣別

及配合項次調

整，爰修訂文

字。 
另因「證券投

資信託事業募

集證券投資基

金處理準則」

第 12條第 1
項業已開放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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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 說明 

續發行受益憑證銷售之。募

足首次最低淨發行總面額、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最高

淨發行總面額或外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最高淨發行總面額

後，經理公司應檢具清冊

（包括受益憑證申購人姓

名、受益權單位數及金額）

及相關書件向金管會申報，

追加發行時亦同。 

發行受益憑證銷售之。募足

首次最低淨發行總面額及最

高淨發行總面額後，經理公

司應檢具清冊（包括受益憑

證申購人姓名、受益權單位

數及金額）及相關書件向金

管會申報，追加發行時亦

同。 

券型基金採申

報生效制，爰

修訂文字。 

第五項 受益權： 
(一)本基金之各類型受益
權，按各類型已發行受益權

單位總數，平均分割。 
(二)同類型每一受益權單位
有同等之權利，即本金受償

權、收益之分配權（限AA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

位）、受益人會議之表決權

及其他依本契約或法令規定

之權利。 
(三)召開全體受益人會議或
跨類型受益人會議時，各類

型受益權單位數有一表決

權，進行出席數及投票數之

計算。 

第三項 本基金之受益權，按已發行

受益權單位總數，平均分割；

每一受益權單位有同等之權

利，即本金受償權、收益之分

配權、受益人會議之表決權

及其他依本契約或法令規定

之權利。 

配合本基金分

為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爰修

訂部分文字，

另 明 訂 僅 限

AA類型各計
價類別受益權

單位之受益人

可享有收益之

分配權，並增

列召開全體或

跨類型受益人

會議時，各類

型受益權單位

數有一表決權

之規定。 
第四條 受益憑證之發行 第四條 受益憑證之發行  
第一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分下列各類

型發行，分為 A2類型(新臺
幣)受益憑證、AA類型(新臺
幣)受益憑證、A2類型(美元)
受益憑證、AA類型(美元)受
益憑證、A2類型(人民幣)受
益憑證、AA類型(人民幣)受
益憑證、AA類型(澳幣)受益
憑證及 AA 類型(南非幣)受
益憑證。 

 (新增) 明定本基金受

益憑證分各類

型發行，其後

項 次 依 序 調

整。 

第二項 經理公司發行受益憑證，應

先向金管會申報生效後，於

開始募集前於日報或依金管

會所指定之方式辦理公告。

本基金成立前，不得發行受

益憑證，本基金受益憑證發

第一項 經理公司發行受益憑證，應

經金管會之事先核准後，於

開始募集前於日報或依金管

會所指定之方式辦理公告。

本基金成立前，不得發行受

益憑證，本基金受益憑證發

因「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募集

證券投資基金

處理準則」第

12條第 1項業
已開放債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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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 說明 

行日至遲不得超過自本基金

成立日起算三十日。 
行日至遲不得超過自本基金

成立日起算三十日。 
基金採申報生

效制，爰修訂

文字。 
第三項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分別

表彰各類型受益權，各類型

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單

位數，以四捨五入之方式計

算至小數點以下第二位。 

第二項 受益憑證表彰受益權，每一

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單

位數，以四捨五入之方式計

算至小數點以下第____位。
受益人得請求分割受益憑

證，但分割後換發之每一受

益憑證，其所表彰之受益權

單位數不得低於____單位 

明定本基金各

類型受益權單

位數之計算方

式。 
另，本基金受

益憑證採無實

體發行，爰刪

除有關受益憑

證 換 發 之 規

定。 
第四項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均為

記名式，採無實體發行，不

印製實體受益憑證。 

第三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為記名式。 本基金受益憑
證採無實體發

行，爰修訂本

項文字。 
 （刪除） 第七項 本基金除採無實體發行者，

應依第十項規定辦理外，經

理公司應於本基金成立日起

三十日內依金管會規定格式

及應記載事項，製作實體受

益憑證，並經基金保管機構

簽署後發行。 

配合本基金受

益憑證採無實

體發行，爰刪

除本項條文，

其後項次依序

調整。 

 （刪除） 第八項 受益憑證應編號，並應記載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理辦法

規定應記載之事項。 

配合本基金受

益憑證採無實

體發行，不印

製實體受益憑

證，爰刪除本

項，其後項次

依序調整。 
第八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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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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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營業日內依規定製作並交

付受益憑證予申購人。 

配合本基金受

益憑證採無實

體發行，不印

製實體受益憑

證，爰修正部

分文字。 
第九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以無實體發

行，應依下列規定辦理： 
第十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以無實體發

行時，應依下列規定辦理： 
酌修文字。 

第九項 
第六款 

受益人向經理公司或基金銷

售機構所為之申購，其受益

憑證係登載於經理公司開設

於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保管

第十項 
第六款 

受益人向經理公司或基金銷

售機構所為之申購，其受益

憑證係登載於經理公司開設

於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保管

依實務作業修

訂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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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 說明 

劃撥帳戶下之登錄專戶，或

經經理公司同意後，得指定

其本人開設於經理公司或證

券商之保管劃撥帳戶。登載

於登錄專戶下者，其後請求

買回，僅得向經理公司或其

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為之。 

劃撥帳戶下之登錄專戶，或

得指定其本人開設於經理公

司或證券商之保管劃撥帳

戶。登載於登錄專戶下者，

其後請求買回，僅得向經理

公司或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

構為之。 
第五條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第五條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第一項 本基金受益權單位，分別以

新臺幣、美元、人民幣、澳幣

及南非幣為計價貨幣；申購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者，

申購價金應以新臺幣支付；

申購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者，申購價金應以受益權單

位計價之貨幣支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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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

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

無論其類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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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項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價金包括發行價格及申購手

續費，申購手續費由經理公

司訂定。 

配合本基金係

以新臺幣及外

幣計價，爰依

金管會 101 年
10 月 11 日證
期（投）字第

1010047366 號
函，增訂前段

規定。另因本

基金包含各類

型 受 益 權 單

位，爰酌修文

字，以玆明確。 

第二項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

一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如

下： 
(一)本基金成立日前(不含當
日)，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每一受益權單位之發

行價格依其面額。 
(二)本基金成立日起，各類
型受益權單位每一受益

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申

購日當日該類型受益權

單位每受益權單位淨資

產價值。 
(三）本基金成立後，部分
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淨資

產價值為零者，該類型

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

格，為經理公司於經理

公司網站揭露之銷售價

第二項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

價格如下： 
（一）本基金成立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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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本基金分

為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爰酌

修文字。另明

訂本基金成立

後，部分類型

受益權單位之

淨資產價值為

零時發行價格

之計算方式。 



 

132 

20220506/R/B2708-01A-009/B47 

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 說明 

格。前述銷售價格係依

該類型受益權單位最近

一次公告之發行價格計

算。 
第三項 本基金各類型每一受益權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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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項 本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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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本基金分

為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爰酌

修文字。 
第四項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

申購手續費均不列入本基金

資產，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手續費最高不得超過發行價

格之百分之三。本基金各類

型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費

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規定。 

第四項 本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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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申購手續費依
最新公開說明書規定。 

配合本基金分

為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爰酌

修文字，並明

訂申購手續費

上限。 

第六項 經理公司應依本基金各類型

受益權單位之特性，訂定其

受理本基金申購申請之截止

時間，除能證明申購人係於

受理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

請者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

一營業日之交易。受理申購

申請之截止時間，經理公司

應確實嚴格執行，並應將該

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

關銷售文件或經理公司網

站。 

第六項 經理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

性，訂定其受理本基金申購

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

投資人係於受理截止時間前

提出申購申請者外，逾時申

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

易。受理申購申請之截止時

間，經理公司應確實嚴格執

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

開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

經理公司網站。申購人應於

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併

同申購價金交付經理公司或

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

至基金帳戶。投資人透過特

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

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

申購價金交付銀行或證券

商。經理公司應以申購人申

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當日淨

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

位數。但投資人以特定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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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以申購

本基金受益憑

證為多幣別發

行，爰參酌「海

外股票型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

契約範本 (僅
適用於含新臺

幣 多 幣 別 基

金)」契約範本
第 5 條第 6 項
至第10項修訂
本項，將原條

文依內容分段

移置第 6 項至
第 11項，其後
項 次 依 序 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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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 說明 

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受益人申請於經理公司不同

基金之轉申購，經理公司應

以該買回價款實際轉入所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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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項 申購人向經理公司申購者，

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

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理公

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

匯撥至基金帳戶。投資人透

過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金，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

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或證

券商。除經理公司及經理公

司所委任並以自己名義為投

資人申購基金之基金銷售機

構得收受申購價金外，其他

基金銷售機構僅得收受申購

書件，申購人應依該基金銷

售機構之指示，將申購價金

直接匯撥至基金保管機構設

立之基金專戶。另除第八項

至第十項情形外，經理公司

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

金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

準，計算申購單位數。 

 (新增) 本基金受益憑

證為多幣別發

行，爰參酌「海

外股票型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

契約範本 (僅
適用於含新臺

幣 多 幣 別 基

金)」契約範本
第 5 條第 6 項
至第10項修訂
本項，將原條

文依內容分段

移置第 6 項至
第 11項，其後
項 次 依 序 調

整。 

第八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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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撥至基金專戶者，或該等

機構因依銀行法第 4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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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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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 說明 

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

數。 
第九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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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購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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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戶或取得該金融機構提供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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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 同上。 

第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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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事業如已於受理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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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理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

入基金專戶，或取得該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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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 依中華民國證

券投資信託暨

顧問商業同業

公會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募集

發行銷售及其

申購或買回作

業程序第 18條
第 5 項規定增
訂本項文字。 

第十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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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申購基金相關事

宜悉依同業公會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募集發行銷售及其申

購或買回作業程序及中央銀

行規定辦理。 

 (新增) 信託契約範本

第 6 項條文內
容部分列至本

項，其後項次

依序調整。另

明訂轉申購基

金相關事宜悉

依同業公會證

券投資信託基

金募集發行銷

售及其申購或

買回作業程序

及中央銀行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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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 說明 

定辦理。 
第十二項 受益人不得申請於經理公司

同一基金或不同基金新臺幣

計價受益權單位與外幣計價

受益權單位間之轉換。 

 (新增) 明訂受益人不

得申請於經理

公司同一基金

或不同基金新

臺幣計價受益

權單位與外幣

計價受益權單

位間之轉換。

其後項次依序

調整。 
第十三項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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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購人完成申購

後不得撤回其申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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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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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本基金包

含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及實務

作業爰酌修文

字。 

第十四項 自募集日起至成立日前（含
當日）止，申購人每次申購之

最低發行價額如下，但申購

人透過銀行特定金錢信託方

式、壽險公司投資型保單方

式、證券商財富管理專戶方

式申購者，或經經理公司同

意者，得不受最低申購價額

之限制；前開期間之後，依最

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辦理。 
（一）A2類型(新臺幣)受益

權單位為新臺幣壹萬

元整，如採定期定額扣

款方式申購者，每次扣

款之最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參仟元整（超過

者，以新臺幣壹仟元或

其整倍數之金額為

第八項 自募集日起_______日內，申
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

額為新臺幣________元整，
前開期間之後，依最新公開

說明書之規定辦理。 

配合本基金分

為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爰明

訂申購人每次

單筆及定期定

額申購各類型

受益憑證每受

益權單位之最

低發行價額及

其適用期間，

並配合實務作

業增訂但書規

定。 



 

136 

20220506/R/B2708-01A-009/B47 

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 說明 

限）；AA類型(新臺幣)
受益權單位為新臺幣

壹拾萬元整，如採定期

定額扣款方式申購者，

每次扣款之最低發行

價額為新臺幣參仟元

整（超過者，以新臺幣

壹仟元或其整倍數之

金額為限）； 
（二）A2類型(美元)受益權

單位為美元壹仟元整，

如採定期定額扣款方

式申購者，每次扣款之

最低發行價額為美元

壹佰元整（超過者，以

美元壹佰元或其整倍

數之金額為限）；AA類
型 (美元 )受益權單位
為美元參仟元整，如採

定期定額扣款方式申

購者，每次扣款之最低

發行價額為美元壹佰

元整（超過者，以美元

壹佰元或其整倍數之

金額為限）； 
（三）A2類型(人民幣)受益

權單位為人民幣陸仟

元整，如採定期定額扣

款方式申購者，每次扣

款之最低發行價額為

人民幣陸佰元整（超過

者，以人民幣壹佰元或

其整倍數之金額為

限）；AA類型(人民幣)
受益權單位為人民幣

貳萬元整，如採定期定

額扣款方式申購者，每

次扣款之最低發行價

額為人民幣陸佰元整

（超過者，以人民幣壹

佰元或其整倍數之金

額為限）； 
（四）AA類型(澳幣)受益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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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 說明 

單位為澳幣參仟元整，

如採定期定額扣款方

式申購者，每次扣款之

最低發行價額為澳幣

壹佰元整（超過者，以

澳幣壹佰元或其整倍

數之金額為限）。 
（五）AA類型(南非幣)受益

權單位為南非幣參萬

元整，如採定期定額扣

款方式申購者，每次扣

款之最低發行價額為

南非幣壹仟元整（超過

者，以南非幣壹佰元或

其整倍數之金額為

限）。 
第十五項 經理公司對於本基金各類型

受益憑證單位數之銷售應予

適當控管，遇有申購金額超

過最高得發行總面額時，經

理公司及各基金銷售機構應

依申購人申購時間之順序公

正處理之。 

 (新增) 配合基金募集

發行銷售及其

申購或買回作

業程序第十三

條之規定增訂

本項。 

第六條 本基金受益憑證之簽證 第六條 本基金受益憑證之簽證  
 本基金不印製表彰受益權之

實體證券，免辦理簽證。 
第一項 發行實體受益憑證，應經簽

證。 
配合本基金受

益憑證採無實

體發行，無須

辦理簽證，爰

修 正 條 文 內

容。 
 （刪除） 第二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之簽證事

項，準用「公開發行公司發

行股票及公司債券簽證規

則」規定。 

配合本基金受

益憑證採無實

體發行，無須

辦理簽證，爰

刪 除 本 項 文

字。 
第七條 本基金之成立與不成立 第七條 本基金之成立與不成立  
第一項 本基金之成立條件，為依本

契約第三條第四項之規定，

於開始募集日起三十天內募

足最低淨發行總面額新臺幣

參億元整。 

第一項 本基金之成立條件，為依本

契約第三條第二項之規定，

於開始募集日起三十天內募

足最低淨發行總面額新臺幣

＿＿元整。 

明定本基金成

立之最低淨發

行總面額。另

配合引用項次

調整爰修訂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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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 說明 

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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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金及加計自基金保管機構

收受申購價金之日起至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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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利息計

至新臺幣「元」，不滿壹元者，

四捨五入；外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利息之計算方式及位數

依基金保管機構各該外幣幣

別外匯活期存款之利息計算

方式辦理。 

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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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金及加計自基金保管機構

收受申購價金之日起至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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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本基金分

為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另明

訂外幣計價之

受益權單位之

利 息 計 算 方

式。 

第八條 受益憑證之轉讓 第八條 受益憑證之轉讓  
第二項 受益憑證之轉讓，非經經理

公司或其指定之事務代理機

構將受讓人姓名或名稱、住

所或居所記載於受益人名

簿，不得對抗經理公司或基

金保管機構。 

第二項 受益憑證之轉讓，非將受讓

人之姓名或名稱記載於受益

憑證，並將受讓人姓名或名

稱、住所或居所記載於受益

人名簿，不得對抗經理公司

或基金保管機構。 

本基金受益憑

證採無實體發

行，爰刪除受

益憑證記載之

規定。 

 （刪除） 第三項 受益憑證為有價證券，得由

受益人背書交付自由轉讓。

受益憑證得分割轉讓，但分

割轉讓後換發之每一受益憑

證，其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

數不得低於_____單位。 

本基金受益憑

證採無實體發

行，爰刪除本

項。其後項次

調整。 

第九條 本基金之資產 第九條 本基金之資產  
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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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商業銀

行受託保管聯博新興亞洲收

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專戶」

名義，經向金管會申報生效

後登記之，並得簡稱為「聯

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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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受託保管
_____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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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明定本基
金專戶名

稱及簡稱，

並配合本

基金為多

幣別計價

基金，明定

應開立獨

立之外匯

存款專戶。 
2. 本基金投



 

139 

20220506/R/B2708-01A-009/B47 

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 說明 

博新興亞洲收益基金專戶」。

經理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並

應於外匯指定銀行開立外匯

存款專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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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契約之約定辦理。 

「       基金專戶」。 資外國有

價證券，增

訂國外資

產之保管

方式。 
3. 因「證券投
資信託事

業募集證

券投資基

金處理準

則」第 12條
第1項業已
開放債券

型基金採

申報生效

制，爰修訂

文字。 
第四項 
第四款 

每次收益分配總金額獨立列

帳後給付前所生之利息(僅
AA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
單位之受益人可享有之收益

分配)。 

第四項 
第四款 

每次收益分配總金額獨立列

帳後給付前所生之利息。 
明訂每次收益

分配總金額獨

立列帳後給付

前 所 生 之 利

息，為僅限於

AA 類型各計
價類別受益權

單位之受益人

可享有之收益

分配。 
第五項 因運用本基金所生之外匯兌

換損益，由本基金承擔。 
 （新增） 本基金之投資

標的包含外國

有價證券，故

增加匯率損益

承擔之規定，

其後項次依序

調整。 
第十條 本基金應負擔之費用 第十條 本基金應負擔之費用  
第一項 
第一款 

依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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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項 
第一款 

依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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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基金投資

國外，爰酌修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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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 說明 

機構得為履行本契約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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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得為履行本契約之義

務，透過票券集中保管事業、

中央登錄公債、投資所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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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項 
第四款 

本基金為給付受益人買回價

金或辦理有價證券交割，由

經理公司依相關法令及本契

約之規定向金融機構辦理短

期借款之利息、設定費、手

續費與基金保管機構為辦理

本基金短期借款事務之處理

費用或其他相關費用； 

第一項 
第四款 

本基金為給付受益人買回價

金或辦理有價證券交割，由

經理公司依相關法令及本契

約之規定向金融機構辦理短

期借款之利息、設定費、手

續費與保管機構為辦理本基

金短期借款事務之處理費用

或其他相關費用； 

酌修文字。 

第一項 
第六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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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本基金短期

借款及收付本基金資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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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依本契約第十二條第十二

項規定，或基金保管機構依

本契約第十三條第六項、第

十二項及第十三項規定代為

追償之費用（包括但不限於

律師費），未由被追償人負擔

者； 

第一項 
第六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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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本基金短期

借款及收付本基金資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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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依本契約第十二條第十二

項規定，或基金保管機構依

本契約第十三條第四項、第

十項及第十一項規定代為追

償之費用（包括但不限於律

師費），未由被追償人負擔者 

配合項次調整

修訂文字。 

第二項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

計任一曆日淨資產價值低於

新臺幣陸億元時，除前項第

(一)款至第(四)款所列支出
及費用仍由本基金負擔外，

其它支出及費用均由經理公

司負擔。於計算前述各類型

受益權單位合計金額時，外

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部分，應

依第二十條第四項規定換算

第二項 本基金任一曆日淨資產價值

低於新臺幣參億元時，除前

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所列
支出及費用仍由本基金負擔

外，其它支出及費用均由經

理公司負擔。 

配合引用款次

調整，爰修訂

文字另配合本

基金分為各類

型受益權單

位，爰修訂本

項文字。 
另修訂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低

於新臺幣陸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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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 說明 

為新臺幣後，與新臺幣計價

受益權單位合併計算。 
元時除所列支

出及費用仍由

本基金負擔外

，其它支出及

費用均由經理

公司負擔。並

明訂各類型受

益權單位於計

算合計金額時

均以新臺幣作

為基準貨幣。 
第四項 本基金應負擔之支出及費

用，於計算各類型每受益權

單位淨資產價值、收益分配

(僅AA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
權單位之受益人可享有之收

益分配)或其它必要情形時，
應分別計算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應負擔之支出及費用。 

 (新增) 明訂本基金各

類型受益權單

位應負擔之支

出及費用應分

別計算。 

第十一條 受益人之權利、義務與責任 第十一條 受益人之權利、義務與責任  
第一項 
第二款 

收益分配權(僅AA類型各計
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

得享有並行使本款收益分配

權)。 

第一項 
第二款 

收益分配權。 明訂僅 AA 類
型各計價類別

受益權單位之

受益人得享有

並行使收益分

配權。 
第十二條 經理公司之權利、義務與責

任 
第十二條 經理公司之權利、義務與責

任 
 

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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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得要求受託管理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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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委任或複委任受託管理機

構、基金保管機構、國外受

託保管機構或律師或會計師

行使之；委任或複委任律師

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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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本基金投

資外國有價證

券，故增列國

外受託保管機

構或其代理人

提供協助及得

受經理公司之

委託，行使其

他本基金資產

有關之權利。 
為配合本基金

擬將外滙兌換

交易及匯率避

險業務複委任

第三人，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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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 說明 

或會計師行使權利時，應通

知基金保管機構。 
列經理公司就

其他本基金資

產 有 關 之 權

利，必要時得

委任受託管理

機構行使之規

定。 
第四項 經理公司在法令許可範圍

內，就本基金有指示基金保

管機構及國外受託保管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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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促使基金保管機構依本契約

規定履行義務。 

第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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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促使基金保管機構依

本契約規定履行義務。 

配合本基金投

資外國有價證

券，故增列「國

外受託保管機

構」之規定。 

第六項 經理公司應於本基金開始募

集三日前，或追加募集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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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項 經理公司應於本基金開始募

集三日前，或追加募集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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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募集

證券投資基金

處理準則」第

12條第 1項業
已開放基金追

加募集案件改

採申報生效制

爰修訂文字。 
第七項 經理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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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依申購

人之要求，提供公開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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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閱之處所或可供查閱之方

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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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項 經理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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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募集證

券投資信託基

金處理準則第

16條第 1項之
規定修訂之。 

第八項 經理公司必要時得修正公開

說明書，並公告之，除下列

第二款至第四款向同業公會

第八項 經理公司必要時得修正公開

說明書，並公告之，下列第

二款至第四款向同業公會申

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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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 說明 

申報外，其餘款項應向金管

會報備： 
報外，其餘款項應向金管會

報備： 
第九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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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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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證券市場買賣交割

實務之方式為之。 

本基金投資範

圍及於海外，

故增列交割及

投資行為應符

合投資標的所

在國或地區之

相關法令。 

第十二項 經理公司得依本契約第十六
條規定請求本基金給付報

酬，並依有關法令及本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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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受託保管

機構、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或

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之事由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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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項 經理公司得依本契約第十六
條規定請求本基金給付報

酬，並依有關法令及本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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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投資國

外有價證券，

故增訂因可歸

責於國外受託

保管機構、證

券集中保管事

業或票券集中

保管事業之事

由致本基金及

(或 )受益人所
受之損害，經

理公司應代為

追償之規定。 
第十六項 本基金之資料訊息，除依法

或依金管會指示或本契約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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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於經理

公司委託國外投資顧問公司

提供本基金顧問服務範圍

內，本基金之資料訊息(不包
含任何個人資料)得揭露予
該國外投資顧問公司，且該

國外投資顧問公司就本基金

之資料訊息亦需保密，不得

再揭露予他人。 

第十六項 本基金之資料訊息，除依法
或依金管會指示或本契約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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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訂經理公司

得將本基金資

料訊息 (不包
含任何個人資

料 )揭露予國
外投資顧問公

司之規定，並

明 訂 相 關 限

制。 

第十九項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
計淨資產價值低於新臺幣陸

億元時，經理公司應將淨資

產價值及受益人人數告知申

購人。於計算前述各類型受

第十九項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新臺
幣參億元時，經理公司應將

淨資產價值及受益人人數告

知申購人。 

修訂本基金淨

資產價值低於

新臺幣陸億元

時，經理公司

應將淨資產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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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 說明 

益權單位合計金額時，外幣

計價受益權單位部分，應依

第二十條第四項規定換算為

新臺幣後，與新臺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合併計算。 

值及受益人人

數告知申購人

。並明訂各類

型受益權單位

於計算合計金

額時均以新臺

幣作為基準貨

幣。 
第二十一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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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幣及南非幣作為計價貨

幣。」等內容。 
（二）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

單位之面額及各類型受益權

單位與基準受益權單位之換

算比率。 

 (新增) 配合本基金分

為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明訂

本基金計價幣

別、各類型受

益權單位與基

準單位換算比

率等資訊需於

公開說明書揭

露。 
第二十二

項 
經理公司應以善良管理人之

注意義務選任受託管理機

構。經理公司對受託管理機

構之選任或指示，因故意或

過失而導致基金發生損害

者，應負賠償責任；經理公

司依本契約規定應履行之責

任及義務，如委由受託管理

機構處理者，就受託管理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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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負賠償責任。受託管

理機構之報酬應由經理公司

負擔。 

 (新增) 因本基金擬將

外滙兌換交易

及匯率避險業

務複委任第三

人，爰明訂委

任受託管理機

構之相關責任

及義務。 

第二十三

項 
本基金得為受益人之權益由

經理公司代為處理本基金投

資所得相關稅務事宜。 

 (新增) 配 合 財 政 部

107年 3月 6日
台 財 際 字 第

10600686840
號令增訂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

得為受益人之

權益由經理公

司代為處理本

基金投資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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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 說明 

相 關 稅 務 事

宜。 
第十三條 基金保管機構之權利、義務

與責任 
第十三條 基金保管機構之權利、義務

與責任 
 

第二項 基金保管機構應依證券投資

信託及顧問法相關法令或本

基金在國外資產所在國或地

區有關法令、本契約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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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 類型各計價
類別受益權單位可分配收益

專戶之款項，除本契約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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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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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過失違反法令或本契約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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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項 基金保管機構應依證券投資

信託及顧問法相關法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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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

配收益專戶之款項，除本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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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本契約規定之義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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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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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投資外

國有價證券，

故增訂基金保

管機構應遵守

投資所在國或

地區相關法令

之規定。另配

合本基金區分

為不同類型受

益權單位，爰

修 正 部 分 文

字。 

第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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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 本基金投資外

國有價證券，

故增訂基金保

管機構與國外

受託保管機構

間之基本權利

義務。其後項

次依序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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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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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項 基金保管機構依本契約規定

應履行之責任與義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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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 本基金投資外

國有價證券，

故明定基金保

管機構對國外

受託保管機構

之故意或過失

應負之責任。

其後項次依序

調整。 
第六項 基金保管機構得為履行本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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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有可歸責前述機

構或系統之事由致本基金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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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項 基金保管機構得為履行本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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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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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可歸責前述機構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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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酌修文字。 

第七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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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費

用由基金保管機構負擔。 

第五項 基金保管機構得依證券投資

信託及顧問法及其他相關法

令之規定，複委任證券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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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關費用由基金保管機構負

擔。 

本基金投資海

外有價證券，

爰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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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 說明 

第八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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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 類型各計價類別
受益權單位收益分配之給付

人，執行收益分配之事務。 

第六項 基金保管機構應依經理公司

提供之收益分配數據，擔任

本基金收益分配之給付人與

扣繳義務人，執行收益分配

之事務。 

基金保管機構

僅擔任 AA 類
型各計價類別

受益權單位收

益分配之給付

人，並非扣繳

義務人，爰修

訂文字。 
第九項 
第一款 
第四目 

給付依本契約應分配予 AA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

受益人之可分配收益。 

第七項 
第一款 
第四目 

給付依本契約應分配予受益

人之可分配收益。 
明訂應分配予

受益人之可分

配 收 益 僅 限

AA 類型各計
價類別受益權

單 位 之 受 益

人。 
第九項 
第二款 
 

於本契約終止，清算本基金

時，依各類型受益權比例分

派予受益人其所應得之資

產。 

第七項 
第二款 
 

於本契約終止，清算本基金

時，依受益權比例分派予受

益人其所應得之資產。 

配合本基金分

為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爰酌

修文字。 
第十一項 基金保管機構應將其所知經

理公司違反本契約或有關法

令之事項，或有違反之虞時，

通知經理公司應依本契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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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受託保管機構

如有違反國外受託保管契約

之約定時，基金保管機構應

即通知經理公司並為必要之

處置。但非因基金保管機構

之故意或過失而不知者，不

在此限。 

第九項 基金保管機構應將其所知經

理公司違反本契約或有關法

令之事項，或有違反之虞時，

通知經理公司應依本契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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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投資外

國有價證券，

故增訂國外受

託保管機構如

有違反國外受

託保管契約之

約定時，基金

保管機構應即

通知經理公司

並為必要之處

置。 

第十五項 基金保管機構及國外受託保
管機構除依法令規定、金管

會指示或本契約另有訂定

外，不得將本基金之資料訊

息及其他保管事務有關之內

容提供予他人。惟經理公司

於相關法令許可範圍內，得

指示基金保管機構及國外受

託保管機構提供或接收交易

紀錄、基金資產部位、資產

第十三項 基金保管機構除依法令規
定、金管會指示或本契約另

有訂定外，不得將本基金之

資料訊息及其他保管事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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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投資外

國有價證券，

故增列國外受

託保管機構亦

負 有 保 密 義

務。 
明訂經理公司

於相關法令許

可範圍內，得

指示基金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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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 說明 

配置、與基金受益憑證作業、

或與基金帳務作業相關等資

訊予經理公司所委任之專業

機構，包括基金受益憑證事

務代理機構、基金帳務作業

處理代理機構、受託管理機

構、海外投資顧問公司及該

顧問公司委任之交易事務處

理代理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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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及國外受

託保管機構提

供或接收交易

紀錄、基金資

產部位、資產

配置、與基金

受 益 憑 證 作

業、或與基金

帳務作業相關

等資訊予經理

公司所委任之

專業機構。 

第十八項 基金保管機構依法令及本契
約應負之監督責任不因經理

公司將基金資產之管理複委

任受託管理機構處理而受影

響，基金保管機構於知悉受

託管理機構之行為致使經理

公司違反本契約或相關法

令，應即依證券投資信託及

顧問法第二十三條規定辦

理。但非因基金保管機構之

故意或過失而不知者，不在

此限。 

 (新增) 為配合本基金

擬將外滙兌換

交易及匯率避

險業務複委任

第三人，爰明

訂基金保管機

構之相關責任

及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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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理公司應以分散風險、確

保基金之安全為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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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依下列規

範進行投資： 
(一)本基金投資於中華民國
之有價證券為中華民國

之政府公債、公司債(含
次順位公司債、無擔保

公司債、承銷中公司

債)、轉換公司債、交換
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

債、金融債券(含次順位

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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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定本基金之

基本方針及範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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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 說明 

金融債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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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不動產證券化條

例募集不動產資產信託

受益證券、經金管會核

准於我國境內募集發行

之國際金融組織債券，

以及債券型 (含固定收
益型)、貨幣市場型基金
受益憑證(含反向型ETF
及槓桿型 ETF)。 

(二)本基金投資之外國有價
證券為： 
1.由外國國家或機構所
保證或發行之債券

(含政府公債、公司
債、金融債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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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金融
機構發行具損失吸收

能力之債券 (含應急
可 轉 換 債 券

(Contingent 
Convertible Bond, 
CoCo Bond)及具總損
失 吸 收 能 力 (Total 
Loss-Absorbing 
Capacity, TLAC) 債
券)、符合美國 Rule 
144A 規定之債券)及
本國企業赴海外發行

之公司債。 
2.於外國證券交易所及
其他經金管會核准之

外國店頭市場交易之

債券型(含固定收益
型)、貨幣市場型基金
受益憑證、基金股份、

投資單位(含反向型
ETF 及槓桿型 ETF) 
及追蹤、模擬或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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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 說明 

債 券 指 數 表 現 之

ETF(Exchange Traded 
Fund)。 

3.經金管會核准或申報
生效得募集及銷售之

債券型(含固定收益
型)、貨幣市場型基金
受益憑證、基金股份、

投資單位。 
4.本基金可投資之國家
及地區詳如公開說明

書。 
(三)原則上，本基金自成立
日起三個月後，整體債

券投資組合之加權平均

存續期間在ㄧ年以上。

自成立日起六個月後： 
1.投資於外國有價證券
之總金額不低於本基

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

之六十(含)； 
2.投資於「亞洲國家或
地區之債券」總金額

不得低於本基金淨

資產價值之百分之

六十(含)，前述「亞洲
國家或地區之債券」

包括： 
(1)由亞洲國家或地區之
政府所保證或發行之

債券； 
(2)於亞洲國家或地區註
冊或登記之機構所保

證或發行之債券； 
(3)於亞洲國家或地區掛
牌或交易之債券； 

(4)以亞洲國家或地區當
地貨幣計價之債券；

或 
(5)依據 Bloomberg 資訊
系統顯示，該債券所

承 擔 的 國 家 風 險

(country of risk)為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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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 說明 

洲國家或地區者。 
3.投資於「新興市場國
家或地區之債券」總

金額不得低於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

六十(含)，前述「新興
市場國家或地區之債

券」包括： 
(1)由新興市場國家或地
區之政府所保證或發

行之債券； 
(2)於新興市場國家或地
區註冊或登記之機構

所保證或發行之債

券； 
(3)於新興市場國家或地
區掛牌或交易之債

券； 
(4)以新興市場國家或地
區當地貨幣計價之債

券；或 
(5)依據 Bloomberg 資訊
系統顯示，該債券所

承 擔 的 國 家 風 險

(country of risk)為新
興市場國家或地區

者。 
4.本基金可投資之「亞
洲國家或地區」，係指

日本及摩根大通亞洲

信用指數 (JPMorgan 
Asia Credit Index)之
組成國家或地區，前

開摩根大通亞洲信用

指數 (JPMorgan Asia 
Credit Index)之組成
國家或地區詳如公開

說明書；本基金可投

資之「新興市場國家

或地區」，係指摩根大

通新興市場全球分散

債券指數 (JPMorgan 
EMBI 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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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 說明 

Diversified Index)、摩
根大通新興市場企業

債券多元分散指數

(JPMorgan CEMBI 
Broad Diversified 
Index)或摩根大通亞
洲 信 用 指 數

(JPMorgan Asia 
Credit Index)等指數
之組成國家或地區，

前開新興市場國家或

地區詳如公開說明

書。  
(四)本基金得投資非投資等
級債券，惟投資之非投

資等級債券以第(三)款
定義之新興市場國家或

地區之債券為限，且投

資總金額不得超過本基

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

四十；本基金所投資債

券之信用評等應符合金

管會所規定之信用評等

等級以上，惟投資於第

(三)款定義之新興市場
國家或地區之非投資等

級債券時，不在此限。 
(五)投資所在國家或地區之
國家主權評等未達公開

說明書所列信用評等機

構評定等級者，投資該

國或地區之政府債券及

其他債券總金額，不得

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之百分之三十。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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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評定為投資等級債

券者，該債券即為投資

等級債券。但如有關法

令或相關規定修正前述

「非投資等級債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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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 說明 

規定時，從其規定： 
1.政府公債：發行國家
主權評等未達公開說

明書所列信用評等機

構評定等級。 
2.第 1目以外之債券：該
債券之債務發行評等

未達公開說明書所列

信用評等機構評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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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評等符合公開說

明書所列信用評等機

構評定達一定等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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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符合公開說明書所

列信用評等機構評定

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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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說明書所列信用

評等機構評定等級或

未經信用評等機構評

等。 
(七)如因信用評等、成分國
家或地區調整，致本基

金整體資產投資組合不

符合第(三)款至第(五)
款所定之比例限制者，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

於事實發生後三個月內

採取適當處置，以符合

第(三)款至第(五)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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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 說明 

定之比例限制。 
(八)本基金所投資之債券，
不包括以國內有價證

券、本國上市、上櫃公司

於海外發行之有價證

券、國內證券投資信託

事業於海外發行之基金

受益憑證、未經金管會

核准或申報生效得募集

及銷售之境外基金為連

結標的之連動型或結構

型債券。 
(九)但依經理公司之專業判
斷，在特殊情形下，為分

散風險、確保基金安全

之目的，得不受前述投

資比例之限制。所謂特

殊情形，係指： 
1.本基金信託契約終止
前一個月； 

2.任一或合計投資達本
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

之二十(含)以上之投
資所在國或地區發生

政治、經濟或社會情

勢之重大變動、法令

政策變更或有不可抗

力情事，致有影響該

國或區域經濟發展及

金融市場安定之虞等

情形； 
3.任一或合計投資達本
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

之二十(含)以上之投
資所在國或地區或中

華民國因實施外匯管

制導致無法匯出者； 
4.任一或合計投資達本
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

之二十(含)以上之投
資所在國或地區發生

該國貨幣單日兌美元

匯率跌幅達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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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 說明 

者； 
(十)俟前款第 2、3、4目特殊
情形結束後三十個營業

日內，經理公司應立即

調整，以符合第(三)款至
第(五)款所訂投資比例
限制。 

 
第三項 經理公司運用本基金為上市

或上櫃有價證券投資，除法

令另有規定外，應委託證券

經紀商，在投資所在國或地

區集中交易市場或證券商營

業處所，為現款現貨交易，

並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辦理交

割。 

第三項 經理公司運用本基金為上市

或上櫃有價證券投資，除法

令另有規定外，應委託證券

經紀商，在集中交易市場或

證券商營業處所，為現款現

貨交易，並指示基金保管機

構辦理交割。 

本基金投資外

國有價證券，

故酌修部分文

字。 

第四項 經理公司依前項規定委託投

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經紀商

交易時，得委託與經理公司、

受託管理機構、基金保管機

構或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有利

害關係並具有證券經紀商資

格者、受託管理機構、基金

保管機構或國外受託保管機

構之經紀部門為之，但支付

該證券經紀商之佣金不得高

於投資所在國或地區之一般

證券經紀商。 

第四項 經理公司依前項規定委託證

券經紀商交易時，得委託與

經理公司、基金保管機構有

利害關係並具有證券經紀商

資格者或基金保管機構之經

紀部門為之，但支付該證券

經紀商之佣金不得高於一般

證券經紀商。 

本基金投資外

國有價證券，

故酌修部分文

字。 

第五項 經理公司運用本基金為公

債、公司債（含次順位公司

債）或金融債券（含次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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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項 經理公司運用本基金為公

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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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訂公司債及

金 融 債 券 範

圍。 

 (刪除) 第六項 經理公司為避險需要或增加

投資效率，得運用本基金從

事        證券相關商品之
交易。 

本項規定移列

至本條第 10
項。 

第六項 
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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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公司債及

由金融機構發行具損失吸收

第七項 
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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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依據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管

理辦法 (以下
稱基金管理辦

法)第 27條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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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 說明 

能力之債券不在此限；持有

之轉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

司債及交換公司債於條件成

就致轉換、認購或交換為股

票者，應於一年內調整至符

合規定； 

超過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

之十。 
項規定爰增訂

由金融機構發

行具損失吸收

能力之債券為

可投資標的及

後段規定。 
2.另將投資比
例限制規定移

至本條項第 8
款 

第六項 
第二款 

不得投資於國內未上市或未

上櫃之次順位公司債及次順

位金融債券； 

第七項 
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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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訂本基金僅

不得投資於國

內未上市或未

上櫃之次順位

公司債及次順

位金融債券，

而投資國外債

券則悉依金管

會 105年 12月
1 日金管證投
字 第

1050048509 號
令辦理。 

第六項 
第六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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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經理公司或

與經理公司有利害關係之公

司所發行之基金受益憑證、

基金股份或投資單位，不在

此限； 

第七項 
第六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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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 94年 3月 7
日金管證四字

第 0930158658
號函規定，爰

酌修文字。 

 （刪除） 第七項 
第八款 

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無擔

保公司債，該債券應取具

____等級以上之信用評等； 

本基金得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

債券，非投資

等級債券之債

信評等已載明

於本條第 1項，
爰刪除本款。

其後款次依序

調整。 
第六項 
第八款 

投資於轉換公司債、附認股

權公司債、交換公司債及符

合金融主管機關所定合格資

本工具之具損失吸收能力之

 (新增) 將原第 1 款投
資比例限制規

定移列，並依

基金管理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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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 說明 

債券 (如應急可轉換債券
(Contingent Convertible 
Bond, CoCo Bond))之總金
額，不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

價值之百分之十； 

第 27條第 2項
明訂投資符合

金融主管機關

所定合格資本

工具之具損失

吸收能力之債

券之投資比例

限制。 
第六項 
第九款 

投資於應急可轉換債券

(Contingent Convertible 
Bond, CoCo Bond)之總金額，
不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之百分之十；投資於具總損

失 吸 收 能 力 (Total Loss-
Absorbing Capacity, TLAC)
債券之總金額，不得超過本

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二

十；前開債券應符合經金管

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

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 

 (新增) 依據金管證投

字 第

11003656489
號函，明訂應

急可轉換債券

(Contingent 
Convertible 
Bond, CoCo 
Bond)及具總
損失吸收能力

(Total Loss-
Absorbing 
Capacity, 
TLAC)債券之
投資上限及應

符 合 信 評 規

定。 
第六項 
第十款 

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無擔

保公司債(含轉換公司債、交
換公司債及附認股權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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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項 
第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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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本基金投

資標的，爰增

訂文字。 

第六項 
第十一款 

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公司

債 (含次順位公司債、轉換
公司債、交換公司債及附認

股權公司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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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行次順位公司債之總額，

不得超過該公司該次(如有
分券指分券後)所發行次順
位公司債總額之百分之十； 

第七項 
第十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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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之總額，不得超過該公司

該次(如有分券指分券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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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訂公司債之

範圍。另本基

金得投資於非

投 資 等 級 債

券，非投資等

級債券之債信

評等已載明於

本條第 1 項，
爰刪除後段有

關信用評等之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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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 說明 

第六項 
第十二款 

投資於任一公司發行、保證

或背書之短期票券及有價證

券總金額，不得超過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但

投資於基金受益憑證者，不

在此限； 

第七項 
第十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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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酌基金管理

辦法第10條第
1項第 17款文
字修訂。 

第六項 
第十三款 

投資於任一銀行所發行之金

融債券  (含次順位金融債
券、具損失吸收能力之債券

( 含 應 急 可 轉 換 債 券
(Contingent Convertible 
Bond, CoCo Bond)及具總損
失 吸 收 能 力 (Total Loss-
Absorbing Capacity, TL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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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一銀行所發行次順位金融

債券之總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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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項 
第十二款 

投資於任一銀行所發行之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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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一銀行所發行次順位金融

債券之總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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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基金得投
資於非投資等

級債券，非投

資等級債券之

債信評等已載

明於本條第 1
項，爰刪除後

段有關信用評

等之規定。 
2.另明訂具損
失吸收能力之

債券 (含應急
可 轉 換 債 券

(Contingent 
Convertible 
Bond, CoCo 
Bond)及具總
損失吸收能力

(Total Loss-
Absorbing 
Capacity, 
TLAC)債券)亦
屬本款投資之

金融債券比率

限制範疇。 
第六項 
第十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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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項 
第十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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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得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

債券，非投資

等級債券之債

信評等已載明

於本條第 1項，
爰刪除後段有

關信用評等之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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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 說明 

第六項 
第十六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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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項 
第十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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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得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

債券，非投資

等級債券之債

信評等已載明

於本條第 1項，
爰刪除後段有

關信用評等之

規定。 

第六項 
第十八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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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項 
第十七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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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得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

債券，非投資

等級債券之債

信評等已載明

於本條第 1項，
爰刪除後段有

關信用評等之

規定。 

第六項 
第十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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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項 
第十八款 

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行之

不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

券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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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未投資

不動產投資信

託基金受益證

券，爰予刪除。 

 (刪除) 第七項 
第二十款 

所投資之不動產資產信託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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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得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

債券，非投資

等級債券之債

信評等已載明

於本條第 1項，
爰刪除本款之

規定。 
第六項 
第二十一

款 

投資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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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於

證券交易市場交易之反向型

ETF 及槓桿型 ETF 之總金
額，不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

價值之百分之十； 

 (新增) 配合本基金投

資標的包括基

金受益憑證，

爰參照基金管

理辦法第第 10
條第 1項第 11
款及 103年 10
月17日金管證
投 字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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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 說明 

10300398151
號令增訂相關

投資限制。 
第六項 
第二十二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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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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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 配合本基金投

資標的包括基

金受益憑證，

爰參照基金管

理辦法第第 10
條第 1項第 12
款增訂相關投

資限制。 
第六項 
第二十三

款 

投資於本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經理之基金時，不得收取經

理費； 

 (新增) 配合本基金投

資標的包括基

金受益憑證，

爰參照基金管

理辦法第第 22
條增訂相關投

資限制。 
第六項 
第二十四

款 

投資於符合美國 Rule 144A
規定之債券得不受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管理辦法第十條第

一項第一款不得投資於私募

之有價證券之限制，其投資

總金額不得超過本基金淨資

產價值之百分之十五； 

 (新增) 參照 105年 12
月 1 日金管證
投 字 第 
10500485091
號令增訂相關

投資限制。 

第六項 
第二十五

款 

不得從事不當交易行為而影

響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新增) 參照基金管理

辦法第第 10條
第 1項第 19款
增訂相關投資

限制。 
第六項 
第二十六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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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理公司不得運用基金投資於

該不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

券； 

第六項 
第二十一

款 

經理公司與不動產投資信託

基金受益證券之受託機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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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用基金投資於該不動產投

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或不動

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 

本基金未投資

不動產投資信

託基金受益證

券，爰予刪除。 

第七項 前項第（五）款所稱各基金，

第（二十二）款所稱所經理

之全部基金，包括經理公司

第八項 前項第（五）款所稱各基金，

包括經理公司募集或私募之

參照基金管理

辦法第10條第
2 項之規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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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 說明 

募集或私募之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及期貨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期貨信

託基金。 
訂條文所稱所

經理之全部基

金之範圍。 
第八項 第六項第 (八) 款至第 (十

六) 款及第 (十八) 款至第 
(二十二) 款及第(二十四)款
規定比例及金額之限制，如

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

者，從其規定。 

第九項 第七項第 (九) 款至第 (十
五) 款及第 (十七) 款至第 
(十九) 款規定比例之限制
及該項所述之信用評等，如

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

者，從其規定。 

配合前述引用

項款次及內容

調整，酌修文

字。 

第九項 經理公司有無違反本條第六

項各款禁止規定之行為，以

行為當時之狀況為準；行為

後因情事變更致有本條第六

項禁止規定之情事者，不受

該項限制。但經理公司為籌

措現金需處分本基金資產

時，應儘先處分該超出比例

限制部分之證券。 

第十項 經理公司有無違反本條第七

項各款禁止規定之行為，以

行為當時之狀況為準；行為

後因情事變更致有本條第七

項禁止規定之情事者，不受

該項限制。但經理公司為籌

措現金需處分本基金資產

時，應儘先處分該超出比例

限制部分之證券。 

配合前述引用

項次調整，酌

修文字。 

第十項 經理公司得為避險目的，從

事換匯、遠期外匯、換匯換

利交易、新臺幣對外幣間匯

率選擇權、及一籃子外幣間

匯 率 避 險 等 交 易 (Proxy 
hedge) (含換匯、遠期外匯、
換匯換利及匯率選擇權)或
其他經金管會核准交易之證

券相關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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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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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 明訂匯率避險

方式。 

第十一項 經理公司得為避險操作或增
加投資效率之目的，運用本

基金從事衍生自債券、債券

指數、利率之期貨、選擇權、

利率交換及 TBA (To Be 
Announced)等證券相關商品
之交易；另經理公司亦得為

避險操作之目的，運用本基

 (新增) 明訂本基金從

事證券相關商

品交易之範圍

及應遵守之規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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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 說明 

金資產從事衍生自貨幣之期

貨或選擇權交易，或為增加

投資效率之目的，運用本基

金資產從事衍生自貨幣之匯

率遠期交易（含無本金遠期

交易）或匯率交換交易 ，但
從事前開證券相關商品交易

均須符合金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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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金管

會所訂之相關規定。 
第十二項 經理公司從事衍生自信用相

關金融商品交易應遵守下列

規定，惟如有關法令另有規

定或修正者，從其規定： 
(一)本基金承作衍生自信用
相關金融商品（即信用違約

交換(CDS)及信用違約交換
指數(CDS Index，如 Itraxx 
系列指數與 CMBX 系列指
數等）交易)僅得為避險操作
目的作為信用保護的買方。 
(二)本基金得為增加投資效
率之目的，承作信用違約交

換指數(CDS Index，如 CDX
系列指數、Itraxx系列指數與
CMBX系列指數等)交易。 
(三)與經理公司從事衍生自
信用相關金融商品交易之交

易對手，除不得為經理公司

之利害關係人外，如該交易

係於店頭市場且未經第三方

結算機構方式為之者，並應

符合下列任一信用評等機構

評定之長期發行人信用評等

等級： 
1. 經 Standard & Poor's 
Corporation 評定，長期債務
信用評等達 BBB-級（含）以
上，短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A-
3級（含）以上者；或 
2.經  Moody’ s Investors 

 (新增) 明訂本基金從

事證券相關商

品交易之範圍

及應遵守之規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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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 說明 

Service 評定，長期債務信用
評等達 Baa3 級（含）以上，
短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P-3 
級（含）以上者；或 
3.經  Fitch Ratings Ltd. 評
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BBB-級（含）以上，短期債
務信用評等達 F3 級（含）
以上者：或 
4.經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
公司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

等達 twBBB-級（含）以上，
短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twA-3
級（含）以上者；或 
5.經澳洲商惠譽國際信用評
等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BBB-（twn）級（含）以上，
短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F3
（twn）級（含）以上者。 
(四) 有關本基金承作衍生
自信用相關金融商品交易之

控管措施及投資釋例詳公開

說明書。 
第十五條 收益分配 第十五條 收益分配  
第一項 本基金 A2 類型各計價類別

受益權單位之收益全部併入

基金資產，不予分配。 

 (新增) 明訂本基金A2
類型各計價類

別受益權單位

不分配收益，

爰增列本項文

字，其後項次

依序調整。 
第二項 本基金 AA 類型(新臺幣)及

AA 類型(美元)受益權單位
投資於中華民國境外(不含
中國大陸地區)所得之利息
收入、現金股利及子基金收

益分配及收益平準金，經分

別判斷後，如為正數者，始

得為 AA 類型各該計價類別
受益權單位之可分配收益。

但AA類型(新臺幣)及AA類
型(美元)受益權單位之已實

第一項 本基金投資所得之利息收

入、收益平準金、已實現資

本利得扣除資本損失(包括
已實現及未實現之資本損

失) 及本基金應負擔之各項
成本費用後，為可分配收益。 

明 訂 本 基 金

AA 類型(新臺
幣)及 AA類型
(美元 )受益權
單位之可分配

收 益 相 關 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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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 說明 

現資本利得扣除資本損失

(包括已實現及未實現之資
本損失)後之餘額如為正數
時，亦可併入 AA 類型各該
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可分

配收益。惟前述可分配收益

之已實現資本利得扣除資本

損失(包括已實現及未實現
之資本損失)後之餘額，於每
年度結束後尚有未分配之部

分時，不遞延併入次一年度

之可分配收益來源。上述可

分配收益由經理公司於本基

金成立日起屆滿二個月後，

決定收益分配之起始日並依

該起始日按月決定分配金

額，並於決定分配金額後，

依本條第五項規定之時間進

行收益分配。 
第三項 AA 類型(人民幣)受益權單

位、AA類型(澳幣)受益權單
位及 AA 類型(南非幣)受益
權單位之可分配收益來源如

下，由經理公司於本基金成

立日起屆滿二個月後，決定

收益分配之起始日並依該起

始日按月決定分配金額，並

於決定分配金額後，依本條

第五項規定之時間進行收益

分配： 
(一)本項所述之 AA 類型各
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投資中

華民國境外(不含中國大陸
地區)所得之利息收入、現金
股利及子基金收益分配，經

分別判斷後，如為正數者，

始得為各該計價類別受益權

單位之可分配收益。 
(二)本項所述之 AA 類型各
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已實

現資本利得扣除資本損失

(包括已實現及未實現之資
本損失；但不包含第三款之

 (新增) 明 訂 本 基 金

AA 類型(人民
幣 )受益權單
位、AA 類型
(澳幣 )受益權
單位及 AA 類
型 (南非幣 )受
益權單位之可

分配收益相關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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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 說明 

損益)後之餘額如為正數時，
為各該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

之可分配收益。惟前述可分

配收益之已實現資本利得扣

除資本損失(包括已實現及
未實現之資本損失)後之餘
額，於每年度結束後尚有未

分配之部分時，不遞延併入

次一年度之可分配收益來

源。 
(三)本項所述之 AA 類型各
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從事外

幣間匯率避險交易所衍生之

已實現資本利得扣除資本損

失(包括已實現及未實現之
資本損失)後之餘額為正數
時，亦為各該計價類別受益

權單位之可分配收益。惟前

述可分配收益之餘額，於每

年度結束後尚有未分配之部

分時，不遞延併入次一年度

之可分配收益來源。 
 (刪除) 第二項 基金收益分配以當年度之實

際可分配收益餘額為正數方

得分配。本基金每受益權單

位之可分配收益低於會計年

度結束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

產價值百分之____，經理公
司不予分配，如每受益權單

位之可分配收益超過會計年

度結束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

產價值百分之____時，其超
過部分併入以後年度之可分

配收益。如投資收益之實現

與取得有年度之間隔，或已

實現而取得有困難之收益，

於取得時分配之。 

配合經理公司

基金收益分配

之計算方式，

爰刪除之，以

下項次依序調

整。 

第四項 本基金 AA 類型各計價類別
受益權單位每月進行收益分

配，經理公司得自行決定分

配之金額是否超出上述之可

分配收益，故本基金 AA 類
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配

 (新增) 明 訂 本 基 金

AA 類型各計
價類別受益權

單位每月進行

收益分配，且

配息可能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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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 說明 

息可能涉及本金。如經理公

司認為有必要（如市況變化

足以對相關基金造成影響

等），亦可適時修正每月收

益分配金額。 

本金。 

第五項 本基金 AA類型各計價類別
受益權單位可分配收益之分

配，由經金管會核准辦理公

開發行公司之簽證會計師出

具收益分配覆核報告後，即

得進行分配，惟如可分配收

益來源包括已實現資本利得

扣除資本損失(包括已實現
及未實現之資本損失)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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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分配

應於每月結束後之第二十個

營業日(含)前分配之。有關
前述收益分配之分配基準日

及發放日，由經理公司於期

前依本契約第三十一條規定

之方式公告之。 

第三項 本基金可分配收益之分配，

應於該會計年度結束後，翌

年    月第    個營業日分
配之，停止變更受益人名簿

記載期間及分配基準日由經

理公司於期前公告。 

1.明訂原則上
收益分配僅需

簽證會計師出

具收益分配覆

核報告後分

配，惟如可分

配收益來源涉

及已實現資本

利得扣除資本

損失 (包括已
實現及未實現

之資本損失 )
時應經簽證會

計師查核簽證

後，始得分配。

另明訂本基金

AA 類型各計
價類別受益權

單位收益分配

之時點。 
2.依受益憑證
事務處理規則

第22條已刪除
收益分配基準

日前五日停止

辦理轉讓登記

之規定，爰配

合修正。 
 (刪除) 第四項 可分配收益，應經金管會核

准辦理公開發行公司之簽證

會計師查核簽證後，始得分

配。（倘可分配收益未涉及

資本利得，得以簽證會計師

出具核閱報告後進行分配。） 

本項文字併入

本條第三項。 

第六項 本基金 AA類型各計價類別
受益權單位每次分配之總金

額，應由基金保管機構以

「聯博新興亞洲收益基金可

第五項 每次分配之總金額，應由基

金保管機構以「_______基金
可分配收益專戶」之名義存

入獨立帳戶，不再視為本基

明訂 AA 類型
各計價類別受

益權單位可分

配收益之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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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 說明 

分配收益專戶」之名義按

AA類型各計價幣別開立獨
立帳戶分別存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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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
單位之資產。 

金資產之一部分，但其所生

之孳息應併入本基金。 
方式及孳息應

併入 AA 類型
各計價類別受

益權單位之淨

資產。 

第七項 AA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
單位可分配收益，分別依收

益分配基準日發行在外之各

該類型受益權單位總數平均

分配，收益分配之給付應以

匯款方式為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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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AA類型(新臺幣)受益
權單位每月收益分配之應分

配金額未達新臺幣伍佰元

(含)、AA 類型(美元)受益權
單位每月收益分配之應分配

金額未達美元壹佰元(含)、
AA 類型(人民幣)受益權單
位每月收益分配之應分配金

額未達人民幣陸佰元(含)、
AA 類型(澳幣)受益權單位
每月收益分配之應分配金額

未達澳幣壹佰元(含)、AA類
型(南非幣)受益權單位每月
收益分配之應分配金額未達

南非幣壹仟元(含)時，受益
人同意授權經理公司以該收

益分配金額再申購本基金受

益權單位，該等收益分配金

額再申購本基金之申購手續

費為零。 

第六項 可分配收益依收益分配基準

日發行在外之受益權單位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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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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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 合 本 基 金

AA 類型各計
價類別受益權

單位之收益分

配，酌修文字，

並明訂本基金

收益分配分別

未達新臺幣伍

佰元(含)、美金
壹佰元(含)、人
民 幣 陸 佰 元

(含)、澳幣壹佰
元 (含 )及南非
幣壹仟元 (含 )
時，將以收益

再申購方式為

之。 

第八項 受益人透過銀行特定金錢信

託方式、壽險公司投資型保

單方式或證券商財富管理專

戶方式申購本基金者，不適

用前項但書之規定。 

 (新增) 明訂受益人銀

行特定金錢信

託及投資型保

單方式申購本

基金者，不適

用第六項但書

授權經理公司

再 申 購 之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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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 說明 

定。 
第十六條 經理公司與基金保管機構之

報酬 
第十六條 經理公司與基金保管機構之

報酬 
 

第一項 經理公司之報酬，依下列方

式計算並支付之： 
(一)經理公司之報酬係按本
基金淨資產價值每年百分之

壹點参伍(1.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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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理公司將全權委託投
資客戶之委託投資資產投資

本基金時，依前開比率計算

所收取之經理費，得分別全

部或部分返還至各該全權委

託投資客戶之全權委託投資

專戶。 
 

第一項 經理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每年百分之____
（_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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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定經理公司

之報酬。依金

管會 104 年 3
月 9 日金管證
投 字 第

1040002962 號
函，經理公司

擬將所收取之

經理費退還予

全權委託投資

客戶，爰增訂

相關規定。 

第二項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年百分

之零點貳陸(0.26％)之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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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項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

基金淨資產價值每年百分之

_____（_____%）之比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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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定基金保管

機構之報酬。 

第五項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包括

應支付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或

其代理人、受託人之費用及

報酬。 

 （新增） 本基金投資海

外，爰明訂基

金保管機構之

報酬包括國外

受託保管機構

或其代理人、

受託人之費用

及報酬。 
第十七條 受益憑證之買回 第十七條 受益憑證之買回  
第一項 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九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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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理公司

與基金銷售機構所簽訂之銷

售契約，應載明每營業日受

理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及對

逾時申請之認定及其處理方

第一項 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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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理公司

與基金銷售機構所簽訂之銷

售契約，應載明每營業日受

理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及對

逾時申請之認定及其處理方

明訂買回開始

日及各類型受

益憑證部份買

回受益權單位

數之限制，酌

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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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 說明 

式，以及雙方之義務、責任及

權責歸屬。受益人得請求買

回受益憑證之全部或一部，

但買回後剩餘之新臺幣計價

受益權單位所表彰之受益權

單位數不及 500 個單位者；
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所表彰

之受益權單位數不及 100 個
單位者；人民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

不及 500 個單位者；澳幣計
價受益權單位所表彰之受益

權單位數不及100個單位者；
南非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所表

彰之受益權單位數不及 500
個單位者，除受益人透過銀

行特定金錢信託方式、壽險

公司投資型保單方式、證券

商財富管理專戶方式申購

者、或經經理公司同意者外，

不得請求部分買回。經理公

司應訂定其受理受益憑證買

回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

明投資人係於截止時間前提

出買回請求者，逾時申請應

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易。受

理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經

理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並

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

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理公

司網站。 

式，以及雙方之義務、責任及

權責歸屬。受益人得請求買

回受益憑證之全部或一部，

但買回後剩餘之受益憑證所

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不及

____單位者，不得請求部分
買回。經理公司應訂定其受

理受益憑證買回申請之截止

時間，除能證明投資人係於

截止時間前提出買回請求

者，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

業日之交易。受理買回申請

之截止時間，經理公司應確

實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

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關銷

售文件或經理公司網站。 

第二項 除本契約另有規定外，各類

型受益憑證每一受益權單位

之買回價格以買回日該類型

受益權單位每一受益權單位

淨資產價值扣除買回費用計

算之。 

第二項 除本契約另有規定外，每受

益權單位之買回價格以買回

日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

產價值扣除買回費用計算

之。 

配合本基金分

為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爰酌

修文字。 

第三項 本基金買回費用（含受益人

進行短線交易部分）最高不

得超過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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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買回費用

第三項 本基金買回費用（含受益人

進行短線交易部分）最高不

得超過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

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   ，並
得由經理公司在此範圍內公

告後調整。本基金買回費用

明訂本基金最

高買回費用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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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 說明 

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

買回費用歸入本基金資產。 
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

買回費用歸入本基金資產。 
第四項 本基金為給付受益人買回價

金或辦理有價證券交割，得

由經理公司依金管會規定向

金融機構辦理短期借款，並

由基金保管機構以基金專戶

名義與借款金融機構簽訂借

款契約，且應遵守下列規定，

如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

者，從其規定： 
（一）借款對象以依法得經

營辦理放款業務之國

內外金融機構為限，

亦得包括本基金之基

金保管機構。 
（二）為給付買回價金之借

款期限以三十個營業

日為限；為辦理有價

證券交割之借款期限

以十四個營業日為

限。 
（三）借款產生之利息及相

關費用由本基金資產

負擔。 
（四）借款總金額不得超過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百分之十。 
（五）基金借款對象為基金

保管機構或與經理公

司有利害關係者，其

借款交易條件不得劣

於其他金融機構。  
（六）基金及基金保管機構

之清償責任以基金資

產為限，受益人應負

擔責任以其投資於該

基金受益憑證之金額

為限。 
 

第四項 本基金為給付受益人買回價

金或辦理有價證券交割，得

由經理公司依金管會規定向

金融機構辦理短期借款，並

由基金保管機構以基金專戶

名義與借款金融機構簽訂借

款契約，且應遵守下列規定，

如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

者，從其規定： 
（一） 借款對象以依法得

經營辦理放款業務

之國內外金融機構

為限，亦得包括本

基金之保管機構。 
（二） 為給付買回價金之

借款期限以三十個

營業日為限；為辦

理有價證券交割之

借款期限以十四個

營業日為限。 
（三） 借款產生之利息及

相關費用由基金資

產負擔。 
（四） 借款總金額不得超

過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之百分之十。 
（五） 基金借款對象為基

金保管機構或與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有

利害關係者，其借

款交易條件不得劣

於其他金融機構。  
（六） 基金及基金保管機

構之清償責任以基

金資產為限，受益

人應負擔責任以其

投資於該基金受益

憑證之金額為限。 

酌修文字。 

第六項 除本契約另有規定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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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項 除本契約另有規定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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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經理公司

實務作業修正

買回價金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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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 說明 

業日起八個營業日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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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回價金將依其申請買回之

受益權單位計價幣別給付

之。 

業日起五個營業日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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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明定受益人之

買回價金應依

該受益權單位

計 價 幣 別 給

付。 

第七項 受益人請求買回一部受益憑

證者，經理公司應依前項規

定之期限指示基金保管機構

給付買回價金。 

第七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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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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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受益憑證

之換發。 

配合本基金受

益憑證採無實

體發行，不印

製實體受益憑

證，爰刪除受

益憑證換發之

規定。 

第十項 經理公司給付受益人買回價

金時，對於從事基金短線交

易之受益人，應扣除該筆交

易核算之買回價金一定比例

之買回費用，該買回費用應

歸入基金資產。前述基金短

線交易之認定標準及買回費

用收取之最高比例規定，依

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 

 (新增) 配合「基金募

集發行銷售及

其申購或買回

作業程序」第

29條增訂本項
規定。 

第十八條 鉅額受益憑證之買回 第十八條 鉅額受益憑證之買回  
第二項 前項情形，經理公司應以合

理方式儘速處分本基金資

產，以籌措足夠流動資產以

支付買回價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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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該計算日之每受益權

單位淨資產價值恢復計算買

回價格，並自該計算日起八

個營業日內，給付買回價金。

經理公司就恢復計算本基金

每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應

向金管會報備之。停止計算

買回價格期間申請買回者，

第二項 前項情形，經理公司應以合

理方式儘速處分本基金資

產，以籌措足夠流動資產以

支付買回價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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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該計算日之每受益權

單位淨資產價值恢復計算買

回價格，並自該計算日起五

個營業日內，給付買回價金。

經理公司就恢復計算本基金

每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應

向金管會報備之。停止計算

買回價格期間申請買回者，

依據實務情況

修正買回價金

給付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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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 說明 

以恢復計算買回價格日之價

格為其買回之價格。 
以恢復計算買回價格日之價

格為其買回之價格。 
第三項 受益人申請買回有本條第一

項及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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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項 受益人申請買回有本條第一

項及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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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理公

司應於撤銷買回申請文件到

達之次一營業日起七個營業

日內交付因撤銷買回而換發

之受益憑證。 

配合本基金受

益憑證採無實

體發行，不辦

理受益憑證之

換發，爰刪除

後段文字。 

第十九條 買回價格之暫停計算及買回
價金之延緩給付 

第十九條 買回價格之暫停計算及買回
價金之延緩給付 

 

第一項 
第一款 

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交易

市場或外匯市場非因例假日

而停止交易； 

第一項 
第一款 

證券交易所、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或外匯市場非因例假日

而停止交易； 

本基金投資外

國有價證券，

故酌修部分文

字。 
第二項 前項所定暫停計算本基金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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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算日起八個營業日內給付

買回價金。經理公司就恢復

計算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買

回價格，應向金管會報備之。 

第二項 前項所定暫停計算本基金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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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算日起五個營業日內給付

買回價金。經理公司就恢復

計算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買

回價格，應向金管會報備之。 

依據經理公司

實務作業修正

恢復計算買回

價格後給付買

回 價 金 之 期

間。 

第二十條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第二十條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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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每營業日之基金淨資產價

值計算，於次一營業日(計算
日)完成。 

第一項 經理公司應每營業日計算本

基金之淨資產價值。 
明訂本基金淨

資產價值之計

算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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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 說明 

（一）以基準貨幣計算基金

資產總額，減除適用所有類

型並且費率相同之相關費用

後，得出以基準貨幣呈現之

初步資產價值。 
（二）依各類別受益權單位

之資產佔總基金資產之比

例，計算以基準貨幣呈現之

各類別初步資產價值。 
（三）加減專屬各類別之損

益後，得出以基準貨幣呈現

之各類別資產淨值。 
（四）前款各類別資產淨值

加總即為本基金以基準貨幣

呈現之淨資產價值。 
（五）第（三）款各類別資

產淨值按本條第四項之匯率

換算即得出以報價幣別呈現

之各類別淨資產價值。 
第三項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依下列規定計算之： 
(一)投資於中華民國境內之
資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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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之，該計算標準

並應於公開說明書揭露。 
(二)投資於外國之資產： 

1.債券：以計算日台北時
間上午十一點前依序以

彭博資訊系統

( Bloomberg )、其他獨
立專業機構、交易對

手、債券承銷商所提供

並依序可取得之最近收

盤價格、成交價格、買

價或中價，加計至計算

日前一營業日止應收之

利息為準；如無法由前

開資訊取得時，債券價

格則依經理公司隸屬集

團之母公司評價委員會

依公平評價程序（包括

第三項 本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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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件「問題公司債處

理規則辦理之。該計算標準

及作業辦法並應於公開說明

書揭露。 

明訂本基金淨

資 產 計 算 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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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 說明 

使用獨立專業機構之服

務）計算之價格為準。

持有之債券暫停交易或

久無報價與成交資訊

者，以經理公司洽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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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益憑證、基金股份、
投資單位：於證券交易

市場交易者，由經理公

司於計算日台北時間上

午十一點前自彭博資訊

系統(Bloomberg）所取
得前一營業日各投資所

在國或地區之證券交易

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

如前述有價證券暫停交

易者或無法取得前一營

業日之收盤價格時，則

以前述資訊系統所提供

之最近收盤價格為準；

非證券交易市場交易

者，由經理公司於計算

日台北時間上午十一點

前依序由各基金管理機

構、彭博資訊系統

(Bloomberg)所取得之前
一營業日基金單位淨值

為準。如前述有價證券

暫停交易者或無法取得

前一營業日基金單位淨

值時，則以基金管理機

構所提供之最近公告價

格為準。 
3. 證券相關商品：集中交
易市場交易者，以計算

日台北時間上午十一點

前自彭博資訊系統

(Bloomberg）所取得集
中交易市場之最近收盤

價格為準；非集中交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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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 說明 

市場交易者，以計算日

台北時間上午十一點前

依序自彭博資訊系統

(Bloomberg)、其他獨立
專業機構、交易對手提

供之價格為準；如無法

由前開資訊取得時，該

價格則依經理公司隸屬

集團之母公司評價委員

會依公平評價程序（包

括使用獨立專業機構之

服務）計算之價格為

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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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時間上午十一點前

自彭博資訊系統

(Bloomberg）所取得之
最近結算價格為準，以

計算契約利得或損失。

遠期外匯合約：以計算

日台北時間上午十一點

前所取得外匯市場之結

算匯率為準，惟計算日

當日外匯市場無相當於

合約剩餘期間之遠期匯

率時，得以線性差補方

式計算之。 
 
(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計
算錯誤之處理方式，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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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作業

辦法並應於公開說明書

揭露。 
第四項 本基金國外資產淨值之匯率

兌換，應以計算日台北時間

上午十一點前自彭博資訊系

統(Bloomberg）所提供之計
算日前一營業日各該外幣對

美元之匯率計算，再按計算

 (新增) 本基金投資於

外 國 有 價 證

券，故明訂匯

率計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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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 說明 

日前一營業日台北外滙經紀

股份有限公司所示美元對新

臺幣之收盤匯率換算為新臺

幣。如換算當日無法取得彭

博資訊系統(Bloomberg）所
提供之外匯匯率時，則以彭

博資訊系統 (Bloomberg)所
提供之最近收盤匯率為準。 

第二十一

條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

計算及公告 
第二十一

條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

計算及公告 
 

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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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於每一計算日分别按屬於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資產價

值，扣除其負債及應負擔之

費用，計算出各該類型受益

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除以

各該類型受益權單位已發行

在外受益權單位總數，以四

捨五入方式計算至各該計價

幣別「元」以下小數第二位。 

第一項 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

值，以計算日之本基金淨資

產價值，除以已發行在外受

益權單位總數，以四捨五入

方式計算至新臺幣元以下小

數第四位。 

配合本基金分

為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爰修

訂淨資產價值

之計算方式。 
另因本基金以

新臺幣及外幣

計價，爰酌修

文字。 

第二項 經理公司應於每營業日公告

前一營業日本基金各類型每

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第二項 經理公司應於每營業日公告

前一營業日本基金每受益權

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配合本基金分

為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爰酌

修文字 
第二十四

條 
本契約之終止及本基金之不

再存續 
第二十四

條 
本契約之終止及本基金之不

再存續 
 

第一項 
第五款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

計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十個營

業日平均值低於新臺幣伍億

元時，經理公司應即通知全

體受益人、基金保管機構及

金管會終止本契約者；於計

算前述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

計金額時，外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部分，應依第二十條第

四項規定換算為新臺幣後，

與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合

併計算； 

第一項 
第五款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十

個營業日平均值低於新臺幣

貳億元時，經理公司應即通

知全體受益人、基金保管機

構及金管會終止本契約者 

修訂基金清算

門檻，並明訂

各類型受益權

單位於計算合

計金額時均以

新臺幣作為基

準貨幣。 

第二項 本契約之終止，經理公司應

於核准之日起二日內公告

之。 

第二項 本契約之終止，經理公司應

於申報備查或核准之日起二

日內公告之。 

本 契 約 之 終

止，應經主管

機關核准，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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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 說明 

修 訂 部 分 文

字。 
第二十五

條 
本基金之清算 第二十五

條 
本基金之清算  

第七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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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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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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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權

單位數之比例分派予各受益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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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受益

權單位總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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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本基金分

為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爰酌

修文字。 

第二十六

條 
時效 第二十六

條 
時效  

第一項 AA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
單位受益人之收益分配請求

權自發放日起，五年間不行

使而消滅，該時效消滅之收

益併入AA類型各計價類別
受益權單位。 

第一項 受益人之收益分配請求權自

發放日起，五年間不行使而

消滅，該時效消滅之收益併

入本基金。 

明訂關於 AA
類型各計價類

別受益權單位

之受益人收益

分配請求權自

發放日起，五

年間不行使而

消滅。 
第二十八

條 
受益人會議 第二十八

條 
受益人會議  

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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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決議事項係專屬於特定類

型受益權單位之事項者，前

述之受益人，係指繼續持有

該類型受益憑證一年以上，

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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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本基金分

為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爰修

訂關於受益人

自行召開受益

人 會 議 之 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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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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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項 受益人會議之決議，應經持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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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以上之受益人出席，並經

出席受益人之表決權總數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行之。下列

事項不得於受益人會議以臨

時動議方式提出： 
(一)更換經理公司或基金保
管機構； 
(二)終止本契約。 
(三)變更本基金種類。 

第五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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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事項不得於

受益人會議以臨時動議方式

提出： 
(一)更換經理公司或基金保
管機構； 
(二)終止本契約。 
(三)變更本基金種類。 

配合本基金分

為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爰修

訂出席並行使

表 決 權 之 規

定。 

第二十九

條 
會計 第二十九

條 
會計  

第一項 本基金以基準貨幣（即新臺

幣）為記帳單位。 
 （新增） 

 
明訂本基金基

準貨幣為新臺

幣，以下項次

依序挪移。 
第三十條 幣制 第三十條 幣制  
 本基金之一切簿冊文件、收

入、支出、基金資產總值之

計算及本基金財務報表之編

列，均應以基準貨幣(即新
臺幣元)為單位，不滿一元
者四捨五入，但本契約第二

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之各類型

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不

在此限。 

 本基金之一切簿冊文件、收

入、支出、基金資產總值之

計算及本基金財務報表之編

列，均應以新臺幣元為單

位，不滿一元者四捨五入。

但本契約第二十一條第一項

規定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

價值，不在此限。 

配合本基金基

準貨幣為新臺

幣及分為各類

型受益權單位

發行，爰酌修

文字。 

第三十一

條 
通知及公告 第三十一

條 
通知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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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 說明 

第一項 
第二款 

本基金收益分配之事項(僅
AA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
單位之受益人可享有之收益

分配)。 

第一項 
第二款 

本基金收益分配之事項。 明訂本基金收

益分配之事項

僅須通知 AA
類型各計價類

別受益權單位

之受益人。 
第三項 
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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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或其他電子傳輸方

式為之。受益人地址變更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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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託契約為送達時，以送達至

受益人名簿所載之地址視為

已依法送達。 

第三項 
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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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經理公司

實務作業程序

修 訂 通 知 方

式。 

第三項 
第二款 

公告：所有事項均得以刊登

於中華民國任一主要新聞報

紙、傳輸於公開資訊觀測站

或公會網站，或依金管會所

指定之方式公告。前述所稱

之公告方式，係指依「中華

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

業同業公會受理投信會員公

司公告境內基金相關資訊作

業辦法」規定傳輸於同業公

會網站，或依金管會規定傳

輸於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

限公司公開資訊觀測站或刊

登於中華民國任一主要新聞

報紙。經理公司或基金保管

機構所選定的公告方式並應

於公開說明書中以顯著方式

揭露，其公告方式有變更時，

亦應修正公開說明書。 

第三項 
第二款 

公告：所有事項均得以刊登

於中華民國任一主要新聞報

紙，或傳輸於證券交易所公

開資訊觀測站、同業公會網

站，或其他依金管會所指定

之方式公告。經理公司或基

金保管機構所選定的公告方

式並應於公開說明書中以顯

著方式揭露。 

配合經理公司

實務作業程序

修訂公告之方

式，並酌修文

字。 

第六項 本條第二項第三款或第四款

規定應公布之內容及比例，

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

正者，從其規定。 

 （新增） 明訂公布之內

容及比例，依

有關法令或相

關規定修正後

之規定。 
第三十二準據法 第三十二準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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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新興亞洲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開放式債券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範本 說明 

條 條 
第四項 關於本基金投資於外國有價

證券之交易程序及國外資產

之保管、登記相關事宜，應

依投資所在國或地區法令之

規定。 

 （新增） 
 

本基金投資於

外 國 有 價 證

券，爰增訂準

據法之規定。 

第三十四

條 
本契約之修正 第三十四

條 
本契約之修正  

 本契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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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對受益人之利益無重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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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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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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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行法令已有

「問題公司債

處理規則」，爰

不再另行增訂

附件，故酌修

文字。 

  第三十五

條 
附件  

 （刪除）  本契約之附件一「問題公司

債處理規則」為本契約之一

部分，與本契約之規定有同

一之效力。 

現行法令已有

「問題公司債

處理規則」，本

契約爰不再另

行增訂附件，

故刪除本條，

其 後 條 次 前

移。 
第三十五

條 
生效日 第三十六

條 
生效日  

第一項 本契約於向金管會申報生效

之日起生效。 
第一項 本契約自金管會核准或生效

之日起生效。 
本契約於向金

管會申報生效

之日起生效，

爰修訂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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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其它應特別記載之事項 
一、 主要投資地區（國）經濟環境、主要投資證券市場【附錄一】。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標準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附錄二】。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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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三】。 

三、 「亞洲國家或地區」及「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相關指數之成分國家或地區【附
錄四】。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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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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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主要投資地區（國）經濟環境、主要投資證券市場 
本基金預計投資國外地區(國)佔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率達 10%以上者且合計達 50%以上者
為中國及美國，其主要投資地區（國）經濟環境、主要投資證券市場揭露如下： 
 
第一季市場波動起伏，為固定收益投資人帶來考驗。隨著幾家銀行在 3月突然倒閉，投資
人紛紛擔心再度爆發全球金融危機，但聯博認為可能性不高，主因在於銀行業者現在的營

運體質遠比 2008 年健全。特別是在金融風暴之後，監管法規更加嚴格，因此銀行業者的
債務與有毒資產(Toxic Asset)減少許多。近期事件讓人措手不及是因為存戶與主管機關反
應速度很快。拜現代科技之賜，存款客戶能夠及時了解市場狀況，同時透過手機就能立刻

將存款轉出，而主管機關也能快速採取措以因應銀行危機。舉例來說，矽谷銀行破產後 4
天，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聯準會與財政部已經祭出存款擔保措施與緊急定期融資計畫，

並表示必要時還會採取更多行動。儘管聯博認為銀行產業未來可能會偶有波動，但由於目

前銀行業者的信用品質是歷來最佳水準，再一次爆發全球金融危機的可能性並不高。 
 
儘管多數成熟市場的主要通膨率持續降溫，但貨幣緊縮週期走到這個階段，核心通膨率仍

舊高於預期，除了服務業通膨之外，就業市場吃緊而推升薪資，亦是主因。正因為如此，

即使銀行產業波動起伏，聯準會、英國央行、歐洲央行與瑞士央行仍決議在 3月份持續緊
縮貨幣政策，顯示各央行對銀行產業有足夠信心，認為能夠抵擋這次衝擊。事實上，商業

銀行的行為轉趨保守，反而有利於央行達成政策目標。銀行放款標準一旦轉嚴，企業的借

貸與支出降低，有助於央行削弱經濟與通膨力道。 
對外封鎖近 3年後，中國經濟全面重啟。根據替代數據指標，通勤交通與其他活動指標逐
漸恢復正常水準。聯博預計，重啟後的中國經濟成長力道將有一段時間優於長期趨勢，跟

其他經濟體一樣。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3月份非製造業採購經理人指數增至 58.2，
達 12 年新高。製造業採購經理人指數達 51.9，高於市場預期。由此可見，中國政府在解
封後陸續推動經濟刺激措施，包括近期中國人民銀行調降存款準備金率，預計有助於釋放

出大量流動性。聯博認為，為了刺激經濟成長，中國政府將強調內需動能，而非聚焦在外

部需求，因此中國經濟擴張對其他經濟體的擠壓預計有限。政策利多的潛在影響是房地產

再度加速升溫，導致目前的嚴重失衡現象更加惡化。 
美國經濟第一季表現大幅優於聯博預期。經濟強勁成長，反映並同時支撐仍舊非常緊俏的

就業市場。失業率處於數十年低點，且招聘率遠高於新增員工預期。通膨率持續高於多數

市場預期，服務業尤其如此，市場原本預計服務業物價會更快速降溫。假設其他條件不變，

在經濟成長強勁、就業市場吃緊、高通膨時間拉長的背景下，聯準會應有持續緊縮的必要。

聯準會近期召開會議後，確實將短期利率調升至 4.75%到 5.0%的區間，主席鮑爾 (Jerome 
Powell) 亦在記者會指出，升息週期已近尾聲，且今年降息並非聯準會的「基本假設」。考
量近幾週變數增加，聯博持續預計美國將陷入溫和衰退。 
展望未來幾個月，各國央行與資本市場將針對經濟與通膨數據做出反應，因此聯博認為市

場仍將持續波動。儘管市況難料，但債券投資人有許多方式得以在市場站穩腳步。考量目

前殖利率位於相對高點，而未來幾個月經濟與通膨料將走弱，聯博審慎樂觀看待 2023 年
固定收益資產的表現。 
 

【中國大陸】 

一、主要投資地區(國)經濟環境簡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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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經濟發展介紹及各主要產業概況 

※經濟發展介紹 

經濟成長率 2.90% (12/31/2022) 

主要進口產品 機電產品、高新技術產品、積體電路、原油、農產品、鐵礦砂及其

精礦、自動數據處理設備及其零部件、初級形狀的塑膠、銅礦砂及

其精礦、糧食、天然氣、汽車(包括底盤)、大豆、未鍛軋銅及銅材、
醫藥材及藥品、汽車零配件、煤及褐煤、肉類(包括雜碎)、二極體
及類似半導體器件、美容化妝品及洗護用品、液晶顯示板、紙漿、

原木及鋸材、鋼材、成品油、紡織紗線、織物及其製品、醫療儀器

及器械、鮮、幹水果及堅果、天然及合成橡膠(包括膠乳)、食用植
物油、空載重量超過2噸的飛機、機床、肥料 

主要進口區域 臺灣、韓國、日本、美國、澳大利亞、德國、巴西、馬來西亞、越

南、俄羅斯聯邦、印尼、泰國、沙烏地阿拉伯、智利、法國 

主要出口產品 高新技術產品、自動數據處理設備及其零部件、服裝及衣著附件、

積體電路、手機、紡織紗線、織物及製品、塑膠製品、家用電器、

鋼材、汽車零配件、傢俱及其零件、通用機械設備、燈具、照明裝

置及其零件、鞋靴、玩具、音視頻設備及其零件、汽車(包括底盤)、
成品油、陶瓷產品、箱包及類似容器、液晶顯示板、船舶、水產

品、醫療儀器及器械、未鍛軋鋁及鋁材、肥料、糧食、中藥材及中

式成藥、稀土 

主要出口區域 美國、香港、日本、韓國、越南、德國、荷蘭、印度、英國、馬來

西亞、臺灣、泰國、俄羅斯聯邦、墨西哥、澳大利亞 

2021年中國大陸經濟持續穩定恢復，經濟發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領先地位，主要
指標實現預期目標。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2021年世界經濟總量前10位分別
是美國23.0兆美元、中國大陸17.7兆美元、日本4.9兆美元、德國4.2兆美元、英國3.2
兆美元、印度3.0兆美元、法國2.9兆美元、義大利2.1兆美元、加拿大2.0兆美元、韓
國1.8兆美元。中國大陸GDP已是日本的3.5倍，德國的4.1倍，英國的5.5倍，印度的
5.7倍，法國的5.9倍，俄羅斯的9.8倍。英國脫歐之後，2021年歐盟27國GDP合計
17.1兆美元，已正式被中國大陸超過。2021年，中國大陸各省份中GDP排名第一的
廣東省為1.9兆美元，排名第二的江蘇省為1.8兆美元，超過韓國、俄羅斯，如參與
國家間的排名，可排至第10。 

2021年中國大陸GDP實際增長8.1%，領先全球，兩年平均增長5.1%；2021年，美國
GDP同比增長5.7%、德國2.8%、英國7.5%、日本1.7%。2021年中美經濟總量占全球
41%，美國GDP約占全球總量的23%，中國大陸GDP約占全球總量的18%。中美兩
國貨幣在IMF一攬子貨幣特別提款權(SDR)中占55.66%，近10年世界經濟增長中80%
來自美國和中國大陸。2021年，中國大陸GDP相當於美國GDP約77.0%； 兩岸四地
GDP合計18.6兆美元，占比美國約81.1%。2000〜2021年，中美經濟規模差距從9.1
兆美元快速縮減至5兆美元。 

中國大陸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和第二大進口國，既是“世界工廠”，又是“世界市

場”，近10年來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率保持在30%左右。2021年，中國大陸實際
利用外資列世界第二，對外投資列世界第一。供給側，中國大陸是全世界唯一擁有

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製造業增加值連續12年保持世界第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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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陸的製造業規模是美國、日本、德國的製造業規模之和，與北美、歐洲並列為

全球產業鏈三大樞紐，220多種工業產品產量位居世界第一。需求面，中國大陸擁
有14億多人口和全球最龐大的中等收入群體，每年進口商品和服務約2.5萬億美元，
巨大的市場需求潛力正在不斷釋放。 

 

資料來源：貿協全球資訊網; Trading Economics 

※主要產業概況 

(1) 機械產品： 

2021年中國大陸機械工業經濟運行雖遇疫情散發、晶片短缺、原材料價格高
漲、電力供應緊張等多種困難影響，但全行業經濟運行總體平穩，產品生產基

本穩定。全年經濟運行態勢「前高後低」，一季度高位運行，二季度逐月下

滑，三季度下滑幅度加大，四季度趨向平穩，年底出現翹尾；年度主要經濟指

標增幅超出預期。2021年機械工業十四個分行業運行形勢總體向好。全年十四
個分行業營業收入均實現同比成長，其中其他民用機械、機器人與智能製造、

機床工具和電工電器行業增幅超過25%。實現利潤方面，工程機械行業在上年
高基數的基礎上呈現同比下降；其他十三個分行業實現利潤均為同比成長，但

其中出現分化，機床工具、其他民用機械行業利潤增幅超過60%，而石化通
用、重型礦山、汽車、內燃機等行業利潤增幅在3%以內。 

 (2) 醫療照護行業： 

中國大陸醫療照護產業具體包括長照服務、健康諮詢、保健服務等。與傳統健

康產業相比，提供一種健康生活解決方式，進而創造更大的商機。其中，醫療

機械式醫療照護近年發展迅猛，未來看好的方向為慢性疾病相關領域、中高端

進口替代和移動智能醫療等。其政府也致力推動醫療照護展業的發展政策，推

進公立醫療機構和非公立醫療機構檢查。隨著高齡化社會的來臨，未來中國大

陸將成為全球老齡產業潛力最大的市場。2021年，受防疫物資需求大增、疫苗
量産上市、出口較旺等因素帶動，醫療儀器設備及器械、與疫苗和檢測試劑盒

密切相關的生物藥品製品均大幅增長。 

(3) 移動互聯網產業： 

近年來，隨著政策的支持以及物聯網概念的普及，大眾對物聯網的認知程度不

斷提高，中國大陸物聯網市場規模整體呈快速上升趨勢。目前，物聯網已較為

成熟地運用於安防監控、智慧交通、智慧電網、智慧物流等方面。前瞻經濟學

人相關報告認為，新冠疫情也助推了中國大陸物聯網的滲透。2022年無人工
廠、無人配送、無人零售、遠程教學、遠程醫療等“無接觸經濟”的爆發均離

不開物聯網技術的支撐。未來5年中國大陸物聯網的發展將保持高速增長，到
2026年市場規模超過人民幣6兆元。 

(4) 電子產業： 

2021年，中國大陸規模以上電子信息製造業增加值比上年增長15.7%，增速創下
近十年新高，較上年加快8.0個百分點。2021年，主要產品中，手機產量17.6億
臺，同比增長7%，其中智慧手機產量12.7億臺，同比增長9%；微型電腦設備產
量4.7億臺，同比增長22.3%；積體電路產量3,594億塊，同比增長33.3%。2021
年，電子信息製造業固定資產投資比上年增長22.3%，在製造業行業投資增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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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第三，僅次於專用設備製造業(24.3%)和電氣機械和器材製造業(23.3%)。在
全球積體電路製造產能持續緊張背景下，近兩年中國大陸積體電路相關領域投資

活躍，實現半導體器件設備、電子元件及電子專用材料製造投資額的大幅增長，

帶動電子信息製造業固定資產投資兩年平均增長17.3%，遠高於製造業兩年平均
的5.8%。(5) 5G產業： 

2021年中國大陸5G商用滿兩週年。在中央地方政策的齊力推動以及數位化進
程加速的大背景下，5G商用發展持續深入，網絡建設、技術標準、產業發
展、應用培育和市場績效方面均取得較好成績；同時，2021年是“十四五”的
啟動之年。“十四五”規劃綱要將5G發展放在一個重要位置，提出要“加快
5G網絡規模化部署，使用者普及率提高到56%”，並指出要“構建基於5G的
應用場景和產業生態”，設置數位化應用場景專欄，包括智慧交通、智慧能

源、智能製造、智慧農業及水利、智慧教育、智慧醫療、智慧文旅等10類應用
場景。2021年以來，隨著5G網絡覆蓋的逐步擴大和網絡品質的逐步提升，在
手機廠商和移動運營商的聯合推廣下，中國大陸手機市場快速步入4G向5G的
換機時代。2021年隨著疫情的逐漸緩和，中國大陸手機市場經歷了報復性增長
到平穩增長期的過程。5G手機滲透率從2020年的53%提升至2021年的75%。同
時，中國大陸5G手機出貨量占全球半數以上。 

 

2.外匯管理及資金匯出之規定(有／無外匯管制規定)： 

中國以外掛牌中資企業–無；中國內地投資–有 

根據中國合格境外投資機構(QFII)管理辦法及匯兌管理辦法 

(1)開放式中國基金可根據申購或贖回的淨差額，由託管行為其按日辦理相關的資
金匯入或匯出。每月累計淨匯出資金不得超過上年底基金境內總資產的20%。 

(2)每次匯出金額不超過等值五千萬美元(含)，可在事先提交書面申請及投資損益的
相關資料，報託管人所在地外匯局備案後匯出；超過等值五千萬美元者，需事

先提交書面申請、外匯登計證及投資損益相關資料，經所在地外匯局初審後，

報中國國家外匯局批准。 

(3)外匯資金帳戶不可透支。 

(4)外匯資金必須與當地指定外匯機構交易：於中國投資的QFII之外匯資金須與中
國的託管銀行交易。 

資料來源：道富銀行 

3. 最近三年當地幣值對美元匯率之最高、最低數額及變動情形 

年度 最高價 最低價 收盤價 

2020 7.1671 6.5233 6.5272 

2021 6.5718 6.3443 6.3561 

2022 7.305 6.3093 6.8986 

資料來源：Bloomberg 

二、最近二年發行及交易市場概況： 

1.發行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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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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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值 

(十億美元) 

2021年 2022年 2021年 2022年 2021年 2022年 2021年 2022年 

上海證券交易

所 2,037 2,174 8,155 6,721 40,807 N/A 3,217* N/A 

深圳證券交易

所 2,578 2,743 6,220 4,701 9,158 N/A 320 N/A 

資料來源: World Federal of Stock Exchange; 臺灣證券交易所,*上海清算所數據 

 

2.交易市場： 

證券市場 
股價指數 

證券類別成交金額(十億美元) 

股票 債券 

2021年 2022年 2021年 2022年 2021年 2022年 

上海證券交

易所 3,639.78 3,089.26 17,441.7 14,279.2 2,349 N/A 

深圳證券交

易所 2,530.14 1,975.61 22,043.0 19,038.3 1,639 N/A 

資料來源: World Federal of Stock Exchange; 臺灣證券交易所 

4. 最近二年市場之週轉率、本益比 
 

證券市場 
週轉率(%) 本益比(倍) 

2021年 2022年 2021年 2022年 

上海證券交易所 234.51 204.79 18.02 23.44 

深圳證券交易所 394.01 383.24 33.03 10.39 

資料來源：The 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 臺灣證券交易所 

4.證券上市公司資訊揭露之規定： 

上海證券交易所之上市手冊中，詳細規範公司在上市前後所負之責任與義務。其中

包括了上市公司定期將公司與子公司所有有關之資訊，如財務報告，希望確保投資

者能得到公平且充份之資訊。在上海證券交易上市之公司需完整、準確、及時披露

公司信息。信息披露分為定期報告和臨時性公告兩種。定期報告包含年報、中期報

告及季報。年報主要內容包含公司基本情況；會計數據和業務數據摘要；股本變動

及股東情況；董事、監事、高級管理人員和員工情況；公司治理結構；股東大會情

況；董事會報告；監事會報告；重要事項；財務報告等。臨時性公告指當發生可能

對上市公司股票交易價格產生較大影響之重大事件，投資者尚未得知時，上市公司

應當立即將有該重大事件的情況向國務院證券監督管理機構和證券交易所報送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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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報告，並予公告，說明事件之起因、目前之狀態和可能產生之法律結果。所謂重

大事件例如：公司之經營方針和經營範圍之重大變化、公司之重大投資行為和重大

購置財產之決定、公司訂立重大契約可能對公司之資產、負債、權益和經營成果產

生重大影響、公司發生重大債務和未能清償重大債務之違約情況、公司發生重大虧

損或重大損失等(資料來源：上海證券交易所)。 

5.證券交易制度： 

◎交易所：上海證券交易所、深圳證券交易所。 

◎上市股票種類：普通股、優先股、公司債、認股權證、基金。 

◎交易時間：週一至週五9:30~11:30，13:30~15:00。 

◎交易制度：A股：每日漲跌幅限制10% 

B股：均為10%、ST股5%，股票上市第一天無漲跌幅限制。 

◎交易方式： 採集中競價成交方式交易的所有上市證券的買賣均須通過電腦主機
進行公開申報競價，由主機按照價格優先、時間優先的原則自動撮合成

交。 

◎交割時間： A股採用T+1的交割方式，及在委託成交後，相應的資金與證券交割
在次一營業日於投資人的股票帳戶及資金帳戶中自動交付完成。B股買
入確認後，可當日賣出，賣出成交後金額可買入<T+0迴轉交易>。B股清
算交割在成交日後第三天完成<T+3清算交收>，匯出款項則在第四天匯
款。 

 
【美國】 

一、主要投資地區(國)經濟環境簡要說明 

    (一)經濟發展介紹及各主要產業概況 
 

        1.經濟發展介紹 

經濟成長率 0.90% (12/31/2022) 

主要進口產品 原油及石油產品、鋼鐵品、電子機械及設備、電腦零組件、醫
療設備、半導體、工業設備、電信設備、汽車及零件、手機、

玩具、家具類及家用品、食品及飼料 

主要進口區域 中國大陸、墨西哥、加拿大、德國、日本、越南、韓國、臺
灣、愛爾蘭、印度 

主要出口產品 石油產品及天然氣、工業機械、半導體、電子機械及設備、電
腦零組件、民用航空器、汽車及零件、醫療儀器、醫藥製劑、

手機、寶石、食品及飼料 

主要出口區域 加拿大、墨西哥、中國大陸、日本、韓國、德國、英國、荷
蘭、巴西、印度、臺灣 

隨著新冠疫情進入第三年，全球經濟持續復甦，全球GDP從2020年的84.97兆美
元上漲到了94.94兆美元。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統計，2021年美國
仍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以GDP 22.94兆美元占全球經濟約24.1%，其餘依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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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16.86兆美元、日本 5.1兆美元、德國 4.23兆美元及英國3.11兆美元。 
 
依據美國商務部統計顯示，2021年美國國內生產毛額（GDP）成長率為5.7%，
相較於2020年的-3.4%增長了不少。2021年GDP季變化第1季為6.3%、第2季
6.7%、第3季2.3%，第4季則為6.9%。2021年GDP的成長主要來自於消費者支
出、非住宅固定投資、出口、住宅固定投資以及私人庫存投資。 
 
因為聯邦財政支持與Covid-19疫苗推廣，美國經濟與就業市場略顯樂觀。2021
年1月美國消費者信心指數（Consumer Confidence Index，CCI）為89.3，較2020
年12月87.1高；6月更來到127.3。主要因素為2020年12月美國國會通過9,000億
美元第二輪紓困計畫，另外還有2021年3月10日於美國眾議院通過的1. 9兆美元
的新冠疫情紓困法案。依據美國經濟諮商會（The Conference Board） 經濟指標
總監Lynn Franco表示，消費者對通貨膨脹與疫情的擔憂在11月有所下降，而新
冠病毒Omicron變異株的迅速散播也同時使通貨膨脹率達到1990年代以來的最高
點。 
 
美國製造業規模居世界第2，僅次於中國大陸，占世界16.8%，在汽車業、航
空、機械、通信及化學業擔任全球領導者角色。大量的耕地、先進的農業技

術，及政府多樣化的補貼措施，讓美國成為世界領先的農業出口國。根據路透

社（Reuter）及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報導顯示：2021年製造業平均約
占了美國經濟體的12%，但因受到疫情影響而有所下降。 

 
資料來源：貿協全球資訊網; Trading Economics  

 

2.主要產業概況 
(1) 消費性電子 
根據美國消費者科技協會（Consumer Technology Association，簡稱CTA）
的最新報告顯示，在2022年美國消費科技產業的零售收入預計將達到5,050
億美元，今年對智慧手機、汽車技術、健康設備和串流媒體服務的需求增

加，推動了消費技術市場的發展。 
 
不過根據CTA的預測，在2022年串流媒體服務和軟體的收入預計達到1,300
億美元，比2021年成長6%，其中影音串流服務為470億美元，提供音樂、
有聲書和聲音節目等串流媒體服務占了129億美元，另外遊戲軟體、下載和
服務則為536億美元。 
 
隨著智慧電子設備不斷取代傳統消費電子產品，也成為該市場收入最大來

源，目前消費電子仍處於不斷創新發展的狀態。智慧手機仍是該市場主要

產品，而Apple和Samsung為市場主要品牌，競爭對手主要來自中國大陸，
例如小米和華為，其智慧手機和其他電子產品的成長創下了歷史新高。預

測未來市場主要成長因素為5G 網絡，能夠即時傳輸大量數據，推動智慧
城市和互聯網，接著為元宇宙（Metaverse）的虛擬實境，創造一個虛擬世
界，另外在遊戲領域，整合虛擬實境技術，創造將虛擬和現實結合的遊戲

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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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手機在消費電子市場的市占率居冠，根據CTA報告顯示，預計2022年
美國智慧手機銷售量將達到1.541億支（收入預計為747億美元），比2021
年（1.496億支）成長了3%，主要是5G的普及，目前5G手機占智慧手機銷
售量的62%，到了2022年將增加至72%。另外可折疊智慧手機的推出，為
消費者提供了全新的選擇，預計未來收入將持續成長。CTA預測5G智慧手
機在2022年將帶來近613.7億美元的收入，比2021年的533.8億美元，多增加
了15%。 
 
Apple是第二大智慧手機供應商，僅次於Samsung，iPhone主要為iOS系統，
僅占全球移動裝置市場的四分之一，目前市場上主要還是為Google開發的
Android系統。Apple的代表性產品為iPhone，也是該公司最賺錢的產品，截
至2021年第三季，其手機銷售額幾乎占Apple總收入的50%。另一方面，
Samsung是全球最大的消費電子產品製造商，主要產品為智慧手機和電
視，Samsung Galaxy Note系列開啟了平板手機市場，屬於新潮且流行的智
慧手機機型。 
 
遊戲軟體和服務則是位居第二，消費者在遊戲軟體上的支出，包括下載、

遊戲串流媒體服務和遊戲內購買，CTA預測在2022年將成長5%，達536億
美元。近年來，隨著消費者待在家中時間更久，導致遊戲受歡迎，在2021
年電視遊戲機的收入為61億元，相較2020年的44億美元，大幅成長了
40%，CTA預計2022年將持續穩定成長，電視遊戲機收入將達到65億美
元，比2021年增加6%，另外也促進VR眼鏡需求激增，該收入從2020年的
7.74億美元，至2021年成長66%，達13億美元。 

 
 
 

(2) 半導體產業 
半導體產業是美國最大的出口產業之一，半導體市場多元化且使用廣泛，

需求趨增。依據美國半導體產業協會（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
簡稱SIA）報告，儘管全球對美國半導體產品有強勁的需求，但國際競爭和
強勢美元皆構成威脅，導致產品降價抑制成長，尤其是新興經濟體如東亞

地區的產業政策、稅收優惠和廉價勞動力等，誘使美國半導體製造業外移

生產線。在截至 2021 年的五年內，預計收入將以 1.9% 的適度年均成長
率增加至 564 億美元。雖然 COVID-19大流行導致宏觀經濟放緩，但下游
電子製造商在 2020 年初需求增強，結合 2020 年下半年開始的汽車業需
求反彈，以及全球經濟逐步重啟，整體2020 年收入強勁成長 6.2%。 
 
2020 年初COVID-19開始衝擊美國經濟，許多半導體下游買家，尤其是汽
車製造商，紛紛大幅削減半導體訂單，此外由於嚴重的經濟封鎖，東亞的

許多半導體廠關閉，導致半導業進口急劇放緩，出口占收入的比例上升。

然而，隨著疫情不斷擴散，對主要在美國境外製造的個人電子設備的需求

猛增，到了 2020 年底，汽車需求開始恢復，最終導致美國半導體存貨供
不應求。半導體業在 2020 年有6.2% 的高成長率，但由於國內價格競爭加
劇，利潤率也面臨下滑壓力。多種因素導致半導體產業波動，首先是智慧

手機的爆炸性需求推動半導體產業自衰退中強勁復甦，隨後固態硬碟

（solid state drive，簡稱SSD）需求增加，但由於面臨全球化國際競爭壓
力，生產商將生產線轉移到國外以降低成本的同時，也面臨來自歐洲和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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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進口產品競爭，導致產品價格下跌。 
 
美國半導體製造商已經轉向生產利潤率更高的電腦處理器（Processor）和 
NAND 內存記憶體等產品。2021年由於半導體存貨持續短缺，導致半導體
價格急劇上漲，依據市研機構IBISWorld 報告，在截至 2021 年的五年
內，半導體和電子零組件價格僅以 0.4% 的年均成長率增加。IBISworld預
測在截至 2026 年的五年內，科技和資通訊業創新和需求將可提振半導體
產業，雖然將面臨激烈國際競爭，但半導體產業仍將持續投資開發下一代

新產品，例如生產更小和更高效的寬帶隙（wide bandgap 簡稱WBG）半導
體。此外，預計未來美元貶值走勢將可加強出口，並在一定程度上減輕進

口競爭壓力。儘管如此，來自海外製造商的競爭預計仍將保持強勁，從而

抑制產業成長。預計在2026年的5年內年均收成長率 1.2%，將達到598 億
美元，產業利潤率預估將可同步上升。 

 
(3) 航太及國防產業 

COVID-19大流行對美國航太和國防產業影響直接而深遠。 隨著疫情重創
全球空運，美國商業航班幾乎一度停擺， 國防部門也受到政府命令和防疫
限制影響，產業共享供應鏈更面臨巨大財務和物流運輸困境，導致國防合

約和民用銷售備受壓力和挑戰。直到 2021 年中期，美國國內疫苗接種率
提升，國防部又採取措施加強共享供應鏈關鍵資源和協助營運周轉，才有

效協助穩定整體產業。美國聯邦和州政府也挺身支持軍事和國家安全計

畫，因此航太和國防產業在疫情期間受到干擾影響最少，加上公共衛生法

令的有效應對也發揮加乘作用。隨著商業航空和美國經濟逐漸復甦，航太

和國防產業逐步回穩。 
航太和國防產業持續對美國經濟產出巨大貢獻，2020年銷售約 3,820 億美
元，貢獻全美 18.8% 的非食品製造收入，約占美國GDP 1.8%。COVID-19
疫情初期，直接導致美國數家民航業被迫裁員，造成民用飛機製造量放

緩，特別是原始設備製造商 （Original Eqiupment Manufactuer，簡稱
OEM）受創最重。2021年全球生產寬體和窄體民航機比2020年下降40%，
雖優於預期的 50%，但所產生的連鎖反應造成整體民用飛機供應鏈製造商
產量放緩。展望未來，國內和國際航空旅行持續復甦，將是民航部門的進

展關鍵。 
 

(4) 生技製藥產業 
美國是最大的生技製藥市場，約占全球市場的一半，是生技製藥研發的世

界領先者。根據藥品研究和製造商協會（Pharmaceutical Research and 
Manufacturers of America，簡稱PhRMA）的數據，美國生技製藥公司進行
了全球一半以上的藥物研發（約750億美元），並擁有大多數新藥的智慧財
產權。生技製藥產業對美國經濟的整體經濟影響巨大。該產業的經濟產出

超過 1兆3,000億美元，僅在2015年就占美國總產出的4%。這一總體經濟影
響包括來自生技製藥業務的5,580億美元收入以及來自供應商和工人支出的
6,590億美元。美國生技製藥產業有超過80萬人，包括科學研究、技術支援
和製造。該產業直接和間接地提供全美超過470 萬個工作。該產業需要從
行政級別到博士的高技能勞動力。專利和數據保護、全球最大的科研基

地、以科學為基礎的政府監管制度以及強大的資本市場是美國製藥業的產

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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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化學工業 
美國化學協會（American Chemistry Council，簡稱ACC）發布之2021 Guide 
To The Business of Chemistry報告顯示，美國化學工業年產量占世界總產量
的13%，產值達4,860億，僅次於中國大陸。化學產業觸及面向極廣，舉凡
各種生活用品的製造、醫療生技、電子用品、農業、食品、交通與能源

等，超過96%的物品在製造過程中都需要仰賴化工，為美國經濟最大產業
之一。化學在疫情前的2019年占美國整體出口量的10%，在美國境內屬於
化學產業之員工人數約為54.4萬人，每州均有化學產業設備。2020年因新
冠病毒疫情影響化學產品的產量下跌3.5%，更導致裁員近2萬人。 
 
2021年全球經濟在疫情後復甦，總體工業生產成長7.2%，帶動了化工產品
的需求，使得全球化工產出量成長5.8%。然而美國由於變種病毒疫情、天
災、供應鏈大亂、原物料缺乏、通膨等多重因素導致化學產業僅較2020年
成長了1.8%，與其他區域相比相對遲緩。全球國民生產毛額（GDP）持續
上升，再加上本應在2021年發生的回升被推遲到2022年，ACC預測美國化
學產業在2022年可望得到4.3%的成長，並在2025年前持續每年2%左右的成
長率；化學公司巴斯夫（BASF）的分析與ACC相仿，認為美國在2022年的
成長率可以達到4.5%。 
 
ACC的年終統計顯示2021年美國化學產品出口額為1,510億美元，進口額則
為1,270億美元，創造了240億美元的貿易順差，較2020年的286億美元順差
下降。抱持著同樣樂觀的態度，ACC認為2022年的化學產品出口值可達
1,620億美元，並在2025年達到1,820億美元。 

 

(二)外匯管理及資金匯出之規定(有／無外匯管制規定)：無 
 

(三)最近三年當地幣值對美元匯率之最高、最低數額及變動情形：不適用 

二、美國最近二年發行及交易市場概況： 

(一)發行市場： 

證券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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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值 

(十億美元) 
2021年 2022年 2021年 2022年 2021年 2022年 2021年 2022年 

紐約證交所 2,496 2,405 23,991 24,060 N/A N/A N/A N/A 
 

(二)交易市場： 

證券市場 
股價指數 

 
證券類別成交金額(十億美元) 
股票 債券 

2021年 2022年 2021年 2022年 2021年 2022年 
紐約證交所 36,338.30 33,147.25 29,096.2 30,049.0 N/A N/A 

   

(三)最近二年市場之週轉率、本益比： 
證券市場 週轉率(%) 本益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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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年 2022年 2021年 2022年 
紐約證交所 115.46 125.06 26.51 19.18 

以上資料來源：The 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Bloomberg、台灣證券交易所 

 

(四)證券上市公司資訊揭露之規定： 
充份公開是美國證券發行制度與法律之基礎。1933年證券法規定公開發行公司必
須註冊，且公開募集發行新股要向證券管理委員會提出註冊申報書。1934年證券
交易法加以補充規定，依1933年證券法註冊之公司於發行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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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公開發行公司徵求出席股東會之委託書亦必須對股東發出報告書。公司內部關係

人，應申報其持有股數，以後持有股數變動時亦同。至於公開標購以取得公司控

制權必須公開相關的資訊。由於必須公告的資訊較多，近年來美國證券管理委員

會已統合各項必須公告的項目，建立了相關的申報書，以使申報的格式及處理標

準一致，方便投資人閱讀，並增加公開資料之效用。 

(五)證券交易制度： 
1.交易所：紐約證券交易所 (NYSE)，美國證券交易所 (AMEX)，店頭市場

(NASDAQ)。(註：紐約證券交易所、美國證券交易所與店頭市場的交易管理方
法一致，僅在撮合方式有差異)。 

2.交易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9:30~16:00。 
3.撮合方式：(1)紐約證交所與美國證券交易所採用傳統的人工撮合。 

  (2)店頭市場採用電腦系統化撮合。 
4.撮合原則： (1)最高價買進申報與最低價賣出申報在任何情況下皆為最先優先。

(2)凡最早以某一特定價格清楚提出申報者，不論其申報數量多寡，   
              應以該價格在其申報數量範圍內，於下次交易時優先撮合。 
5.買賣單位：股票無統一面額。 
6.委託方式：(1)以委託執行的價格來區分：市價委託與限價委託二種。 

(2)以委託存在的時效來區分：有當日有效委託與不限期委託。 
(3)附加其他特別執行條件的委託：停止委託、停止限價委託、開盤
委託、不可分割委託與填滿或取消委託等。 

7.交割制度：原則上在成交後2個營業日辦理交割。 
8.代表指數：道瓊工業指數、S&P 500指數與店頭市場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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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標準 
88年 10月 18日證期會（八八）台財證（四）第 77699號函准予備查 

                                      90年 9月 7日證期會（九０）台財證（四）字第 149102號函核准修正第一項第三款 

       91年 6月 6日證期會台財證四字第 09100125590號函核准修正第二條第一項第六款、第七款與第三項至第五項及第三條 

                                      91年 12月 13日證期會台財證四字第 0910155660號函核准修正第二條第二項 

                                      92年 4月 2日證期會台財證四字第 092016036號函核准修正第二條第五項 

                                      92年 10月 23日證期會台財證四字第 0920130411號函核准修正第二條第八項 

                                      92年 11月 17日證期會台財證四字第 0920124414號函核准修正第二條至第五條 

                                      92年 12月 2日證期會台財證四字第 0920156605號函核准修正第四條第五項 

                          94年 8月 9日金管會金管證四字第 0940115044號函核准修正第一條、第三條、第四條及增第五條 

                                  94年 12月 26日金管會金管證四字第 0940155295號函核准修正第二條、第三條、第四條 

                                      97年 5月 27日金管會金管證四字第 0970014808號函核備修正第二條及第三條 

                                      98年 9月 11日金管會金管證投字第 0980037240號核備修正第三條及第四條 

                                      99年 8月 16日金管會金管證投字第 0990036646號核准增訂第三條 

                              99年 12月 15日金管會金管證投字第 0990060890號核准修訂第四條第二、五、六、及十一項 

  100年 8月 17日金管會金管證投字第 100036722號核准修訂第四條第一項及第六條 

101年 12月 22日金管會金管證投字第 1010052520號核准增訂第四條第一項第八款及修正第四條第九、十項 

102年 1月 4日金管會金管證投字第 1010056151號核准增訂第四條第十六項 

104年 1月 26日金管會金管證投字第 1030052102號函核准修正第四條第九、十項 

104年 4月 29日金管會金管證投字第 1040009708號函核准修正第五條 
107年 11月 23日金管會金管證投字第 1070340060號核准增訂第四條 

110年 9月 1日金管會金管證投字第 1100363392號函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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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A040390051100000-104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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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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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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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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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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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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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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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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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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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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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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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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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外幣兌換新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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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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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 106年 2月 14日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金管證投字第 1060002879號函准予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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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貨幣市場型基金：淨值偏差發生日淨值之 0.125%（含）； 
(二) 債券型基金：淨值偏差發生日淨值之 0.25%（含）； 
(三) 股票型：淨值偏差發生日淨值之 0.5%（含）； 
(四) 平衡型及多重資產型基金：淨值偏差發生日淨值之 0.25%（含）；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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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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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值 
低估 偏差時 調整後 說明 

申購者 
申購金額 800 

NAV:$8 
購得 100單位 

申購金額 800 
NAV:$10 
以 80單位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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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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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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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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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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國家或地區」及「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相關指數之成分國家或地區 

  

國家或地區 

摩根大通亞

洲信用指數

(JPMorgan 
Asia Credit 
Index) 

摩根大通新興

市場企業債券

多元分散指數

(JPMorgan 
CEMBI Broad 
Diversified 
Index) 

摩根大通新興

市場全球分散

債券指數

(JPMorgan 
EMBI Global 
Diversified 
Index) 

1 Angola 安哥拉 
  

V 
2 Argentina 阿根廷 

 
V V 

3 Armenia 亞美尼亞 
 

V V 
4 Azerbaijan 亞塞拜然 

 
V V 

5 Bahrain 巴林 
 

V V 
6 Barbados 巴貝多 

 
V V 

7 Bolivia 玻利維亞 
  

V 
8 Brazil 巴西 

 
V V 

9 Burkina Faso 布吉納法索 
 

V 
 

10 Cambodia 柬埔寨 V V 
 

11 Chile 智利 
 

V V 
12 China 中國 V V V 
13 Colombia 哥倫比亞 

 
V V 

14 Costa Rica 哥斯大黎加 
  

V 
15 Cote D'Ivoire 象牙海岸 

  
V 

16 Croatia 克羅埃西亞 
  

V 
17 Czech Republic 捷克共和國 

 
V 

 

18 Dominican Republic 多明尼加 
 

V V 
19 Ecuador 厄瓜多爾 

 
V V 

20 Egypt 埃及 
 

V V 
21 El Salvador 薩爾瓦多 

 
V V 

22 Ethiopia 衣索比亞 
  

V 
23 Gabon 加彭 

  
V 

24 Georgia 喬治亞 
 

V V 
25 Ghana 迦納 

 
V V 

26 Guatemala 瓜地馬拉 
 

V V 
27 Honduras 洪都拉斯 

 
V V 

28 Hong Kong 香港 V V 
 

29 Hungary 匈牙利 
  

V 
30 India 印度 V V V 
31 Indonesia 印尼 V V V 
32 Iraq 伊拉克 

 
V V 

33 Israel 以色列 
 

V 
 

34 Jamaica 牙買加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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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Jordan 約旦 
 

V V 
36 Kazakhstan 哈薩克 

 
V V 

37 Kenya 肯亞 
  

V 
38 Korea 韓國 V V 

 

39 Kuwait 科威特 
 

V V 
40 Lebanon 黎巴嫩 

  
V 

41 Macau 澳門 V V 
 

42 Madagascar 馬達加斯加 
 

V 
 

43 Malaysia 馬來西亞 V V V 
44 Maldives 馬爾地夫 V 

 
V 

45 Mexico 墨西哥 
 

V V 
46 Moldova 摩爾達維亞 

 
V 

 

47 Mongolia 蒙古 V V V 
48 Morocco 摩洛哥 

 
V V 

49 Mozambique 莫桑比克 
  

V 
50 Namibia 納米比亞 

  
V 

51 Nigeria 奈及利亞 
 

V V 
52 Oman 阿曼 

 
V V 

53 Pakistan 巴基斯坦 V 
 

V 
54 Panama 巴拿馬 

 
V V 

55 Papua New Guinea 巴布亞新幾內亞 
  

V 
56 Paraguay 巴拉圭 

 
V V 

57 Peru 秘魯 
 

V V 
58 Philippines 菲律賓 V V V 
59 Poland 波蘭 

 
V V 

60 Qatar 卡達 
 

V V 
61 Romania 羅馬尼亞 

  
V 

62 Rwanda 盧安達 
  

V 
63 Saudi Arabia 沙烏地阿拉伯 

 
V V 

64 Senegal 塞內加爾 
  

V 
65 Serbia 塞爾維亞 

  
V 

66 Singapore 新加坡 V V 
 

67 South Africa 南非 
 

V V 
68 Sri Lanka 斯里蘭卡 V 

 
V 

69 Suriname 蘇利南 
  

V 
70 Taiwan 臺灣 V V 

 

71 Tajikistan 塔吉克斯坦 
  

V 
72 Tanzania 坦尚尼亞 

 
V 

 

73 Thailand 泰國 V V 
 

74 Togo 多哥 
 

V 
 

75 Trinidad And Tobago 千里達和托巴哥 
 

V V 
76 Tunisia 突尼西亞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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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Turkey 土耳其 
 

V V 
78 UAE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V V 

79 Ukraine 烏克蘭 
 

V V 
80 Uruguay 烏拉圭 

  
V 

81 Uzbekistan 烏茲別克斯坦 
 

V V 
82 Venezuela 委內瑞拉 

  
V 

83 Vietnam 越南 V V V 
84 Zambia 尚比亞  V V 

(資料截至 2022年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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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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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益變動表及基金年度財務報告 
 

 
[FY2022 公司財報] 

MOPS link: https://doc.twse.com.tw/server-
java/t57sb01?step=1&colorchg=1&co_id=A00018&year=111&seamon=&mtype=A& 
 

 
  

https://doc.twse.com.tw/server-java/t57sb01?step=1&colorchg=1&co_id=A00018&year=111&seamon=&mtype=A&
https://doc.twse.com.tw/server-java/t57sb01?step=1&colorchg=1&co_id=A00018&year=111&seamon=&mtyp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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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tkttma~1~f--r 1 m 0 

£• t A•tt~•·~tta•a~•~ttz~**• 
*~~-•*M-•%*•*ftfflM~~m~~-~~~M•m•~~-•ft* 
····••a-t*zltOCfi~***#.:t.¼ftBM~~ili ♦~~~aA& 0 

*~~~&tA•~~~-•a~-~ttzltOC 0 

7' • t *•tt~ El .:t.t5tBJ3 
c- )m½a i!J 't JJL½ 

110.+12}] 31 a 109.+12}] 31 a 
$ 783,643,642 $ 645,537,731 

110.+12}] 31 a 109.+12}] 31 a 
5/it j/; ~ El : 

•~-~~A~~~«tiffilz½MW• 
~A?~t'i $ 2,409,804 $ 4, 761, 246 
tt1Jtl!J~ ( 333, 211) ( 215,065) 

+tt 2,076,593 4,546,181 
4F ;,;ftj/;~ El : 

•~-~~A~~~«tiffilz½MW• 
4F J:. rr ti Rt~ $ 8,588,910 $ 8,588,910 
tt1Jt],!.1~ ( 61 596) ( 1,964,298) 

+tt 8,527,314 6,624,612 
A~t D" $ 10,603,907 $ 11, 170, 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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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i& :t~ • :t~ ¾'- jt, 1Jt 1.1 4:ij ft .1(. ½ M w A -t.i 71J ~ :t.A • .1(. a~ #..a -ko r 
11011=-J.i 109!:J.i 

~~-i&ffi•-¾'-3t,~ --y .1(.½MWA. 
~tt •.I.Jl- $ 

( ~ ~ ;,~ -t'.!,~ 
"-.lm.. , ...::,.:v...w-

$ 

C -=- ) :::,::: f/.J A & it 11 

1: ~ij ii tfl;tt ~ ~-0-1t1t 
llO~lAlEI 

~* $ 16,785,763 $ 54,191,156 $ 
,;tt# i ( 16, 477! 075) ( 52, 675, 201) ( 

$ 308,688 $ 1!515, 955 $ 

~ 
1 A 1 El $ 308,688 $ 1,515,955 $ 
.ii$;$ 118,969 187,301 
~Jr i J Jfl ( 205! 466) ( 653!848) 
12A31EI $ 222, 191 $ 1,049,408 $ 

110~12A31EI 

~* $ 16,904,732 $ 54,378,457 $ 
ltHt~ ( 16, 682, 541) ( 53, 329! 049) ( 

$ 222, 191 $ I, 0491 408 $ 

't ~ ii 1ft. 19: 11 ~-0-1111 
109~1 A 1 El 

1,902,702 $ 433,526 
129, 098) ( 16, 222) ----------

1, 773,604 $ 417,304 ============= 

f11. t itl 1.-1t.. 'tt {ti ½t± 

59,875,201 $ 9,913,768 $ 140,765,888 
59, 875, 201) ( 7, 880! 551) ( 136,908,028) 

- $ 2! 033,217 $ 3,857,860 

- $ 2,033,217 $ 3,857,860 
205,170 511, 440 

- ( 1, 0042 927) ( 1,864,241) 
- $ 1,233,460 $ 2,505,059 

59,875,201 $ 10, 118, 938 $ 141, 277, 328 
592 875,201) ( 8, 885! 478) ( 138,772,269) 

- $ 1, 233, 460 $ 2,505,059 

f.li i ~Jc. el ft.1t.. 'ti 1fi ¾tt 

~* $ 16,581,013 $ 53,993, 756 $ 59, 875, 201 $ 9,696,024 $ 140,145,994 
ltHt -li" ( 15,541,234) ( 5023882873) ( 59, 875, 201) ( 62 5521 405) ( 132, 3572 713) 

$ 1,039,779 $ 3, 604!883 $ - $ 3,143,619 $ 7,788,281 

~ 
1 A 1 El $ 1, 039, 779 $ 3,604,883 $ - $ 3, 143, 619 $ 7,788,281 
.ii$;$ 204,750 197,400 217,744 619,894 
~Jr 15, !fl ( 935, 841) ( 2,286,328) - ( 1, 328! 146) ( 4,550,315) 
12,ij 31 El $ 3082688 $ I, 515,955 $ - $ 2,033,217 $ 3, 857! 860 

109~12A 31 El 

~* $ 16, 785, 763 $ 54,191, 156 $ 59,875,201 $ 9,913, 768 $ 140,765,888 
JtHt l\ C 162 477,075) ( 522 675,201) ( 59,875,201) ( 72 880,551) ( 136,908,028) 

__ $ _ =--3-08==, .... 68..._8 $ 1,515,955 $ - $ 2, 033,217 $ 3,857,860 

C r!.9 ).fA t 3t PJ - lft.fA A 

1. * ¾'- 61 .fA i .1(. :.tl ati w A ~ .ti ~ ~h & ffe ,:JJ is * ~ il , .fA 1 -s-- #.~ .1(. Jt.ij M ii f 
*~2~51!=- 0 U l ½~k•~~~-tt~¼~a :f:~ati•a&~•#• 
~U l .1(.W.i.:f:ffffl~* ~ •~*'*~~-•~.1(.m~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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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l m #l i .i z ~ oo 11' 1t. ~ t.~ 11J z # I t Jfl W 1ft. :ko r : 
110-4'-12A 31 8 109-4=-12A 31 8 

~oo½a ~oo½a 
~& $ 55,563,549 $ 95,350,039 

1#%"t~1=l 1, 370, 291 1,569,381 
$ 56! 933,840 $ 96,919,420 

1104& 1094& 
.tJr l{ t Jfl .tfi t Jfl 

~& $ 39,817,759 $ 39,780,967 
1#%"t~1=l 1, 592, 619 2,106,761 

$ 41,410, 378 $ 41, 887, 728 

3.*%~~R.@ 110 4&. 109 4&1l.Jfl #f W .izJ\t~7t-JH J.i;$1, 585,874 &. 
$3, 704, 364 ° 

4. $¾ fll }f ½ ~!J 1f nffl Z ;Jj ~ ~ El j- ~ :ko r : 
Jl?.~rJl.jtEl-l" ~-!, T°Ei i:l ,'fv a w ,vi1Jit:nn.."""-~ t:I 

fll if ~ ft z:t1 .i t m 
I 1~1Jt 1a "i .ifll if z t ffl 

$ 
110-f J.t 

2, 389, 706 $ 
367,920 

109:f& 
3,604,020 

367,920 

5. *0 ~ ~R. im 110 4&. 109 4&fll if JJt-½ilit tB j.,~813-->i•J .1.ii$41, 537,883 a 
$45,657,160 ° 

6. *% ~ ~~ R.@ 110 4&. 109 4 12 A 31 8 JI:., i% 1f Ji 1~11'1t. "i .ifll }f 

z½~••**•~••~#•a~r= 
:f:~~--4=-

1~1-1a WA fJl }f 

~~-41.E!.:f:~~:E...4 

1~1-1a i A fJl if 

½ #i ~ 1t •• 
!l, 7~ £ ½ fo.~ 1t J£ 

110SJ=-12A 31 8 109412A 31 8 

$ 348, 600 $ 157,920 

342,300 144,900 

110:fl2A 318 109412A 31 El 

$ 50,000,000 $ 50,000,000 
30,000,000 30,000,000 

$ 80,000,000 $ 80,000,000 ====================== 
*•~•½•AMJ£½#i~1t&W&.~~£½•~J£•rt•13--~*ra•& 
i~1t • •••&taM • ••*½•~1t&t•rtfJ£1#*Jar~~£ 
½ f J£ M * J , ~ -ff ~ ½ ~i ;tl tl- z - 4 ~ f•J :!i,R ;t :!iJH'f #1 ° R. ll 11 0 4 a 1 0 9 
4 & ~-# * • 1* a ½ z ;t :!i,R -# #1 4 :t•J $ A o. o o 5 % &. o. o I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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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 1t M '.i & ~ ½ 
J.t1t*5 l 
1t1tll ½ ~ 
J.t 1t ,f l" ~ 
J.@Ati!~~l5 ~ &:i~ ~ f Jfl 
~ 1-t!z. 

(-t:)i! 1i ½ 

1. ~ ;t #I ;f~ tt "!' 

110i¥--12A 31 El 

$ 42,492,788 

$ 

4,093,299 
1,123,890 

15,575,451 
206,775,143 
54,240,580 

324, 301, 151 

109i¥--12A 31 El 

$ 40,111,865 
4,823,005 
5,345,043 

10,457,615 
122,948,808 
42,968,922 

$ 226,655,258 

(1 ) * ¾'- ~ * ;ft r * 1½ £ • * J ~ /Ji ;t ' tr ~ ht ;t #I ;f~ ~ i! #- M * ' i& m 
~~~94ir--7A la T •r*ii!#½*~J•m~~~-i~a 
·•••~&~ • -r•ii!#½·~J-·· ·~ -m* • &•* 
Ri~- ~ a5ir--W 0 Ji#¼i!#*#*•i!#-½~~1t•••• 
5 i¥-- ~ & i! # • 6 100 A z -t Jsi *A- T tt $. , 1 5 i¥-- l-A pq ( ½ ) <lJ ~l 5 i¥-- 'j- ¼ 
~-•~~~~&•·~•15ir--za•• • •~-•~~-~£a , 
,ttt i ~ :a~ J;.,{ 45 100 & a J.ii ~ 0 * i} ~ #: A ti~ •~ta z 2%il • * i 
i!#£½•~*1i!#$·½~~~ ~ ~z~~ ~ ?~#~~ ~ ~IT 0 

~*i}~~¼ir-ir-&~1••~ ~ •~*ii!#$M½ ~ ?ea,~ 
•••~~~1t~-•&~~~# ♦ i!#*#z*i*•~~ ~ zi! 
#½fta•*i}~~~~•&~A4•-~il-~¼a 0 

( 2) T A. ~ 1iT ~ "t.i jrJ z ½ a *o r : 

~ ;t =ti :f1 I 5 JJUA 
tt t: ~ A. i} ft1ff 1A 
if~;tt,y,;frJ ~ $'if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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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i¥--12A 31 a 109ir--12A 31 El 

($ 21,010, 148) ($ 20,216,480) 
27,487,122 26,455,848 

$ 6,476,974 $ 6,239,368 



( 3) if ~ ;t ~ :;ftl l- A. z ~ t/J ~ "F : 
£t .-t ti :t1 " ~ JJL 1A tt t: j- ,i -0-.ft 11-fi. if £t _,t ti ;t,J i-1 

110.1f-
1 !11 8 ~,fj{ ($ 20,216,480) $ 26,455,848 $ 6,239,368 
;f1 ,t( J ffl )~tA ( 60,645) 80 326 19,681 

( 20,277, 125) 26,536! 174 6l 259,049 
-P}{ij-J-it: 
tt :t j- ,{~~(:f: @.# @,,¼;If;- 396,017 396,017 

:t1 .t~Ai,x. f ffl ~½,fj{) 
.A. o .#t tt fFHl ~ f/J f.j I! it ( 349,985) - ( 349,985) 
Jl.t~1Kl"tt~f/J~~it 841,560 841, 560 
~-~~~ ( 1, 224, 598) - ( 1,224,598) 

( 733,023) 396,017 ( 337,006) 
tJU!H!#-½ 554,931 554,931 
12}131 8 ~,fj{ ($ 21, 010, 148) $ 27,487,122 $ 6,476,974 

£t .-t ti :t1 j_ ~ JJL 1A tt 1 !-10 .ft111A *~ ;t;r&;f1 j- A. 
109 .1f-
1 }11 8 ~,fj{ ($ 19,843,990) $ 24, 811, 526 $ 4,967,536 
:t1.t ( ff ffl ) ~tA ( 178,582) 226,094 47,512 

( 20,022,572) 25,037,620 5, 015! 048 
-P}{ijf:it: 
tt-t j- ,{~~(:f: @.#@,,¼;//;' 800,774 800,774 

;f1 .t~Ai,x. f ffl ~½,fj{) 
M~1Fl 1.9: ~ fJJ ~ ¥it ( 1,657,453) - ( 1,657,453) 
~~~~ 1,463,545 1,463,545 

( 193,908) 800,774 606,866 
t-l~H!#-½ 617,454 617,454 
12!131 a ~,fj{ ($ 20,216,480) $ 26,455,848 $ 6,239,368 

( 4) * 0- §1 z ~ ;t ~ :;ftl ill 1t tt :t £ ½ l- A. • 1i 41 ~ 5~ ill -ft # ~ £ ½ i¥- & -ti 
•~m~:tffl;t~~•*~§z~~&½aaoo~•*§.:r..m.~£½ 
~t .t. 1;r; If & lf ffl M * i :t;- 1'l z ~ § C ~P # m:. ~ ~ >'r z ½ ~ • ll , -ti t- ~ 
~ >'I- J:. rfr , J:. ti! ~ it,. -i- z .ti A t~ 4t & -ti t- ~ ~ >'r .:f: t/J A. z t~ 4t 1t. i&j J'o 

*)Mft~~•••~~lfm~m•w•im.~£½~• ♦ ~ff~f 0 

~£½zlfffl•A••~~~~z-~aA•.:f:~~~*•~•ff~ 
1¥-;tM#a~•~•zaA•~~.:f:~•~•~*•H-*•w~• 
~~

0 ~*0-§J••••u£½z~~&f•·~•**~~•~• 
~,Ji 19 ~i 142 ~iJ:ll.;tt~lltt•t-A.0-ft1Jt1Az~!lili O ~II 1101¥
& 1091¥- 12 A 31 s *l~U£½j,tt-A.z0-ft111A, ittt1.tJff0-%z 
~i¥-&z§.:r..il!.~£½~ffl ~ll¼ 0 

(5)~ nij il!.~½z~ •1r1 it *i~1t0 r 
1091¥-& 

0. 60% 0.30% 
***fr jf Jtt ,1)11. 4. 00% 4. 00% 
1t~**?E.-c•z1r1it 1101¥-& 1091¥-&1i-t~ml~5~-:$-fif-fi:t;-@J& 
i Ji. @J .~ii -~ !l 4r * 1-t it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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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z~•• • •a~ • ~ti • z•~~~ &•~•~#~T= 
#~! ~*~!~~~ 

~ /Ja0. 5% 
110412A 31 a 
• ~ ~ *'1 .l 5 .J)L 11 

~/Jal(i~Y) ($ 1, 345, 760) $ 1,451,431 $ 1, 395, 673 ($ 1, 309, 749) 

109412A 31 a 
,;j ~ ~ *11.l 5 .J)L 1:i 

~/Ja/(i~y) ($ I, 392, 147) $1,508,820 $1,446,196 ($1,351,074) 

L~Z-~J.i~#•&~~~-a~~~ltOCT~#~--t ~• z 
ti¥ · T5L~J«a~~-~~~k~~ ~--~ J.i ~#•Att ~ 
wi •~•z*i!#½- ~ ffl·ffl~~*-&• 

( 6 ) ,$. ~ ~ ~ I.\ I 111 1¥- ~ ffi tt .t.1t -t i! * tt t ~ ~ ~ ½ ~ $ 5 7 7, 1 2 8 • 

( 7 ) ~ .f.. ~ Im 11 0 4 1 2 A 31 s , ~ i! 1;/s. tt 1lt z /Ja ~ if ~ 1f -~ Jt,ij M ~ 1 4 . 2 9 
4· 

2 .• ~ ~ ;}§f tt ;t-
~ ~ Im 94 Jf- 7 A 1 s ~ , -$. ¾ ~ 1-R ;jf r * x.. i! 1:-i-- ½ 11l 11tl J , tr 1f • ~~Ji 
zi!#½•*••ffl~-$.imAz • x..•,$.¾~ttJx..•-•mr•x..m# 
½*~Jffl~z•x..i!#½~J.i~~•¼A•MWz6%• • •x..m.#½ 
.f..·~~-x..•A~P•R.J:.i!#½z~#1&Jx..•Azi!#½ ~ P& I 
~ ~t ~ z ½ ~ .fi A i! # ½ ~ - ~x i! 1;/s. ½ ~ .t(. 4~ * · ~ Im 11 0 4 & 1 0 9 Jf
J.i ,$. ¾ ~ 1:l{ L F4j i! 1;/s. -½ • i¼ t,i 71J z i! 1;/s. -½ ~ ,$. ~ %1J J.t, $ 9 , 9 9 5 , 3 0 0 & 
$9,758,614 ° 

(i\.)Pff 1l ~ 

I. ffl 1l ~ t ffl 

Cl)Pff1l~ t m m~t~~: 

-t Jt,ij Pff 1l ~ : 
't l~Pff1l if .i.zffl1l~ 
.1,;i. Rtr Jf- J.i.Pff 1l ~ ~ 1-t 
-t 1~ Pff 1l~i.t~ 
ll!~Pff ~~ : 
-t," B~•ti¾ J. z!,f-~ if .i.&~ff. 
3!! ~PIT 1-lt ~ ~t~ 
Pff 1l ~ J ffl 

$ 
( 

( 

( 

$ 

(2)A ~1t.~$½.fji ~;J:ij ij~ zPff1l~ I ffl ½~: 

11 O!:J.i 

97,555,126 $ 64,365,326 
144 781 ) ( ___ 1=-=2-=0 •-=-23::..::;.8) 

97,410,345 64,245,088 

225, 9 0 3) ( __ __;1:..c..., 0:....::.8-=4,...:;_80:;..;:..5) 
225,903) ( __ ~1~·=08~4,~8~05) 

97,184,442 =$=====6===3'==1===60===,===28====3 

11 0 }f- J.i 10 9 !: J.i 
,;:(i~~*11.l5z~{jj-f tt ($ 67,401) $ 121,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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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Sf-& 109Sf-& 
~m*;tUiti¼ ;t~.$ it J.~PJT1f~ 
#c-~i¼J~;t~:Jbtl~~- )fl 

$ 97,679,046 $ 63,118,106 
4,897 93,744 

Mc-~ i¼ :ffl. ;t ~ ~~~PIT 1f 
J:). ~ i¥- J.iPIT 1-q-~ ~ 1-t tt 
PJt1f~tm 

:i!~PIT1f~ j-A. : 
*tf..1r1.~½ 
~f]j"_£,t;Ji#;1t 

½-tt 

:i!~PIT1f~ ~ 1• : 
tJt 1t i! if.½ 

½it 

:i!~PIT1f~ j-A. : 
* 1~1,1. ~ ½ 
1~ m ~ j-A. .tf 1'f t m 
JJt 1$)-£,t;Jt #;1.j-

A. ~t 0 0 

:i!~PIT1f~ ~ fk : 
tJt 1t i! if.½ 
3f;.";tJJl.f1i½J ffl 

A.~t 0 0 

lJ~la 

$ 1,086,426 
11! 329,604 

$ 12,416,030 

( 
( 

$ 

354,720) 68,671 
144,781) ( 120,238) ----~-

97, 184,442 $ 63,160,283 ============== 

11 Oil=-
~7•j~.Jt1t. 

ti 71J ~.tA ~ f!bA.f' ., ·* 0 ~~ 12A 31 a 

($ 292,992) $ - $ 793,434 
633,818 11,963,422 

$ 340,826 $ - $ 12,756,856 

($ 
($ 

1,247,873) ($ 114,923) $ 
1,247,873) ($ 114,923) $ 

67, 401 ($ 
67, 401 ($ 

1!295,395) 
1, 295, 395) 

lAlE 

$ 629, 395 
152, 132 

10,467! 742 
$ 11, 249, 269 

109il=-

$ 457, 031 
( 152, 132) 

861, 862 
$1,166,761 

t,i 71j ~ .:it 1t. 
ii½.tA~ 

$ - $ 

===$===- $ 

12A 31 a 

1,086,426 

11,329,604 
12,416,030 

($ 993,507) ($ 132,993) ($ 121,373) ($ 1,247,873) 
C 5L 037) 51, 037 
($ 1, 044, 544) ($ 81, 956) ($ 121, 373) ($ 1, 247, 873) 

4. * ~ ~ ,f ~tl l= -t PIT 1f ~ -t j£ ~ .fij ff' ffi. ~ n~ it ~ .i. t\ ~ 1 0 8 Sf- & 0 

(it.)~ * 
~.f.t\l@ llOil=--&. 109i¥-12A 31 a Jl•*~~tJt;t~*i~$575,000,000• * ~ 00 tJt 1 0 j(. ' )]'" ~ 5 7' 5 0 0' 0 0 0 ~ ' ... ~t j- * tJt ~ ~ $416, 8 0 0' 0 0 0 ° * ~ 
~ e.dt '1t JJt f]j" ~ JJt tx Jsi e. ~t it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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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i: *¾ft 
*¾~*~~,~~-~½G*ffRMffl~~~-a~• - ~~ffl~~
*¾ &•~~m~•~~ ffi *•~¾~•- • ~a*•~R-/ffi1fR~~~ 
1,11t ~ #Jr a ~ JJt ½ 0 ¾ ~ ~f ~ .I. • ¾ :ffl- ii ~ W * it ~Ji 1;; 1f ~ Jt. at , ~ ~.:f t,,( W 
*¾ tt ~m -JE,~ 0 

1. i¼~£~¾ .fft 

Cl)**¾~ ~f:i:Alt~, 4&.~~UA ~ ~1f &•, ~1c,.f:{ $xi ~#k, ~3fif~ 
e~ ~ffi ••~.f;{~~~+A*~I•¾• •~*~I•¾e e~ 
*¾~ • *••*·~~~~o~*¾~-~·-~•-~*~a 
•, ~ t&caJtt•-tiAtl~ 0 

c 2 ) it. ;t .1. • 0- .fft rrt 5i ~m 0- ~ Jl:'5 ;J~ a ~ Jtt ~ &- 1f Rt 1~ z ~t. 1,1 1t ~ *Jr Rt ~ 
~½*•~~~mz•*•~~-~~½½•~~~0-• ~~ • ~ 
W *• 25%~~~ ~A Flt 0 

2. * ¾ ~ ~ ~ ~ 11 0 4 8 faJ 6 a #& Rt ~ -t- iA tl i! ~ ~ @ 1 0 9 4 I • ~ f,jc, 

~ , .f;{ 111 * ~ I ~ ¾ • $ 2 5, 2 91 , 5 7 4 &. * ~ .!Ji ½ Rt *tl $ 2 2 7, 6 2 4, 1 6 7 ° 

3 . * ¾ ~ ~ ~ I@ 11 1 4 3 faJ 2 8 a #& 7i -. -t- .f;{ tl ~ @ 11 o 4 .I. ~ ~ f,jc. ~ , 

.t{ 71J * ~ I • ¾ • $ 3 9, o 9 4, 11 9 a • ~ JJl • a *tl $ 3 51 , 8 4 7, o 6 6 ° 

4. 1f ~~ R i ~ if W 1ft. , tf t¥- M tt 7' ( + t!17 ) 0 

C+-=-)RtfJ3" £. ,t;J!~1t- ~ .J:.~~ 

* ¾ ~ $- J4 ca 1f M -HJ:¾~ - A 11 i anceBernste in L. P. ~tl ~ z Rt {JJ" £ ,t;J! ~ 
1t it ~ A Incentive Compensation Award Program ( .1,:J. r r.~ ~~ I CAP): w 
*¾~Ml •OO .f;{*~*¾aJ R.:1:.za½~ma~£•~1t~•·~~ 
•3J.--~ • •iz4et - tt•~ # •Aa~ £ •~1t•~ft~ MMi! 
f A 3 i•J 4 4 ° ~ ~ 110 4 a 10 9 4 & t.~ 111 I CAP ff .:1:. ~ ~ ~ JfJ ~ ½11 A 
$59,817,108 &$58, 330,335 ° 

C+-=--)f t ~tA 

1104& 1094& 

Rli~ f ~tA $ 886,380,046 $ 487,950,151 
Ai~ M '.f ~tA 45,684,647 
#&l.! ff ~tA 1,804,456,074 1, 306, 791, 540 
-f #.j ff ~tA 83,451! 289 7,152,790 

$ 2,819,972,056 $ 1,801,894,481 

1. * ¾ aJ z Jlli ~ t ~t A 1~H-'(. J.! ~ ?r £ ½ z ~ ~ a iJli i f.;J -HJ: 1.t} ~ rJt ~t Jf5l z 
f ff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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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¾ ~ ~ i& l.! t ~t A 1i .ft 1i &. ff l.! PIT ~ ~ ~ Jl, pq t~ 4t -t~ W- 1t 'tf. .£. ½ &. 
½-•~&½ft*~•4t&W~'tf.-~~~zl$~B#·ffl~*z 
f,Jflo 

jl .:r..#,t1J Im 
i.A-W l m 
f-1~1* t m 
i!#-½I m 
-1--~ J .:r..#,ttl Im C tt) 

i!~J3l:f! J 
i.ilit t m 
/l¼t 
lJi..fij 
-ttt t m 
f.H.½ I m 
-1--~ 

$ 592,785,491 $ 
22, 981, 141 
9,975,619 
5,621,616 

617,601,200 
651,586,060 

64, 261, 918 
61, 172, 758 
43,274,619 

367,920 
261,452,521 

109it-J.i 

554,854,800 
19,846,836 
9,711,102 
4,071,525 

398,394,692 
114, 169, 222 
44,267,785 
44,103,456 
46,438,043 

367,920 
246,965,501 

$ 2,331,080,863 $ 

tt:-1-,~-.:L~~,m~¼00~&.-1--~-.:L~~·~ili 0 

1,483,190,882 

1.~~RI@ 110 it-&. 109 it- 12 A 31 B J1:., *¾~ J.:r..A.tt~,jij~ 113 
A.&. 107 A. 0 

2. * * ¾ ~ ~ fl. ~ ~ ' it- J.i -ko ;;,r ~ ;l-1J ' • ~ ~i ~ *~ ~ y 0. 1 % ~ jl .:L ~ * ' 
ft•···~•z•~¾~~;;,rJ8~ffi*•AB~~-•~aa 0 * 
¾ ~ R II 11 0 it- &. 1 0 9 it- J.i 1i * ~ it- J.i z ~ ;1-tl MJUJl , i:;_ 0 . 1 % 1-t 11] 0 J 
.:r.. W1J * 1-t 111 1t a ~ >31J ~ $ 4 8 8, 8 8 4 a $ 3 31 , g 5 6 , ~ 71 i-A- w t m # § 0 i& 
:t • ♦ i:#- t! z R ~ 1 0 9 it- J.i J .:r.. iffiJ!l #- ~ 'f it- J.i M ~ ~ll ¼ ti 111 z ½ a -
.fl 0 

-t , ffij 1i A. x '1 

c-) nm 1i A.~~~~~ nm 1i 

A. 
Equitable Holdings, Inc. 
AllianceBernstein L.P. 
AllianceBernstein Hong Kong Limited 
AllianceBernstein Investor Services 
AllianceBernstein (Luxembourg) S.a r. 1. 
AllianceBernstein Investment INC. 
lf~tf * 111.£.½ 
*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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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¾~zlit~~-ili1:½ 
*¾~z-HJ:¾~ 
*¾~zRt~ 

*¾ gJ zlf$11Ji 1i;- gJ 

*¾ gJ zlf~JI ¾ gJ 

*¾ ~ zlf~JI ¾ gJ 

*¾~ i&J.tz.£.½ 
*¾~ £.f-/fl.!Fifi? 



(..::..)~nru1~A.Mz 1f A3tn :J :i:~ 

1. J.t t1t 1i& ,t;t - n~ 1~ A. 

(1 ) ~ ~t J31i ~ jr ~t A 

~-0-~ 
~1t.nru1i A. 

*-0- ~ fa.j:_JJ..z,£½ 
tt1~1)!]~ 

½tt 

3.1.t1±1i&,t;t- n~ 1i A. 

~ 1-tl!. nru 1i A. 

4.f #- ~tA 

(1 )J31l ~ 'It tit A a A~ r0, tf ~t A 

~-0-~ 
~ 1t. nru ~ A. 

(2H&.lJ. t ~tA-&. -t ~ t ~tA 

*,0- ~ fa.,fil.JJ..z,£½ 
- fa.&.lJ. ff' ~tA 
--f~f ~tA 

5. f t tt m 

~-0-~ 
- * -~/t.J31i~ f 
- ¾ -t J3ll~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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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21131 s 109Jf-121131 s 
$ 712,965,370 $ 606,236,162 

3,504,554 3,768,535 
$ 716,469,924 =$==6=1===0'===0===04='===69====7 

110+121131 s 109+121131 s 
$ 165, 669, 751 $ 115, 133, 137 

l 10~121131 s 109~12A 31 s 
$ 2,409,804 $ 4, 761, 246 

( 333, 211) ( 215,065) 
$ 2,076,593 $ 4,546,181 

1101!=-121131 s 109Jf-121131 s 
$ - $ 15, 125 

110 11=- £ 109 11=- £ 
$ 917,637,278 $ 473,373,360 

14,427,415 14,576,791 
$ 932! 064, 693 $ 487,950,151 

110 ~ £ 109 11=- & 

$ 1,804,456,074 $ 1, 306, 791, 540 
23! 126 24,221 

$ 1, 804,479! 200 $ 1,306!815! 761 

110 11=- & 109 11=- & 

$ 42,288,620 $ 46,618,994 
41! 960,280 46,446,701 

$ 84,248,900 $ 93,065,695 



110 1¥- J.i 109 1¥- J.i 
ifr 'i A~1t.~.al~ J .x.:t&:f,J 
Rt 1$)--£-#;-1,J-

$ 80,461,230 $ 72,463,718 
35,220,010 35,675,590 

$ 115,681,240 ==$==1===0===8,===1===39===,===30====8 

~-tA~~•«a*•~z¼~~• 
fiit,o 

+ · :!:Az~~;f~~ 
$.it_ 0 

$.it_ 0 

+.::. . ~ 1t. 

(-)'f*fl!. 

*~~•*fmg•~~A~~*~#•fflS'i*a•~~~•*~~ 
~-~--~~n~m•~·•••~a~••~••*s*••~~~ 
¼* ♦ ~aa•#~~•-•* 0 • • •A*~~'i*fm~t~~
••·*~~~M~tt'i*~~~tt0 

( .::. ) ½ M .x. ~ z ~ ft 1J it f ~fL 

~ft«it•ff~ffilB •••~A*~~~&~z~ltili•'f4M• 
'1i-~~#11:lfflSi..1tz11t{i 0 

-frtM.:L~~•*•~~••~~ft~itA~•~-·~~l«~o-·· 
i~~~½M.x.~•~~*ffit&~---~*Wt**•i~~ft~ 
itffi I 0 
1. t.A ~ ft 1l it ffi t z it M .x. ~ 

TaA~#~~ft«itffit~½M.x.~ffl-fflzW«tt• 0 

~• -faz~"'~oT: 
•-•a:½•~•la~-~~~~-4~•-~~•••z•« 

C*!JR~~) 0 i*•••1~-t~~ if.~:!PAif.&it -:t z'f 4~ I fk 
~1•~·~~#-£-i&«~~-•z••o*~~# 
~zM1~~£½,lz 0 

i.::. • a:W4~1~A~~~~z~~~~Ait•~~n~•-•• 
z ta.1, * ~ 1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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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4t ffl z~~ • ••A••*¾~&Wz*i• • a• 
~ z 0 

2 . q ~ J:A ¾ ft. 1ft 1.t ~ -§r Z ½ ~i ..:L J!. 

Cl ) ½ '" W A .&. I fft ffil j 1J Ji~ a -i lli 4 ~ * * ~t 1t ½ tJi A ~ 'Pl oo ½ a -te1 
lli•~~oo½a•¾ft. ffl •z♦ ftlli~•·~~* • m~~½.&.~ 
-~½•&~~-- - ~~--~•A•~~-~-•A#~a• 
A1t'P&#~- n~1iA.&.~~A#a 0 

C 2 ) # :±: 1* t'i ½ lz5l $i(¾ # ;t j 1J ,~ a , tt ~ ~it m=i ½ a 1i ¾ ft. 1tt 1.t z ♦ J.! lli 1J;( 
1a 0 

(3) ,f -t 1* ti-½1i J-A ;t 1~ # ~t,l,# ' lz5l 1~ M If~ - 4- J-A pq ' M: WA. 1tT 
•s~m=i½a•¾ft. ffl 1tz ♦ ftlli~1t· 

3 . J-A ¾ ft. 1:a: 1:a.1t -i: z ½ ~ ..:r.. Ji!. , * i'- aJ 1:t{ • A .&. • 1* ~ •ti 1f • # •ti a lit ~ 
&i'-~ ffl 1t,az&•~•·~~-•~T: 
C 1 ) * ¾ aJ * W A a • 1t z ·ti 'Jf ~ ~j , -te1 n~ t * -sta T : 

1104-12'3 318 ,-•• •-=-•• -~•-
i:11 ·ti* fcAtt :fa 
½~t 1t A: 

~l&;f~lii*¾ 
ft.1it 1.t {~ 11[ 

z½~*•A 
r~~~£½ 
-l~ ,2S~k'<.:/£. 
If~ =.o.li.71' 

1094-12'3 31 8 
i:~i •ti-0-ft:ffl it 
½~j-,i_: 

~ i& ;j~ iii .ff¾ 
~1tt1t~flr 
z½~WA 
r~~~£½ 
:.tlliiti~ 

$ 2, 076, 593 

$ 2, 076, 593 ,-•• 

$ 4, 546, 181 

$ - $ - $ 2, 076, 593 
8,527,314 8,527,314 

$ - $8,527,314 $10,603,907 

•-=-•• ,~•- ½-tt 

$ - $ - $ 4,546,181 
6,624,612 6,624,612 

$ 4, 546, 181 $ - $ 6, 624, 612 $ 11, 170, 793 
( 2 ) * ¾ a] ffl t.A ~ I: ¾ ft. 1ff 1t PIT 1t ffl z 4° * .&. 1'1 "t9: 1i a,ij ~ T : 

A. * ¾ aJ -t~ ~ z r~ ~ ~ £ ½ -ti t 1i -ti m rr :!J ~ll 1tt ~ it 1.t 11 ~ ¾ ~ 
1~ ,ft • A 1t ( l?p • - ¥ l& ) • 

B. ~ i :ii!~ i~ j~ rr ~ z ½ ~t ..:r.. Ji!. 9r , ~ ~ ½ ~t ..:r.. JI. z ¾ ft.1tt it 1i-tt 
m~ ffl 4°*~~·*i--aJ•m~ ffl ~*ffl~fflz~~•t•A• 
~•A½~½~..:r..JJ.~ ffl *m~~~~~a•a~••-~•U 
WtR.~*¾aJ~Jf5t.1f½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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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 11 o .+ a Io 9 .+ & ~ i - * .fa a J.::.., a M z 1£ 1iiJ fj # 0 

5. r¾11Jif-~IN 110 .+a 109 .+&i-==-*•z~1/J: 

110.+ 109.+ 
I.RIEi $ 6,624,612 $ 6,191,086 
tt11J~~; ~z:t1 la 1, 902, 702 433, 526 
12,R 31 El $ 8, 527, 314 $ 6, 624, 612 ================== 

6. ~ IN 11 0 J¥- ,&_ 1 0 9 J¥- & ~ ~ i -==- ' fo.ll # A ,&_ # tl:l z •tt 1f3 ° 

7. * ¾ al ft ~ ¾ Jt 1,t 1A iifi jj ~ i -==- * fo.ll z ~ J:. rp J:. tll ¾ al Rt ~ tt 11 ifit fl 
•~~*~ff«~••~ff½M1Aza~0Jt~1A••·•~0~ 
-~~ff«M * ~~rr•~•••~·•••~·~#·A~~--
lto 

8. ~ n~ ,1 i-==- * • 0 Jt 111A {lr -1- Jji e1 PIT 1t m it 11 ti~ z i: *+~a~~ 
A ,fA Z -f 11:. 'f 1ft. : 

i:A+~ ~A11A 
llOSf-12.B 31 El ¾Jt11t1A tt1Jt 4i 4,Jif ili~~A..11 i&M 0 Jt111A n~ 1i 
~J:. rr tll Rt !f- $ 8, 527, 314 'f A-it +~ffl +~ffl +~ffl 

i: A+~ ~A11A 
109.$-121131 El ¾Jt111A tt1Jt-ttA;Jey- iJt~~A,fi i&M ¾ Jt1J 11 ijij 1i 
~ J:. rr tll Rt !f_ $ 6, 624, 612 • A-it +~m +~m +~m 

9. * ¾ al -~~ 1f ·ti tt 1t ~ ~ ti ffl z tt 11 ti ~ a tt 11 .$- it , ·tit 'f 1l ffl + ~ z 
ffff«~~ff«.$-a~&.llffffzM*+~ 0 #W~MAJ-==-•• 
z ½Ml a_ , ~ tt 1,t ~ 1/J Pb /Jo~ i~ y 10% , J!1J ft J; ~ z -Jj ~ -ko r : 

110~1.i 
t,t 111 ~~~ la 

1f :ttl ~th +:ttl~th 
½1%t• A 

~-1:. rr tllRt!f- $ 852,731 ($ 852, 731) 

109.+& 
ti11J~l~la 

1f :ttl ~th +:ttl~1/J 
½MlA-

~J:. rr tint~ $ 662,461 ($ 662,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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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JitFkflJ. el ¥,L&..iEiJ 

A~½*¾~afk••·•~•-,••~~ ~i{ ~•M•*¾~~ • ~~~ 
~ ~~ttMMJ.i&*-~H~T•ttMMJ.i•~*-~~'~ff-~&~HttM& 
.¥- tr .ft. ;t oo 1t. i/iL~ , J:A 4 ,f;jHt a ,f .il ~ ~ * , lE. • tt * ¾ ~ i{ 1'1: i,n li , Jil. Fit ;R 

oca•f* ♦ ~~-•~~A¾~afk~M~ff~*# 0 

*¾~*ff~~£½~*#~£½~Jitfk*••*&*¾~~~ttMMJ.i~ 
fftt*~S•lE~&~~ffJitfkttM 0 *¾~~--~&½ ~ ~ - ~ - -M~ 
Jit Fk c eL ¼ rr J! Jit Fk , 1t m Jit Fk • ) , .3t 5t ,~ ~ I: ~i a~ 1~ ~ a *- iffL 1/.di. , Jit Fk ~~ 
~,~m:Roc•~~· • ~•~&~•*&W#~·~••~H•fkj[~M~ 
ft x I :tt -t -tt 1t 1'1= S 0 

(- )1::1nJitfix 
1. rr * JiL 11ft * i~ a ~ l 

rr*JiLfix·~~rr• m•~ -~ a*¾~M#~½MLA~¾~ ffl 
~ * * Jjt ½ )/fL }if f£ 1/J ~ )it fit 0 

2 . r=r * JiL fix * • ~j\ tu 
* ¾ ~ A ~ ~ ~f ~ , iiq Y£ , tt ttl A • 9 rtr oo ~ ~ rr * Jit Fit , 5i 1t. rr * a 
Fk*••M•*¾~~~rr•Jil.Fk*•••A•~•~~~f•r=r•a 
fkj[4~rr • JitfkttM~*¾~~~~ n~ 0 

*¾~#~~~~aA~¾~ ffl -~½MWAA~~~~~ £ ½&* 
Lrr • &M 0 rr•~•a& ffl ~ 1b -*½MWA~ ffl •~• 0 Af•rr 
*Jitfff,*¾~« • ••~ 4 l*~••aw~~¾~&W•~~•• 
aqAf•rr4Jitfk 0 *¾~~- ~Jil.Fk~4 · *~~~~~~&½ 
&*L• • •M~rr•~•a•« ~ • ~*•M WA~ ffl •~ - ·~ 
-tt • ½ ~* W A 1tt ~ L 1t- ~ r i~ 1 0 % , nTJ *- 1-t ftr ~ ~ ~ ~ ;f~ ~ ~ ~ ·It i>L 
r , ft ~ ~ 11 0 ~ a 1 0 9 ~ J.i ~ * :tf:JU~ A Jt ho ~ ,~ y ~ J31J A $1 , O 6 0, 3 91 
&$1,117,079° 

3. :iftl. Jit Fit fl.! 

*¾~#~~~~~•~H-£A••••~••~~M#•:~ • 
;ttl • ;.j:~ n~ • t?o A i~ :ti:~ # • , ~ *- ;ttl • i£ flJ 1ii J.i .ii.t + , ft * ¾ ~ • 1f A ~ 
Pl 0 

4. fii • Jit fk * l.! 
~ .i. ~ ~ 11 o ~ a 1 o 9 ~ 1 2 A 31 a J.1:. , * ¾ ~ j[ • :f~ ~ ~ A ~ 11- \It 
½MWA&• ffi •~•-•~ ■ •Jil.Fk 0 

c -=- ) 1t m Jit fix 
1. * ¾ ~ ~ 1t m JiL Fit 1i ~ $ f' ~ ½ ~* 1 A ~ x I ft -t • i¼ -@. ff ½ j~ l 5 

nTJ • &*¾~M•a~~Jil.Fk•~4*~xlW-ta*~ ~ ~~--
14- .t. 1t ~ J.t ~t 'Pl #.k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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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 ¾'- ~ 1t .i:./4 ¾'- ~ fii & ~ .rr. 11 m lit fk ~ f- l-£ 0 :lJ-~ 1.1 * ~ • -ft a ½ ,~~dt *l , 
tk~~«a.rr.~~••~~ArAJ•*·~~~-~A~l#• 0 

*~~~k~~~a••¾'-~~~·~---•-M~P~~k#a 
a~ili~,~-•-•*~·~-~~fff-•a~mJitfk~# 0 ~~Jit 
fkttf-~-~~-~M•~oc•~a••a~~~•·~~~~P~~ 
ffl£W 0 •m&fk~~-~•••*~~~~~~~ • ~~~·~kM 
~tt11 m a&~1tm 0 

s. :m JtJH1 m t~ ~ ~ ti 111 a ~ ½ 

ffi J!Ji 11 ffl .fj ~ /ffi M A tt 1-t ~ .f~ £ ~ , ~ -1: A it! ¾ * ~ , JJt et nk i>L a * * 
•~~oc:m~~H~¼•A~~•~wmcas~&&*~&A~~ 
*~*•~n~•ttWm)•~W£•«•s~~½MW£~lffi~•~ 
-~JflJitfkk~e..•*•~ak~e..~m~a•~~A~fflJitfk*M 
* ;1:1 ha ~ ~ W- £ • fl ¾ a ~ 11 m Jit fk 1~ C stage 1 ) , 11 m Jit fk JJt * ;1:>g ~ 
( Stage 2) :fa 11 ffl i~ .fj ( Stage 3) .=.. fir fl , ~ >31J t./4 -#t 12 11 JI (Stage 1) 
a# !.l JJi M ( Stage 2 a Stage 3) 1-t tt ffi J!Ji 11 ffl .fl ~ 0 

:i:Ji El Stage 1 Stage 2 Stage 3 

k~ ½MW£~ Jffi~ ½MW£ ~ Jffi ½~tW£~Jffi~ 
ti 111 11 ~ 11 m lit ~ 1,i 111 11 11 m t.¾ 111 1! e.. £ .1.. 11 
fk*M*Jf ;611~ Jit fk e.. flt * ;l:>g m i~ .fl 0 

~W£•1t¾a ;611 0 

~ 11 m & fk 1~ 0 

fj J!Jj 11 m ;fj !-A -#t 1 2 11 JI 1-t tt t./4 :# !.l J!Ji M 1-t t./4 :# !.l J!Ji M 1-t tt 
~~ t,¾ 111 :m JtJi 11 m .fj ~ tt :m J!Ji 11 m -tj ffi J!Ji 11 ffl .fl ~ 

~ 

1±- * ;J,t I FRS 9 1-t tt fj J!Ji 11 ffl ;fj ~ B~ ' * ¾'- ~ i* ffl ~ n~ 19t #tl llr & 1~1 "t~ :k0 

--p: 

o ) ~ /ffi ~ 1,i 11Ht 11 m & fk e.. • * • ha ~ ,,1 lli-
* ¾'- ~ ~ • - w £ • • • s ~ ~ ffi M # - MM 9 .1.. i! ~ Jit fk ~ ~ 
•·~~k~lffi~•~-~fflJitfkk~e..•*•~ 0 

A. i" J.t ~t rJi& #it a~~ J.t ~t #it-#t ~ti k ~ .t. # 1l #it :iii J!Ji ~ l/l 3 0 fi;... ~ * 
:itJ!Jl~i& 30 fi;...•!itil~¼~tl!~k* 0 

B. 1¥ t~ ½ !RJi ~ .:JI=- JI 4t ~ ½ ~ti Jffi ~ a e.. f 1J J!Ji * if ~ ~ ~ 3 0 fi;...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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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 ) 1t m i~ -tJt ½ ~t w A. z ;t ~ 
A. 't fi.i ~i ~ #it & $.- 1-tt. J.ll ~i #it ~ M • =¥l !J a 4'- ½ ~ :ftl ,t ~ if ~ J.t ~t 

rfiJ * ~t :i.i,t JJI 7'.. ti ;i! ii§: 90 7'.. !-A J:_ :::tf 0 

B. 1* ~ ½ !Ji~ ~ ,».., ~ i 1J JitJL,i~- Bf ~ ;i! i& 9 0 7'.. :::tr 0 

( 3 ) "m" ~, •ti W 1ft z },'- fr 

~~¾M~ ffl ~&a,»..,£•~~«i&¾Aa*•~ -~A**~ 
tt Ji_ ~ k ~ ~ :t A ~ 1t. , i! -t t~ ~ :i. * z .tJi ~ $ il ~ , * -t 4 & 1f
.i. :t A it f.J :J :r:~ • jt1J t,l "m" ~(!- t' 4 & ~ .ft- .1. z .ti ~ $ ~r'3 A tt ~ * * .t_a 
~$il~ 0 

( ;. ) 5.m. f/J ·ti lit Fk 

1. )/;t f/J ·ti lit Fk * itf- A ;t al 

*~~~~•tt•~~A•~A*KfA~-~- ~M f ~-~f~ 
4 ff~~Mz½M- - rfiJ~~*~zM5a~ 0 

2 . 5/it i '.di lit Fk f- i.t {l -$1 

4'-~~z* ~ W½~~~-*~~z T ½S*•ffiM~a.ft-1. t Az 
)lit f/J •ti lit Fk 0 

3. ½MI 11 i 1J;tiJI71"iJr 

*~~#~z½Ml ffi ~U ff l ffl *·~ • A •e •a½¼f.J~ M a 
z~ • MM~*~~3•A~ 0 T*M~ &z¼f.Ja½~ t ½a•* 
;fJr J)t z ½ • 0 

ill ~ I 1i Z i 1J 1JI 73" iJr J 1ft ~ T : 

110412A 31 a 109:f12A 31 a 
~;1!~14 $ 40,403,742 $ 41,088,927 
;i!~l 41EL~;i!~54 19,326,736 61,205,877 

$ 59,730,478 $ 102,294,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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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f~ tt t1f ~ -ti ! 1t 1t. ~ fJJ" ~ ftl /t} ~ 

t-t-• ;f-t~~ 

~~ 11011=-J.i 

* ♦ tt Ciji '¥ht J£ lfn t-f ti ~ -ti Jf 1t 1t. Rt fJJ" ~ ftl ¾ ~ ~ ~ 1 1 0 11=- J.i M 5 - ¾ • it ~ t1f , 

•~~~ffl&&•~MMA*t•~~-•0••~·fl1•~U¾~-M5-
~ ~~z~~ttMM&za~&~ff~~-t-z-•a~~•~~~-~-~z 
ttW·*M&AOO;*~•-•a~M••-~•~A~ff· • •i•*•~m 
~~-~·~~~~~~ttMMJ.iM~z~-·~~ffl¾~*J£e~#-~-
••z•&a~*·~--#~~·~-~M5Jf~z£4tt•~•tt•~~~ 
M.it~± 0 * ♦~~~*~••a~Mi&Ut•ft**~M¾~-M5•·~ 
~~~~ttMMJ.i~tAzM~~~ff•ili~~tA 0 

.::... · ~ f:t-t-J- .iz:M.~.!d!% 

* ♦ ttciji;y,tlf~t-fti~.fiJf1t~~fJJ"~Fl¾~ ~~ 110 11=- 12 ~ 31 8 z.f-.1¥t1t ½~~~~½M···~~-~-~•~•-••~--~~½8~~ 0 

-=- · ~ ~ ! .i • ~ 1! z ~ t1t ·!!: ,t3 

/;13 .,_ +.:. ,!,,!, 
:;i;~'(.1T11-ifA 

~i&-tti ~~¾ ft111A-ffii: z ½M Jf ,i. -mf/J 
fl.i ~t ~ #k- nm 1i A 
~i&-tti ~.ft¾ ft111i-ffii: z ½M Jf .i--1~ ilf/J 
M. ->½I!- Jg_~~ ,b._ 
g ~ ' l:il"°' O.li. '312.-

im • f½;t-~,t.-¾1e.A•tf% 

~t1ft;l:.$ 

100% 

100% 
100% 

100% 
100% 

@~;j:13ff~ 

t,!] ie ;j:13 ff t;l:.$ ~1-t!!.-;f-t~~ ~-:le ,,~a ~~ 
vlfll 

100% ,~.:tf-I ,ts-

100% i~I; 
100% i~;t 

100% i~~ 
100% i~:t 

* -t- tt Ciji ~ • it i& fl. t • ft * 1t JJt ~ ~ t1f ~ -ti Jf 1t ~ Rt 1B" ~ fl ¾ ~ ~ ~ ~ 11 0 11=

J.i ~ ~~ 1f ½ 1t • ~ ~ .sx. 1e. A t •It ?t3 ° 

E- • tAM51;l:.4':~f/Jti~ 

~f/J L:1:.$ 

17.34% 17. 69% -1.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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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1t IJJ ~ f7J ~ 5 0 % .1.,:,{ J:. , Ji. ~ 1/J ~ ~ ~ #,Ir ½ \it ,t- f- ;;t ;7(. .1.,:,{ J:. :t- : ~ o 

c-==- ) f t >'r ~ ~ a t ;JJi : 

m 1t 1JJ ~ 1'11 ~ 50% J,,:,{ -1:. , Ji_~ ~ ~~~ #,Ir ½ \lt -1: + i ;7(. r;. -1:. =t- : 

~f7] 

110:fl.i 109:fJ.i 

! :;;ilt~ ($ 495, 961) ($ 3, 113,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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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tt~ 
£1~ ffil i!i&:J~ ~;Jt0 Jt1~ 1A 

84. 07% {ij jl ~~1%!k ~ ,i. t-t1tt;J9- ji~ 
JJa & :f1J .t ff ffl iA j,'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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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VD 64,325,763 
TIVD 83,864,082 
USD 13,202,444.19 
CNY 45,065,955.09 

7,055,273. 30 
12,226,743.22 
I, 218, 372. 53 
4, 172, 701. 60 

TWD 9. 12 
TWD 6.86 
USD 10.84 
CNY 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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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87 $ 1, 006, 622, 883 95. 88 
5.82 97, 831, 668 9.32 
0.27 32,366,723 3. 08 
0. 08 1,501, 753 0. 14 
I. 12 8,218,317 0. 78 
I. 33 12,280,054 1. 17 

22,896,360 2. 18 

101. 49 I, 181, 717, 758 112.55 

- ( 15, 802, 486) ( I. 50) 
0. 36) ( 77, I 66, 867) ( 7.35) 
0. 11) ( I, 221, 548) ( 0. 11 ) 
0. 02) ( 235, 263) ( 0.02) 
0. 52) ( 4, 934, 668) ( 0. 47) 
0. 27) ( 32, 185, 942) ( 3. 07) 
0. I 9) ( 9,093) 

- ( 250, 830) ( 0. 02) 
0. 02) ( 54, 510) ( 0. 01) 
I. 49) ( 131 861 207) ( 12. 55) 

I 00. 00 $ 1, 049,856,551 100. 00 

TIVD 96,844,449 
TWD 129,026,462 
USD 19, 189, 250. 31 
CNY 67,069,916.70 

8,988,426.52 
14,947,422. 32 
I, 370, 198. 05 
4,801, 550. 97 

TWD 10. 77 
TWD 8. 63 
USD 14. 00 
CNY 13.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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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INALCO CAPITAL HOLDING (REG) (REG S) 
VAR PERP 31 DEC2049 $ 
SD IRON & STEEL XINHENG (REG) (REG S) 
6. 85% 25SEP2022 
LEADER GOAL !NTL LTD VAR 29DEC2049 PERP 
CNRC CAPITALE LTD (REG) (REGS) VAR PERP 
31DEC2049 
CNAC HK FINBRIDGE CO LTD (REG) (REGS) 
3. 875% 19JUN2029 
MI NEJESA CAPITAL BV SER REGS (REGS) 
4.625% 10/08/2030 
ZHONGSHENG GROUP (REG) (REGS) 3% 
13JAN2026 
ORI ENT HU IZHI LTD (REGS) 3. 625% 30NOV2022 
GC TREASURY CENTRE CO SER REGs 4. 25% 
19SEP2022 
STAR ENERGY CO ISSUE SER REGS (REG) (REG 
S) 4. 85% 140CT2038 
MI NMETALS BOUNTEOUS FIN (REG) (REGS) VAR 
PERP 31DEC2049 
MINOR INTERNAT IONAL PCL (REG) (REGS) VAR 
PERP 3 IDEC204 9 
CN HUANENG GP HK TREASUR ( REG) (REGS) 
VAR PERP 31DEC2049 
ENN CLEAN ENERGY SER REGS (REGS) 3. 375% 
12MAY2026 
HKT CAPITAL NO 5 LTD (REG) (REG S) 3. 25% 
30SEP2029 
MAJAPAHJT HOLD ING BY SER REGS 7. 875PCT 
29/06/2037 
CHINA OIL & GAS GROUP (REG) (REGS) 4. 7% 
30JUN2026 
ICTSI TREASURY 5. 875% l7SEP2025 
SPIC 20 18 USD SNR PRP (REGS) VAR PERP 
31DEC2049 
TNB GLOBAL VENTURES CAP (REGS) 4.851% 
OI NOV2028 
PERTAMI NA SER REGS 6. 5PCT 27/05/2041 
SJHCINTERNATIONALCAPITAL (REG) (REG S) 
4.35% 26SEP2023 
RENEW POWER LTD SER REGS (REG) (REGS) 
6.45% 27SEP2022 
CHINA HUADI AN OVERSEAS (REG) (REG S) VAR 
PERP 31DEC2049 
CLP POWER HK FINANCING SER EMTN (REG) 
(REGS) 3. 125% 06MAY2025 
WANDA GROUP OVERSEAS (REG) (REGS) 7.5% 
24JUL2022 
CHINA HUAD IAN OVERSEAS (REG) (REGS) VAR 
PERP 3IDEC2049 
HYSAN MTN LTD SER EMTN (REG) (REGS) 
2. 82% 04SEP2029 
GLP CHI NA HOLD INGS LTD SER EIITN (REG) 
(REGS) 2.95% 29MAR2026 
VEDANTA RESOURCES SER REGS (REG) (REGS) 
13. 875% 2lJAN2024 

14,776,860 

11,965,453 
11 ,924,688 

11 ,535,889 

11, 11 5,446 

10,684,973 

JO, 136,591 
9,519,286 

8,931,543 

8,891,957 

8, 735,962 

7,315, 072 

7, 162, 639 

6,799, 866 

6,776,124 

6,722,6 17 

6,702,899 
6, 252,58 1 

6, 077,1 71 

6,074, 079 
6, 011,095 

5,972,634 

5, 929,996 

5,915,054 

5,836,702 

5,807,402 

5,785,938 

5,386,607 

5,380,242 

5,354,526 

$ 14,516,590 

11,389,928 
11,432,452 

IO, 753,923 

11,822,812 

11,844,928 

I 0, 345,974 
9, 176, 288 

8,681,037 

10,759,504 

8, 590, I 87 

7,093,991 

14, 296,258 

7, 107,866 

7, 408,568 

7,833, 482 

7,227,626 
6,531,737 

5,788,228 

6,562,325 
7,227,657 

5,894,586 

5, 765, 472 

5,836,633 

5, 920, 169 

5,393,546 

5,753,256 

5,749,821 

5, 657, I 02 

6, 087,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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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 

0.06 

0. 04 

0.03 

0.08 
0.04 

0.06 

0.04 

0.03 

0.08 

0. 05 

0. 03 

0.05 

0.04 

0. 06 
0. 05 

0. 04 

0. 03 
0.04 

0. 07 

0. 07 

0. 04 

0. 07 

0. 04 

0.04 

0.04 

0. 03 

0. 02 

0.07 

0.08 
0.08 

0.06 

0. 04 

0.03 

0.08 
0.04 

0.06 

0. 04 

0.03 

0.08 

0. 10 

0. 03 

0. 05 

0.04 

0. 06 
0. 05 

0. 04 

0. 03 
0. 04 

0.07 

0. 07 

0.04 

0.07 

0.04 

0. 04 

0. 04 

0. 03 

0. 02 

2.00 

I. 62 
I. 61 

I. 56 

I. 50 

1.44 

I. 37 
I. 28 

I. 21 

I. 20 

0.99 

0. 97 

0. 92 

0. 91 

0. 91 

0. 90 
0. 84 

0.82 

0. 82 
0.81 

0. 81 

0.80 

0.80 

0. 79 

0. 78 

0. 78 

0. 73 

0. 73 

0. 72 

I. 38 

I. 08 
I. 09 

I. 02 

I. I 3 

I. 13 

0. 99 
0. 87 

0.83 

I. 02 

0.82 

0. 68 

I. 36 

0.68 

0. 71 

0. 75 

0. 69 
0. 62 

0.55 

0.62 
0.69 

0.56 

0. 55 

0. 56 

0.56 

0.51 

0.55 

0.55 

0. 54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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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L SINGAPORE CAPITAL (REG) (REGS) 2. 5% 
24JUN2030 
PT PAKUWON JATI (REGS) 4.875% 29APR2028 
GC TREASURY CENTRE CO SER REGS (REG S) 
2. 98% 18MAR2031 
WEJBO CORP (REG) 3. 375% 08JUL2030 
ADAN! ELECTRICITY MUMBAI SER REGS (REG ) 
(REGS) 3.949% 12FEB2030 
LLPL CAPITAL PTE LTD SER REGS (REG) 
6.875% 04FEB2039 
JAPFA COMFEED TBK PT (REG) (REG S) 5. 375% 
23MAR2026 
WEST CH l NA CEMENT LTD (REG) (REG S) 4. 95% 
08JUL2026 
I ND I A GREEN POWER IIOLD SER REGS (REG S) 
4% 22FEB2027 
JD. COM I NC 4. 125% 14JAN2050 
ADAN! TRANSM ISSION LTD SER REGS (REG) 
(REGS) 4. 25% 21MAY2036 
MGM CHINA HOLDINGS LTD SER REGS (REGS) 
4. 75% OIFEB2027 
ADANIREN KODSOPAR WARSOM SER REGS (REG) 
(REGS) 4. 625% 150CT2039 
JABABEKA INTERNATIONAL SER REGS (REG) 
(REGS) 6. 5% 050CT2023 
\YYNN MACAU LTD SER REGS (REG) (REGS) 
5.625% 26AUG2028 
MELCO RESORTS FINANCE SER REGS (REG) (REG 
S) 5.375% 04DEC2029 
RKPF OVERSEAS 2020 A LTD (REG) (REGS) 
5.2% 12JAN2026 
CENTRAL CIIN REAL ESTATE (REG) (REGS) 
7. 9% 07NOV2023 
MODERNLAND OVERSEAS PTE (REGS) 6.95% 
13APR2024 
SUNAC CHINA HOLDINGS LTD 7% 09JUL2025 
KAJSA GROUP IIOLDINGS LTD (REG) (REGS) 
11. 25% I 6AP1l2025 
JGC VENTURES PTE LTD 3% 30JUN2025 
RONSHJ NE Clll NA (REG ) (REG S) 8. I% 
09JUN2023 
CHINA AOYUAN GROUP LTD (REG) (REGS) 6.2% 
24MAR2026 
SCENERY JOURNEY LTD (REG) (REGS) 11. 5% 
240CT2022 
FANTASIA HOLDINGS GROUP (REG ) (REGS) 
9. 25% 28JUL2023 
YUZHOU PROPERTIES CO LTD (REG ) (REG-S)6% 
250CT2023 
CHINA EVERGRANDE GROUP (REG ) (REGS) 7. 5% 
28JUN2023 
YUZIIOU PROPERTIES CO LTD (REG) (REG S) 
7. 7% 20FEB2025 
ZHENRO PROPERTIES GROUP (REG) (REG S) 
7. I% I OSEP2024 
YANGO JUSTICE !NTL (REG) (REGS) 7. 5% 
15/04/2024 

$ 5,171,188 
5,080,775 

4,978,914 
4,900,195 

4,883,270 

4,845,331 

4,782,302 

4,775,729 

4,665,585 
4,636,088 

4, 387, 19] 

4, 224,468 

4,058,810 

3,896, 413 

3,730, 676 

3,604,220 

2,819,476 

2,397,388 

1,405,518 
900,736 

821,394 
821, 120 

807,343 

578,528 

574, 145 

519,575 

516,940 

511 ,008 

478,605 

425,786 

413,609 

$ 5,352,660 
11,642,619 

5,703,682 
5,738, 189 

5,597,066 

5,930, 44 1 

5,914,214 

5,650,643 

5,618, 145 
5,974,025 

5,332,669 

5,717,755 

5,367,434 

5,463, I 07 

5,833,931 

5,884,067 

5,629,886 

5,247,244 

2,581,833 
5,498,700 

5,306,790 
3, I 05, 730 

5,419, 243 

4, 855,096 

6,209,932 

4,559,664 

4,894,536 

3,968, 136 

4,780,435 

5,369,894 

5,383,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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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 
0.05 

0.03 
0. 03 

0. 02 

0. 03 

0. 06 

0. 03 

0. 04 
0. 07 

0. 04 

0.03 

0.06 

0.07 

0.01 

0.02 

0.04 

0. 10 

0.04 
0.03 

0.03 
0.03 

0.06 

0.06 

0. 01 

0. 06 

0.03 

0. OJ 

0. 05 

0. 06 

0.05 

0.07 
0. JO 

0.03 
0.03 

0.02 

0. 03 

0.06 

0. 03 

0. 04 
0.07 

0.04 

0.03 

0. 06 

0.07 

0.01 

0.02 

0.04 

0. 10 

0.08 
0.03 

0.03 
0. 13 

0.06 

0.06 

0. 01 

0.06 

0.03 

0.01 

0.05 

0.06 

0.05 

0. 70 
0. 69 

0.67 
0.66 

0. 66 

0.65 

0.65 

0. 64 

0.63 
0.63 

0.59 

0.57 

0.55 

0.53 

0.50 

0. 49 

0.38 

0.32 

0. I 9 
0. 12 

0. 11 
0. II 

0. II 

0.08 

0.08 

0.07 

0.07 

0. 07 

0.06 

0.06 

0.06 

0. 51 
I. II 

0. 54 
0. 55 

0. 53 

0. 56 

0. 56 

0. 54 

0. 54 
0. 57 

0. 51 

0.54 

0.51 

0.52 

0. 56 

0.56 

0. 54 

0.50 

0.25 
0.52 

0. 51 
0.30 

0.52 

0. 46 

0.59 

0.43 

0. 47 

0.38 

0. 46 

0. 51 

0.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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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RONG FINANCE 2017 CO SER EMTN (REG) 
(REGS) VAR PERP 29DEC2049 
TENCENT HOLDINGS LTD SER REGS (REG) (REG 
S) 3.975% II APR2029 
CDBL FUNDING TWO SER EMTN (REG ) (REGS) 
3. 125% 02MAR2027 
IO I INVESTMENT L BIID SER EMTN (REG S) 
3.375% 02NOV2031 
INDIKA ENERGY CAPITAL IV SER REGS (REG) 
(REGS) 8.25% 220CT2025 
BOC AV IATION LTD SER GMTN (REG) (REGS) 
4% 25JAN2024 
BAIDU INC (REG) 4. 125% 30JUN2025 
JIC ZIII XIN LTD (REG) (REGS) 3% 24NOY2022 
STATE GR ID EUROPE DEVELO (REG) (REG S) 
3. 25% 07APR2027 
MI SC CAP ITAL T\VO LABUAN SER REGS (REG S) 
3.625% 06APR2025 
HUARONG FI NANCE 11 SER EMTN (REG) (REGS) 
5. 5% 16JAN2025 
SHINHAN BANK SER REGS (REG) (REGS) 
4.375% 13APR2032 
SUNNY EXPRESS (REG) (REGS) 2.95% 
OIMAR2027 
ALIBABA GROUP HOLDING (REG) 3.4% 
06DEC2027 
TENCENT HOLDINGS LTD SER REGS (REG) 
(REGS) 3.595% 19/ 01/2028 
JOLLIBEE WORLDWIDE PTE L (REGS) 4. 75% 
24JUN2030 
CITIC SER EMTN (REG) (REGS) 2.875% 
17FEB2027 
GREENKO WIND PROJECTS MU SER REGS (REGS) 
5.5% 06APR2025 
MEDCO PLAT! NUM ROAD PTE SER REGS (REG) 
(REGS) 6. 75% 30/01/2025 
ICBCIL FINANCE CO LTD SER EMTN (REG) (REG 
S) 2.25% 02NOV2026 
FREEPORT INDONESIA PT SER REGS (REG) (REG 
S) 5. 315% 14APR2032 
GOHL CAP ITAL LTD 4. 25% 24JAN2027 
MEITUAN SER REGS (REG) (REG S) 2. 125% 
280CT2025 
HUARONG FINANCE 2017 CO 4. 75% 27APR2027 
ADAN ! GREEN ENERGY LTD SER REGS (REG) 
(REGS) 4. 375% 08SEP2024 
ANTON OILFIELD SERV GRP/ (REG) (REGS) 
7. 5% 02DEC2022 
AAC TECHNOLOGIES HOLDI NG (REG ) (REGS) 
2. 625% 02JUN2026 
TSMC AR IZONA CORP 2.5% 250CT203I 
SF HLDNG INVESTMENT 2021 (REG) (REGS) 
3. 125% 17NOV2031 
ICTSI TREASURY BY (REG) (REGS) 3.5% 
16NOV2031 
ALI BABA GROUP HOLD I NG (REG) 2. 125% 
09FEB2031 

$ I 3,851.506 

11,296,508 

9,448,569 

8,060,605 

7,229.293 

5,943, 192 
5,940,890 
5,938,936 

5,828,283 

5,804,995 

5,789,564 

5,771,557 

5,704,622 

5,684,497 

5,666,028 

5,662,356 

5,636,452 

5,547,633 

5,546,040 

5, 521, 642 

5,451,862 
5,388,020 

5,365,518 
5,360,264 

5,350,786 

5,274, 136 

5, I 58, 043 
5, 113,409 

5,052,585 

4,937, 723 

4, 929, 172 

$ 0.07 

0. 01 

0. 13 

0. 11 

0.04 

0,04 
0.04 
0.04 

0.06 

0.05 

0. OJ 

0, 04 

0.03 

0, 01 

0. 01 

0.07 

0.03 

0.03 

0.04 

0.03 

0, 01 
0. OJ 

0.03 
0.02 

0,03 

0.07 

0. 07 
0. 02 

0.03 

0.07 

0. O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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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87 

I. 53 

1.28 

I. 09 

0.98 

0.80 
0.80 
0.80 

0, 79 

0, 78 

0, 78 

0, 78 

0, 77 

0, 77 

0, 76 

0, 76 

0, 76 

0, 75 

0, 75 

0. 75 

0. 74 
0, 73 

0, 72 
0, 72 

0, 72 

0, 71 

0. 70 
0.69 

0.68 

0, 67 

0.67 



t!l y ~t !l!i! 
AZURE POWER ENERGY LTD SER REGS (REG) 
(REGS) 3.575% 19AUG2026 
JSW INFRASTRUCTURE SER REGS (REG) (REGS) 
4. 95% 21JAN2029 
HAIDILAO INTERNATIONAL H (REG) (REG S) 
2. 15" 14JAN2026 
PETRONAS CAPITAL LTD SER REGS (REGS) 
3. 404" 28APR2061 
INDIA CLEAN ENERGY HLDG SER REGS (REG) 
(REGS) 4.5% 18APR2027 
SINOPEC GRP DEV 201 8 SER REGS (REGS) 
3. 1% 08JAN2051 
COUNTRY GARDEN HLDGS (REG) (REGS) 3. 125% 
220CT2025 
CIF I IIOLDINGS GROUP (REG) (REGS) 5.95% 
200CT2025 
SEAZEN GROUP LTD (REG) (REG S) 6% 
12AUG2024 
CHINA SCE GRP IILDGS LTD (REG) (REGS) 
5. 95% 29SEP2024 
KA ISA GROUP IIOLDINGS LTD (REG) (REGS) 
11. 5% 30JAN2023 
LOGAN GROUP COMPANY LIM !TED (REGS) (REG) 
6. 5% 16JUL2023 
KWG PROPERTY HOLDING LTD (REG) (REGS) 
5. 875% IONOV2024 
***FANTASIA HOLDINGS GROUP 15" 18DEC2021 
TIMES CHI NA HLDG LTD (REG) (REGS) 6. 75% 
08JUL2025 
SHIMAO GROUP HLDGS LTD (REGS) (REG) 5.6% 
15JUL2026 
ZHENRO PROPERTIES GROUP (REG) (REG S) 
8.3% 15SEP2023 
MODERNLAND OVEIISEAS PTE LTD STP 30APR2027 
JGC VENTURES PTE 3% 30JUN2025 
JOI INVESTMENT SER EMTN4. 375% 27JUN2022 
POWERCHINA REAL ESTATE (REG) (REG S) 4. 5% 
06DEC2021 
IIUARONG FINANCE II SER EMTN (REG) (REGS) 
VAR PERP 29DEC2049 
ICBC IL FINANCE CO LTD SER EMTN (REG) (REG 
S) 3. 375% 05APR2022 
JSW HYDRO ENERGY LTD SER REGS (REG) (REG 
S) 4.125% 18MAY2031 
PERUSAIIAAN GAS NEGARA SER REGS 5. 125% 
16MAY2024 
HUTCH WHAMPOA INT 14 3. 625% 310CT2024 
ROYAL CAPITAL BV (REG) (REGS) 5.875% 
PERP 31DEC2049 
BLUESTAR FIN HOLDINGS (REG ) (REGS) VAR 
PERP 29DEC2049 
ZHONGLI ANG HOLDINGS (REG) (REG S) 9. 5% 
29JUL2022 
WESTWOOD GRP HOLD LTD SER EMTN (REG) (REG 
S) 2.8% 20JAN2026 
KOREA GAS CORP SER REGS (REG) (REGS) 
3. 875% 12FEB2024 

~ 

111 *6A 30 a 

$ 4,783,753 

4,657,326 

4,607,763 

4, 450, 554 

4. 354. 121 

4,281,071 

4,085,250 

3,547, 625 

3,511 ,976 

I, 829,594 

I, 400,374 

I, 323, I 03 

I, 157, 628 
I, 048, 483 

918, 147 

695,399 

493,014 
15,603 
3,619 

ffi 

110.'f:Gll 30 a 

$ 

20, 01 2,841 

16,904,426 

15,929,371 

14, 162,543 

13,260,971 

12,386, 169 
12,145,063 

11,536,601 

11 ,322,378 

10,534,657 

10,450,080 

9,059,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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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l •f:6A30a 11 01f-6A30a ll lHJl30a 110*6Jj30a 

0.05 0.65 

0.05 0.63 

0. 03 0.62 

0.01 0. 60 

0. 05 0. 59 

0. 03 0. 58 

0.03 0.55 

0.04 0. 48 

0.08 0. 47 

0.04 0. 25 

0.05 0. 19 

0.05 0. 18 

0.03 0. 16 
0. 13 0. 14 

0.04 0. 12 

0. 02 0.09 

0. 12 0.07 
0. 05 
0. 13 

0. 12 I. 91 

0. 20 I. 61 

0. 14 I. 52 

0.06 I. 35 

0.07 I. 26 

0. 03 I. 18 
0. 03 I. 16 

0. IO I.I Q 

0. 13 I. 08 

0. 09 I. 00 

0.06 I. 00 

0.06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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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l 'g lt !Ml III.IJ:6Jl30B 
CH INA IIONGQIAO GROUP LTD (REG) (REGS) 
6. 25% 08JUN2024 $ 
RED SUN PROPERTIES GRP (REG) (REGS) 
9. 95% 11 APR2022 
VEDANTA RESOURCES LTD SER REGS (REG ) (REG 
S).375% 30JUL2022 
WEALTHY VISION HOLD INGS (REG) (REG S) 
3.3% 01JUN2024 
INDOFOOD CBP SUKSES MAKM (REG) (REGS) 
3. 398% 09JUN2031 
IIUARONG FINANCE 11 SER EMTN (REG) (REG S) 
3.625% 22NOV2021 
CHAMPION PATIi HOLDINGS (REG) (REGS) 
4.85% 27J AN2028 
INDONESIA ASAIIAN ALUM INI SER REGS (REGS) 
5.8% 15MAY2050 
MEDCO OAK TllEE PTE LTD SER REGS (REG) 
(REGS) 7.375% 14MAY2026 
PERIAMA HOLDINGS LLC/DE (REG) (REGS) 
5. 95% 19APR2026 
SANDS Clll NA LTD SER WI (REG) 4. 375% 
18JUN2030 
SWIRE PACIFIC MTN FIN SER EMTN (REGS) 
4.5% 090CT2023 
ABJA INVESTMENT CO (REG) (REGS) 5.45% 
24JAN2028 
MINERA Y METALURGICA DEL (REG) (REGS) 
3. 25% 17APR2024 
LOGAN PROPERTY HOLDINGS (REG) (REGS) 
6.9% 09JUN2024 
IIPCL-MITTAL ENERGY LTD SER EMTN (REG S) 
5. 45% 220CT2026 
FORTUNE STAR BVI LTD (REG) (REGS) 5.95% 
190CT2025 
ADAN I PORTS AND SPEC IAL SER REGS (REG) 
(REGS) 4. 2% 04AUG2027 
SUNNY EXPRESS (REG) (REGS) 3. 125% 
23APR2030 
GREENTOWN CIIINA HLDGS (REG) (REG S) 5. 65% 
13JUL2025 
THETA CAPITAL PTE LTD (REG S) 8. 125% 
22JAN2025 
KAISA GROUP HOLDINGS LTD SER REGS (REGS) 
II. 95% 220CT2022 
POIIERLONG REAL ESTATE (REG) (REG S) 5. 95% 
30APR2025 
KAISA GROUP HOLDINGS LTD (REG) (REGS) 
11 . 25% 09APR2022 
YANLORD LAND HK CO LTD (REG) (REGS) 
5. 125% 20MAY2026 
10 RENEW POWER SUBSIDIAR SER REGS (REG) 
(REGS) 4.5% 14JUL2028 
GEELY FINANCE HK LTD (REG) (REG S) 3% 
05MAR2025 
CLEAN RENEWABLE POWER SER REGS (REG) (REG 
S) 4. 25% 25MAR2027 
CHAMPI ON MTN LTD SER EMTN (REG) (REGS) 
2. 95% I 5JUN2030 
IIPHT FINANCE 21 (REG S) (BR) 2% 19MAR2026 

i ll 

1104-6}!308 

$ 8,963,698 

8, 483,898 

8,275,098 

8,231,501 

8,047,383 

7,694,276 

7,684,719 

6,604,558 

6, 099,611 

6,060,058 

6, 055,997 

6,021,693 

6,017,286 

5,917,856 

5,876,989 

5,872,994 

5,866,744 

5,824,865 

5,811,894 

5, 788,52~ 

5. 783,246 

5,758,245 

5,750,024 

5,723,251 

5,697,009 

5,684, 661 

5,678,654 

5,677, 379 

5,671, 173 
5,653,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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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 

0.07 

0.03 

0. 10 

0. 02 

0.02 

0.05 

0.04 

0.03 

0.03 

0.03 

0.03 

0.02 

0.05 

0. 07 

0.07 

0.03 

0. 03 

0. 03 

0.07 

0.05 

0.03 

0.05 

0. 04 

0. 04 

0.03 

0. 05 

0.06 

0.07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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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5 

0. 81 

0. 79 

0. 78 

0. 77 

0. 73 

0. 73 

0. 63 

0. 58 

0. 58 

0. 58 

0.57 

0. 57 

0. 56 

0.56 

0.56 

0.56 

0. 55 

0.55 

0.55 

0.55 

0.55 

0.55 

0.55 

0. 54 

0. 54 

0.54 

0.54 

0. 54 
0. 54 



tt tr ~i !Ji/\ lll ip.6JJ30a II OHJJ30a 
FORTUNE STAR BVI LTD (REG) (REGS) 5.05% 
27JAN2027 $ 
KIA CORP SER REGS (REGS) 1. 75% 160CT2026 
HYUNDAI MOTOR MANU INDO SER EMTN (REG) 
(REG S) I. 75% 06MAY2026 
SUNAC CHINA HOLDINGS LTD (REG) (REGS) 
6. 65% 03AUG2024 
CONTEMPRY RUIDNG DEVELOP (REG) (REG S) 
2. 625% 17SEP2030 
KOOKMIN BANK SER REGS (REG) (REG S) 
I. 375% 06MAY2026 
HARVEST OPERATIONS CORP SER REGS (REG S) 
1% 26APR2024 
SINO OCEAN LAND JV (REG) (REGS) 3. 25% 
05MAY2026 
NAVER CORP (REG) (REG S) I. 5% 29MAR2026 
JOLLIBEE WORLDWIDE PTE L (REG S) VAR PERP 
31DEC2049 
FRANSHION BR ILLIANT LTD (REG S) 4. 25% 
23JUL2029 
SEAZEN GROUP LTD (REG) (REG S) 4. 45% 
13JUL2025 
AGILE GROUP HOLDINGS LTD (REG) (REG S) 
5. 5% 17MAY2026 
GRAND AUTOMOTIVE SERVICE (REG) (REGS) 
8. 625% 08APR2022 
EASY TACTIC LTD (REG) (REG S) 8. 125% 
27FEB2023 
YANGO JUSTICE INTL (REG) (REGS) 7.875% 
04SEP2024 
MODERN LAND CHINA CO LTD (REG) (REGS) 
9. 8% 11APR2023 
BAOXIN AUTO FINANCE I LT (REG ) (REGS) 
VAR PERP 29DEC2049 
HUARONG FINANCE 2019 SER EMTN (REGS) 
2. 5% 24FEB2023 
HUARONG FINANCE 2019 SER EMTN (REG) (REG 
S) 3. 75% 29MAY2024 
-l} iii!~ .1J 1J'i'1!-, t 
4-,\),);ifi:4 
BANGKOK BANK PLC (HK) SER REGS 9.025% 
15MAR2029 
KASIKORNBANK PCL HK SER EMTN (REG) (REG 
S) VAR 020CT2031 
CDB FINANCIAL LEASING (REG) (REG S) VAR 
28SEP2030 
PHILIPPINE NATIONAL BANK SER EMTN (REG) 
(REGS) 4.25% 27APR2023 
KOOKM IN BANK SER GMTN (REG) (REGS) 4. 5% 
01 FEB2029 
SHINHAN FINANCIAL GROUP SER REGS (REG) 
(REGS) VAR 05FEB2030 
BANK NEGARA INDONESIA SER EMTN (REG) (REG 
S) 3. 75% 30MAR2026 
EXPORT-IMPORT BANK OF CHINA/THE 3.8% 
16SEP2025 
BANK OF EAST ASIA LTD SER EMTN (REG) (REG 
S) VAR 29MAY2030 

562,513,307 

10, 763,480 

10, 752,631 

8,451, 814 

5, 973, l 10 

5,897,986 

5,740,766 

5,453,035 

5,962,652 

$ 5,633,520 
5,618,761 

5,598,906 

5,598,331 

5,586,579 

5,582,947 

5,578,570 

5,567,451 
5,566,627 

5,566,606 

5,564,431 

5,535,705 

5,424,487 

5,384,949 

5,213,493 

5, 180, 425 

5,045,570 

4, 408, I 47 

4,319,727 

4 140 240 
874, 077 113 

11,701,410 

11,411,366 

15,584, 157 

5,894,586 

12, 754,818 

5,836,505 

5,712,637 

7,327,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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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 

0.05 

0.04 

0.07 

0. 04 

0. 04 

0.04 

0.04 

0. 04 
0.05 

0.07 

0. 03 

0.04 

0.04 

0.04 

0.05 
0.03 

0. 03 

0. 04 

0.07 

0.04 

0. 08 

0. 02 

0. 07 

0. 06 

0. 05 

0.05 

0.02 

0.07 

0.05 

0.08 

0. 07 

0. 09 

0. 04 

0.04 

0. 04 

75. 97 

I. 45 

1. 45 

1. 14 

o. 81 

0. 80 

0. 77 

0. 74 

0. 80 

0.54 
0.54 

0. 53 

0. 53 

0. 53 

0.53 

0. 53 

0. 53 
0. 53 

0. 53 

0. 53 

0.53 

0. 52 

0. 51 

0.50 

0. 49 

0.48 

0.42 

0. 41 

0.39 
83. 26 

l. 11 

I. 09 

I. 48 

0.56 

I. 21 

0.56 

0. 54 

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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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t 'H: :ft ~ 111 :i:6 A 30 a 1101:6,tpo a l l l:i:6A 30 a 
NANYANG COMMERC IAL BANK (REG) (REGS) VAR 
20NOV2029 $ $ 7, 191,837 
PT BANK TABUNGAN NEGARA (REG) (REGS) 
4.2" 23JAN2025 6,947,237 
~Ni!:-IHi-¼tt 58,995,474 90, 361,994 

g!,fr1}il'l: 
AIRPORT AUTHORITY HK (REG) (REG S) VAR 
PERP 31DEC2049 8,936,837 15,290,828 
PAK ISTAN (REP Or) SER REGS (REGS) 7.375% 
08AP1l203 I 3, 750, 211 5,745,084 
US TREASURY N/8 7. 25% 15AUG2022 33,837,715 
KOREA ELECTRIC POWER CO SER REGS (REG) 
(REGS) 3.625% 14JUN2025 5,922,989 
KOREA WATER RESOURCES (REG) (REGS) 3. 5% 
27APR2025 5,916,308 
KOREAREHABNRESOURCE (REG) (llEG S) 4. 125% 
20APR2027 5,864,435 
REPUBLIC Or SR I LANKA 6. 2% I HIA Y2027 I, 895, 805 
KOREA RESOURCES CORP SER GMTN (REG) (REG 
S) 1. 75% 15APR2026 5, 60 I, 140 
PH ILIPPINES (REP Or) 3.2% 06JUL2046 5,593,836 
.i!r.M01fi'¼tt 66, 124, 300 32,230,888 
a; ti.II: ti '2:i!:. 1· "1. 11 '2: 
LM IRT CAP ITAL PTE LTD (REG) (REG S) 7.5% 
0911EB2026 9,952,888 

4.tWtUt 687,633,081 1, 006, 622, 883 
,iHt-l't.tJ- 43,087,910 97.831,668 
.it-1e w A. ii-H 1tr 11 .:i:. * ~ 9,678,763 54,598,000) 

il'-WA $ 7 4 0, 399, 754 $ I, 0491 8561 551 

U]: 4.tJtittA1/; e,1t-rrRlt-l1t/w$A/-§'.:~~ii\.ij'l.1Ut~tte~iU.t1t.Jllt.;fi;.itO. OLt' ;i::-t4H~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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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 

0.01 
0.01 

0. 04 

0.06 

0.05 
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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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 0. 69 

0.08 0. 66 
7.96 8. 60 

0.07 1. 21 1. 46 

0.02 0. 51 0.55 
4.57 

0.80 

0.80 

0. 79 
0. 26 

0. 04 0. 53 
0.01 0.53 

8.94 3.07 

0. 17 0.95 

92.87 95.88 

5.82 9.32 
1. 31 5. 20) 

100. 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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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JJ;in i1> W Al 
qt A 

:itLlbqtA 

Jt.-leqtA 

qtA1Ht 

w J!l 
.t~ J.'l'. ty ( Jllt 1.t .n. .&. A ) 

1/f- #/· W( Mt.tA) 

( 

( 

$ 880,974,941 

16,27 1,041 

l l2, 016 

16 383,057 

5, 439, 059) ( 

I, 047, 516) ( 

Jt. ,je ft /fl 
t1i'111¾tt 

4>-JIJliNi tr qU~. 

69 863) ( 

6, 556, 438) ( 
<---------==-=-= 
<-- ------''-'--=-"--=--'-=' 

9,826,619 

1t fr -§'.: A ;jl{ J.il 1n.1f( t'A 19,883,503 

ls~A•J.il~ffla ( 51, 069, 215) ( 

e. it JJI. ¼' 4'-4Ji A.&. ~AC'~ 4.ft J;,H Ntt.t :It.) ( 41, 500, 427) ( 
,+;. it JJt ¼' 4>-4.ft A.&.5U~4.fl A ~ fb (NH.t:h. ) ( 52, 372, 955) ( 

25, 342, 712) ( qt A ~~?. ( 1'111.t + - ) <-------="-"--'-=-.c-=-=-
~ * * W Al =$==-------=--==== 7401399, 754 

~ 10~ 

%(tt ) 

l l8 . 99 $ 

2. 20 

0.02 

2. 22 

0. 74) ( 

0. 14) ( 
0. 01 ) ( 

0. 89) ( 

I. 33 

2. 68 

6. 90) ( 

5. 61) ( 
7. 07) ( 
3. 42) ( 

100. 00 $ 

110+1 Jl I a .i..6Jl 30 a 

½ $1\ % (tt) 

1,089,816, 320 103. 81 

25, 179, 581 2.40 

14, 190 

25,193,771 2.40 

7,227, 196) ( 0. 69) 

I , 391, 901) ( 0. 13) 
76, 720) ( 0.01) 

8, 695, 817) ( 0.83) 

16,497,954 I. 57 

9,948,705 0. 94 

8, 790, 169) ( 0. 84) 

6, 933, 082) ( 0. 66) 
26, 384, 547) ( 2. 51) 
24, 298, 630) ( 2. 31) 

1, 049, 856, 551 1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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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TJJtf;.f.-.~~~~f *a;k.(~-Me.Tm.&..*Tmzf*a;k.) 
•z•a~~•*•~~~tt#fflMm1:A •• ftz~~~~A 0 * 
~i!~~~~Azea•~•~&M~-~~*~~z~~*'~~ 

~ 1#-A::x - ~ & z ~ ~ /)je. ~t A* i!#. 0 

4. ;.f.-.£½ AA !l!Ji12~tt1l!l!Ji>i1J1:A:ti.1.fr.*A i1!rr~tA~l)je., f.:&J.!~aJ1.lJ-§ 
ff~~~~z~-¾~~ili..l:..i!z~~~~A,&;.f.-.£½MM12~#~ 
M>i1J 1: A-ll .1Ji. i'!ie. ,t ~it~,,&_*½ 0 ~o f.@.J.! ~ a) t,i A~ ,Jk -t- ( ~o rp ill,~ 1t. 

~~-~H£~~~~¥•),~~~**k*A~A~~~-· 

5. ;.j.-.£~ AA jl!Ji~~tt1l!J!Ji)i1J1:A:f1i.1.fr.~~l)je,~tAz~i'!ie.' wf.:&~'i--t"lt 
*••~M•ff~aJz.&-t-#~ ili~~A~~-~-♦-,fy~i1!ff~ 

~·*~~~~~A*~~#E.TJJtf;.f.-.~~~~f;.f.-.ffi~C~#E.TJJt 
.&..*TJJtzf;.f.-.ffi;k.)*·••~*•~*••~Mffff~aJz•••tt 
~~~·-•'*~~~ - ~A~~-~*AM*•zi~+••• a 
c ¾ )#ir ~l)je.z • ~ n~ #ir1t£~tA ~l)je.z~l)je.£$ a .&..1fhi a , w t:&i.t~ aJ ~ 

-~*n~~~-~+--~~z~~~¼z o 
6. ;.f.-.£½ AA jl!Ji~~tt1JM>i1J~A:ti.1Ji..::x~l)je,ztt½O 'J.tw£½1** 

- -~ r•~~ff§~~A£~~~~~A·P J z~ A-MM~~# 
~VmM~-~~P~m#A•~~«A;.f.-.£½fAz-~~,~~fifr~ 
z$~&-A;.f.-.£~MM~~#~Mm~A:f1i.ftzfA 0 

7. AA ~Ji~ ~tt1J ~Ji>i1J 1: A:ti .1.fl. ~ ~iffie.~tA , ~ JiiJ1~~tA ~&'ie.£$ a ~.tfr 

4*z~tt•~~A-•ft••~~~~•~A~~z~#•~~-~~ 
~z•fttt~aJ~J.t~¼~tt•~~.&..~~z½U·~~·*M.&..~#~ 
~ 0 1!!!. AA iJi12(#.Jr~V)~A{ti.1.fr.*A ~tA~&'ie.zJ.t~iffie.½O*.it#Jr~ 

~ 12~ 



•~lt1.n.1a iL ( ½) , AA #!Ji~ ( A iL) ~ ja_{-fi .lf!-1rr. % fl yx_ ja_ )i" rJic.-Z~ 7f" riic.½U ;R 

~ k iL ½ 1a iL C ½) , AA jj ~ C A. R.10 ~ ja_ {,J .lf!-1ft % fl ~t ja_ 7i" riic. z~ 7i" ~G 

½ 8 ;R ~ A. t~/fhlt fi 1a iL ( ½ ) , AA #!Ji ~ Uffe.Jtn ~ ja_ {,fi JJ11ft % fl YX. ja_ 7i" ffic. z 

~ 7i" ffic. ½ a * ~ i.?J/lhlt ½ 1a iL ( ½ ) , AA #!Ji ~ C m q f 1!\0 ~ ja_ li -¥-1rr. -4ij:- fl ~t ja_ 

)i"~G-Z~)i"~c.½8.;R~ lf]qf ~½ff iL( ½)Bi-, x ja_A.M l:~{fift.&Jf.0 ~ J,:( 

U~A7i"~½U~tM*£½xja_~JJ1ft,tt¥~A7i"~½U~tM*£ 

½z t JI~ -t t:t f A 1t 0 

s. xAA.~~MutH-;t½il1ttt;$" A -~~1t} ~-t1t-~1i1J1;$" A~•4r)JM 

STff.P;$"AtM*£**'~~m~~~•z~;t 0 

(~)*£½ttf-~t•R.~z~~•4At•R.■z~M0«-¾~~C¼~~ 

ft¾~«-~•~¾~~-~•t0~«)-••0~«-x•¾~~-m 

t.iJl~Ai0 ~ 1f , ½~Mf 4( ½ ;;3::._J111!1rr.½~t1f 4) , 1«-½~t f- a a41t.+l111l 0 

rlt'l :Jg .J.z1:At~4~ • a£iJta4, 1«.~J1Jaa41t.+i11•J.J. *-z~ J/Ja • 
z 1_._ ...,_,{_ ~ ~ M'.<. .A 1n -6... f!!f!. Li> .i,* ·a -le"-~ ra;1 -1.a. rXI -is- ,t1;. b-:.,. ,,_ >,, ra;1 = b <1.J. r. b~ 1~ &. ~ ih., x :i,ii.. oil. n ' ,.~ -.ll?-- ~ El' ,,-..,_ If:'=- /J~- -rx. ~ "Jl r 1 '?I'- %" -,," 1T ._ ~ 1,i;- :m: ~ )Jl ,,..\ ,t 

4 , .i:J..&.1f 4~ ( ½l!l ;t~tli1~) , j ~rfr.t~~£½1:Af~a( ¼&.foJ~.&.lJ 

ff~z ETF(Exchange Traded Fund)) 0 

1. w 11--~ ~ *~#.1Ul1;'f-"t'i~1i--fr z 1:l 4( ½~M01f , 0 ~ ft , ½~Mi 4 , 
* ~ • a -t1.i 411:. z ,j': 1,1 -t1.i 4 ~ • a £iJtt~ 4 - ~ tJJ a • J.t 11 tt ,j': li1-t1i 4 
(REATs), t1-½k~ Rule 144A ,t;tz1f 4).&.*~~~~ify:1Htfrz 1t} 

~1f 0 

2. ~ 1r ■ t~ 4 x #J rfr .&. ~ 1e. ft..j_ ½ T ft it ill z 11- ~ ~ .nJt rr .tf x #J z 1i 4 ~ 
C¼l!l;t~A~)-l~rr~~£½~li1~a-£½•~-ttf-¥-ft(¼&. 
foJ ~ .&. tJ ft~ ETF) .&. i!Jt{tl , t~ 4~ ~ ~ ~ 1i 4.ti tLlUJt z ETF ( Exchange 
Traded Fund) 0 

3. ft.&.½T t-~ ill~ t ~ll!l~-1l~~.&.M t z1f 4~ C ¼l!l ,,t~x_ja_~) , I \t 
'P~~£½~ja_~• •£½•~ •ttf.lf!-ft 0 

4. *Is.½ tJt tt ti f- z :!- -t- ~ * .&. .!il?. r& , ~ ¼ ~ t/?( :k ii sz ijB 1t m .t~ tt 
(JPMorgan Asia Credit Index) ' $t/?(:ki!#Jr*rfr.tj~Jt7f"it1i4.t~tt 
(JPMorgan EMBI Global Diversified Index) .&.~t/?(:ki! #Jr* ,ff :w~ ~ 
1f 4 J:, iL 7f" 1stt .t~ tt ( JPMorgan CEMB I Broad Divers i f i ed Index) ¥ .t~ tt 

ztt&■ *~~r&•~.&.a*-A~-~**'•~-~®l-~■-
1t ij I , ii~ , i¼ ~ , ffe-iil?.i•l , ,to'j- ~; , ~r.;t1J et , !! ~ 1! , i. **'1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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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t·~~s.~4,·«I®~•~M•l~4,-~~~~,. 

*&½ttf~*~~••~z•½a~ff~~*£½*fA••zs~z 
:t--t( ¾); J~f~sz;;)tj ■ ~A:h!?,f&Z1i ~#..t½a~i-lt-11-3.~*&½itf A 1i• 
z s ~z7'-t( ¾) ; m:ii!i I sziJ~ I@ ~Ai6r&z1i ~ J ~# i=b szJ·~ ■ ~Ai6r& 
z~MM~•A•ttz«~&~sz~l@~A~r&tt~A¾~z-•M~• 
A*ffz«~· m*A~lz«¾&~sz~l@~A~r&~~i•#•z~~ 
&1-tdt Bloomberg ftfl~ t4J1Jbr- , tt1i ~P1T1J(JJiz ■ *Jilff((Country of 
Risk) J.Ji sz i:lii I@ *Ai6r& ½ ; m:ii!ir1T:f1i- 1 sz i:ltj I@~ A±6r& J, 1~.f§ E3 *&f.Jt&. 
ki!szntj1tffl.f§ti(JPMorgan Asia Credit Index)zfa.JJ.A~*Ai6!&; J~f 

~~ff~*•*A~r&z«¾•½a~ff~~*&**fA•~zs~z 
7'-t(¾): m:ii!i 1 t1rff~.:1:Jl@~Ai6r&z1i¾J ~#wt1rff~.:1:i ■ *Ai61& 

z~MM~•A•ttz«¾&~~ff~~l@*A~r&tt~A¾~z-•M 
~-A•ffZ~¾•m*A~lz«¾&~~ff~*l@*A~r&~~,-tt 
1Ji z 1i ~& 1-tdt Bloomberg f tfl ~ Nc.JJi ;r- ' tt 1i ¾P!T 1J(J/i z ■ *Jilffi 
(Country of Risk)J.J;#Jrff~.:1:J ■ *Ai6!&½; m:ii/iP)T;f,i. 1 #.Jrff~.:l:jl@~A 
!6r& J, 1~.f§;.ft&.ki!RJrff~.:!:J½.ri~tti1i¾.f§ti(JPMorgan EMBI Global 
Diversified Index) • J.Jt&.ki!~ ff~ .:1:J½t"1i ¾ § jc,0"-'}tt.f§ii(JPMorgan 
CEMBI Broad Diversified Index) A!f t&.ki!sz if~1t ffl -l§ tt(JPMorgan Asia 
Credit Index)*.f§itzfa.JJ.J#. ■ *Ai6r& • 

(~)*£½z#4*MJ.Ji~~*~•ff¾ttf~~~~~~*·*£½4~*M 
fyJ.Ji~~·*&½*fA•••~~-t•*t-s+~~~~~~j(,*•~• 
0~4fyi!~½-~~A·&½~T-•&½T•~~-¾af~~~~-

( Ji.)*£½ i=b Jf~Hf t'.i ~J~ f 1t tSRt fli ~ Hl 1~ ~ JA 1£ fa.&l£ 0 ~ , l - jl}j t" ill ff Rt 1'Ji 

~ frt 0 ~ Ji 1£1i!f-T •:-1'4 • STATE STREET BANK AND TRUST COMPANY JA 1£ ■ >'l-
1* T .tl · 

-=.. • i! :if& M a ifLfz z El J!JJ & l£ Jf 

* M ri ill*~~ ■ 111 ~ 7 J9 21 s f~ *&½zfa.&.1£ 1
~ ~ ttt&J.ttt ;-ft1t~ • 

~ • ±--I-•tt ifl i. 

••*M••*M~Jflz±--t-•#~-~~~T·~~~~~*•~*~-~M 
~ ill¥? IA M - J5{J6 i& Jfl 0 

(-)~1Jli*~ 

*M••*•*••¾af~~&½z~N*♦•jl}jt"•tt*t~M••* 
#~ ~~ ~ru ztJl~ • jl}j t" ittt bt.1.t-f. Jl1J I;#,½ t" ittt-f. M 0t&&Jt.Mfft~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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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To~ x £ :f-:,:~ 

1. -$..£ ½ .i:J. RJi- ~ • A tc.'Pk If-fir , >'r i~ x I ~ x I El .z. l!p IA Ii!. .f-# 1- I& #fr ~ ·~~ 

A'Pk•~~T~~#~z~MaA•~Ae..Tm~•aA • 

2. J!A -iZ. 1ft >'r ~ i ~ ·ti f .i. ~ $f! 1:l-Mt 8 • -it f .i. $f! fk * El .z. l!p 1A Ii!. .f- t-f-11{ t%1 

~·~~~~.i.~z~MaA•~A*•m~•aA• 
3. ,$..£ ½ &J >'r f .i. if1B.z Ii!. t- ~-ti• J.t .i:J. tt ~ El ~ :It. af M .1-4--t- .'tli m gi :!; 

t.ty. f tfl ~d1t.(Bloomberg)r1r;J;l1*.z.tt J. El m--f. El ~tt >'r ''!\tit k iczlli 

t-it 1- , Jt-tt it• s m - * 1t a ~ :1t. >'r Ii!. t& f.:c.JJi tn" :Jn~ 1~ ~ r1r ,F k ic it i1r 

~-z~•llit-MJ.ARJi-~- ·~MJ.#El~*-ff~*fmi~ffl•* 
-Z >'r Ii!. Ii!. t- af ' J!1J l-A :!; f-11. W t fl i fa.ft.?Jr • 1* z a iii ~t •• t- A. 0 

(-=-)11 ~ 

;.t--.£½fiffl&Wz•~••x1s~# ·~m..xs~T~-ffm..;.t--.A'Pk;ili 
~ I& ;.t--. z tt J.-ti if HJ I& ;.t--. it- • .i:;, ~ 11 iA r,rd& 111 I&-$.. 111 A e.. T i;i W-$.. i:Hf ~ -:t~ 

~ - ~ff~m..-$..Mz~••'Pk~*TmW;.t--.aA •;.t--.£½fifflttf•~z~ 
1K , {ff\ J:J. tt J. El ~ :It. af M .1-4- -t - lli R'f 1K Jt t;, !; * f * i fa.ft. , ~ 'ft.1ii .rr.. l- • 
•a,xlfi+~-~~M-ffl;f;l*~*Jt~-ff.z.Ai!i~•~•,m..x~ 
.,.~~t~•~#½#J.Elm- .f•El~-~_zfl ~A•;~~*~m 
~-•-ff~•-~~•m*••~~-~-~.z.~~~Hff4l•f:K~if 
H11~Jt( e!At1tffl 1li .rr..l-.;ttAJ4.z.JULr~ )tt Jf-.z.11*%-Ait! 0 ;J~if .z. 1l ~~tf 

xl*·~--~~~-~it.ffi.rr..l-•••~--~~-~-~.z.~~~H 
1fli 4 l if -i;l 1}tc z ~ Jt1JH% A it! · 

( im ) i! J!A Pr Ii!.½ #J 

i!M~••t½h••x1s•#•~~-•~#J.El~!li~~-ZMJ.•t
Ait!•~#J.El*!i!.~~~~~~½h~-*Mzi!M!i!..f-*·ff~-~~ 
~~A#J.•ffl.i.~z~-~-~A*Tm~MaA • 

( li. )J!A j ~ #-0 x I 
••xl El ~#•iKMl~hffl~z•~--ffl~zMixl~~~#XEl 
~ :1t. af M.1-4=--t- .tli n~ gi t;tf ftfli ~r1r-~fzl'&i!i!.:t J}.1fl•A it!, tJ. it J. 

~~flff~a~•'Pk~•~M~1~~•½z~~~•a*•mw;.t--.flff~ 
a~•'Pk~*•A••~•*-*TmW-$..aAa~••A~•·*•mw 
,$..flff~-~~-'f*•~*-~Ae..Tmf;.t--.flff~a~,rjik~*fA~• 
~-*-e..TmW-$..aA&~Ma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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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t ffl it#:, x. :tel¼ ~1 

~-x.la ♦~•~~~-~~~ffl•~~~ffli!~x.•¼~#a~0~~ 

••i·4~~0~~--•~~•¼~~*~•~·*~~±1~- ~ffl 
i!~x.-fA~-~~~~~•a*Tmf*~*~•~·*~*fA•• 
~-•-*Tmf*•Aa~••A~• 0 *Tmf*~*~•~~A~~ 
M~AeTmf*~*~•~·*~*fA~•~••-eTmf*•Aa ~-•A 0 ~0~~-~~--~~#M.A 0 

*&½••*M5$*~•-•0~~•~M♦~•m ♦~~-~~-t~ilit 

*~~••&#~H**•~~ilitk~•aa~~-M~~~•a~~~*• 
~••a~~~~A&~#~~#&~4 - ~·*&½ffl~~♦~#~~*•f 

At~• a~~~ttOC#~**•#~¼ttffiM•*T~M*~~-~~#~~ 
A· •~~*&½~••*~•~~~a•a• 

IL , n~1~Ax. n 

~n tf t'.t ~-ti f 1t ttJJ9.:1'J}-~ fl/~~ ( fi~ i1i-~tH4 
-t9:1t) 

I I I ~ I '3 1 a I 1 o ~ I faJ 1 a 
~ 6 '3 30 a~ 6 '3 30 a 

$ 5,439,059 $ 7,227,196 

111 !: 6 '3 30 a 110 !: 6 '3 30 a 
$ 843,952 $ 1,221,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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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6 3 0 E:1 

\le. Jjij 

i1i Jt,ij * #J:. 

#Jr µ. 
0 'Ihle. $ 5,623,021 

J,; ic USO 1,177,120.27 34, 991, 077 

A. ~ %le. CNY 557, 805.24 2,472,462 

©:. ic EUR 43.65 1 350 

A~t 0" $ 43, 087! 910 

1 1 0 ~ 6 lJ 3 0 E:1 

\le. Jjij Jj \le. ¾ • #Jr µ. 
0 

;Ille. 
~ ½ • 

~J!A:/f#J:. 

#Jr µ. 
0 

,lilt 
'Tl $ 5,670,421 

J,; ic USO 2,382,209.58 66,392, 181 

A. ~ 'Ihle. CNY 5,976,629. 55 25, 769!066 

A~t 0" $ 97,831!668 

-t: 'ft t,ij 

1~M ~ t~ ~ M ft 1f; 0910455815 ;t iilli #Ut , 1t tr.£¾ _z_ 1t -tfAHi , ~~~ ~1Jl ~tA 

*~•&~~~~~~•#~A.¼,~~tc.&½A~ftAaA~•_z_fta,~~ 
ttt~~·••T~~~*·~~~-ft~A~~A._z_~~-ft~ 0

~~~~~ 

A-Z-½~--*~•~•-~tt-~tc.~-M-•M·0~.z_~--*•*A 
~

0 ~*&½~•-~ttWfflSi._z_ffl~ft,~~#A*ffl~*~•~*~~ 
.fo $ji , iJ} ;J~Ut a it- A 1' & 0 

A ' fa.-fil.Jf. f .&.1*-f f 
(- )fa.£Jf. t 

•-~~_z_-~•*T~~~##~~#_z_: 
1. fa.£ Jf. 0 ~ _z_ tll ~ 1~ ;Jt * £. ½ )t W A 111.o. 4ij;- • a ~ _z_ ½ .is ~ ili ( 1. 3 5 % ) 

_z_~$,~EJl~~#,~~*&½~~a~¼MA~#~~ 0 

2. Am0~~½-~tc.ttW~P_z_~tc.ttWWAttW*&½*•~½-~ 
tc.~W~PA-&*A.•AJj~~tc.~WWAffl•~~~-~fflic4 
*•~-·~~#~*&¾~~~•~M_z_~tc.~WWAf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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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½ff~~-~~¥•*•*•*iM~$#~ffl~•.z..•ttt,~ 
~m±~~~~~~½~U±•~~ttl~P.z..±•~~ttf•p ;~ 
½-~~ttl~P~~~~~•A•fflR~.z..ttf~~~•a~•.z..~ 
~ttl l4ff•l#AaAA~-•ff•~~,-*.,~~#~*&½ 
~~~•MM.z..~~ttll4ff•~~~AA~-½ff~~-~~,
*•*•*iM~$#•ffl~•.z..•ttt,~~m±~~~~~~½~ 
U½•~~ttl~P.z..½•~~ttt•P· 

(.:::..)1;rJt I 
& ½1if- f- :#Hi .z..ill ~ , 1~ .t~ * & ½ it I 4 1l 1K -1¼-.i!=- a ~ .z.. ~ .w..1; ~ fi ( 0. 2 6 % ) 

.z..~$•~--~~~Bl##••~*&.½&~a~-1¼-MA~#~~ · 
J. ,¢,.. - J. 1L "~ >fl ~1'1 -,/l, ' ~ W)'J', .L ,, , ~ ~ 11.J Jl~ 

(- )*&.½~½t\.~ 111 .ij=-,& 110 .iJ=- 6 A 30 a .z..-t1ft-¥--t1fBJHm -:tz , Ji 71-~~ 
~-~~~~ttltt$~~·#~.i.~~l~*~~~~~T: 
1. it 'A 7r ID! ½ j!J 

I I I ~ 6 A 

¾#J•tiW * Jg _.,,_ 
Ill ½ ~ #) .,t lli 

ffi~~JL USD 2,530,000.00 
29. 07000000~ 
29.63000000 

fjt~~JL USD 6,954,582.57 
6. 68718500~ 

6. 75421000( tt 1) 

ffi ~ A..~ il,t,lt CNY 1, 078,438. 45 
0. 14858287~ 

0. 14957767(tt. 2) 

1 1 0 ~ 6 A 

¾ ~1 ·ti f * H · ~•·o it ½ ~ ~1 .,t lli! 

27.88000000~ 
ffi ~ :1-_ 7L USD 6, 130, 000. 00 28.41000000 

6. 47520900~ 
USD 10,493,094.03 6. 50228300(tt. 1) 

0. 15393970~ 
CNY 864, 663-38 0. 15453825(tt2) 

tt 1 : 1i~ JL~A ~ ~z;U~ fit! ::f, 0 

tt 2 : 1i .A. ~~,\}~ :1-_ jtz;U~ !! ::f, • 

~18~ 

3 0 El 

.ff, f 1J Ji.Jl El 

Ill. 07. 20~ 
Ill. 09. 06 

111.07.21 

111. 07. 21 

3 0 El 

.ff, f 1j I.Jl El 

llO. 07. 01 ~ 
ll0.08.10 

110.07.26 

110.07. 26 



2. IAJ 
111 ~ 6 Jj 30 8 

~ -if<- -¼ .g~ 1Sl. 
ill) 0 

00 ~ ~ x n ~ !JIJi Jf/1f-jj~~!Jtt~~ ~•J¾ ~!J ~ ~ /t} JG 1n {i 
US 2YR NOTE 
( C B T ) 

30/09/2 022 1tt #f.. !IJl 1t 'Jf /7 4 USD 842,437. 50 840,062. 50 
US 2YR NOTE 
( C B T ) 

30/09/2 022 1fr ~J!Jl ~ ,,_ "jj 3 USD 629,015.63 630,046.88 
US J0YR NOTE 
( C B T ) 

21/ 09 /2 022 1i 4-!f Jl 1t * "jj USD 118,546.88 118,531.25 
US l0YR NOTE 
( C B T ) 

21/09/2022 fit 4-AA J it-fi 8 USD 961,437.50 948,250.00 
US l0YR NOTE 
( C B T ) 

21/ 09 /2 022 ,tr .fi~J!Jl t,r fi "jj 2 USD 230,625.00 237,062.50 
US l0YR ULTRA 
F u T 
21/09/2 022 1ft 4-AA 1t * "jj USD 129,406. 25 127,375.00 
US ULTRA BOND 
C B T 
21/ 09 /2 022 1fr 4-AA W Ji "jj 1 USD 154,375. 00 154,343.75 
US ULTRA BOND 
C B T 
21 / 09 /2 022 1ft #f..J!Jl t fl'."jj 3 USD 477,210.94 463,031.25 
US ULTRA BOND 
C B T 
21/09/2022 1ft #f..J!Jl 1t 'J{"jj USD 159,062. 50 154,343. 75 
US ULTRA BOND 
C B T 
21/ 09 /2 022 1fr #f..J!Jl 1t J-jj 2 USD 318,156.25 308,687.50 
US 5YR NOTE 
( C B T ) 
30 / 09/2022 1i'r #f..J!Jl 1t fl'."jj 6 USD 677,718.75 673,500.00 
u s L O N G 
BO ND( CBT ) 
21/ 09/2022 1ft 4-JIJJ 1t '.(\i"jj 1 USD 140,882. 81 138,625. 00 
u s L O N G 
BOND (C BT) 
21 / 09/2 022 1fr #f..J!Jl 1t J-jj 6 USD 845, 250. 00 831 ,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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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0 -t- 6 A 30 8 

*+* %~ 1n. 

:f!i 0 ,t fi'it x £ ~ ii!~ 'Jf I ft -Ji ~ f.<fJ tt ;3~ ,g,J ii- f.<!J ~ .ffi -0- ft., 18 1.m. OD 

US lOYR ULTRA 
F u T 
21/09/2021 1fr ~AA tt * -Ji 10 USD 1,446,250.00 1, 4 72, 031. 25 
US 2YR NOTE 
( C B T ) 

30 / 09 / 2021 ft~JlJl tr 'N.-Ji 2 USD 441 , 281. 25 440,640.62 
US 2YR NOTE 
( C B T ) 

30/ 09 / 2021 1:n-~JlJl tt 'N. -Ji 2 USD 441,312.50 440,640.62 
US 2YR NOTE 
( C B T ) 

30/09/202 1 ft 4-AA tt 1-Ji USD 220,648.44 220,320.31 
US lOYR NOTE 
( C B T ) 
2] / 09/2021 fl ~AA t f-Ji USD 131,953.13 132,500.00 
US lOYR NOTE 
( C B T ) 

21/ 09 /2 021 ff 4--JlJl 1:Y' ft -Ji 1 USD 131,937.50 132,500.00 
US lOYR NOTE 
( C B T ) 

21 / 09 /2 021 fi ~JlJl 1:Y' ~-Ji USD 131 ,929.69 132,500. 00 
US lOYR NOTE 
( C B T ) 

21/09/2021 ftr 4-PJl tt :n,-J} USD 131,976.56 132,500.00 
US JOYR NOTE 
( C B T ) 
21/09/2021 114-JlJl t 'tt.-Ji 7 USD 923,890. 63 927,500.00 
US lOYR NOTE 
( C B T ) 

21 / 09 / 2021 tfr 4-J!Jl ~ J-Ji 2 USD 263,468.75 265,000.00 
US lOYR NOTE 
( C B T ) 

21 / 09 / 2021 ft 4-JlJl ~ '!r.-Ji USD 131 ,960.94 132,500.00 
US 10YR NOTE 
( C B T ) 

21/09/2021 1i ~J!Jl t ft-Ji 1 USD 131 , 945.31 132,500.00 
US JOYR NOTE 
( C B T ) 

21/09/202 1 ff 4--J!Jl j ft -Ji 1 USD 131,921.88 132,500.00 
US 10YR NOTE 
( C B T ) 

21/ 09/202 1 ft 4--J!Jl tt :tt -Ji USD 131 ,968.75 132,500.00 
u s L O N G 
BOND(CBT ) 
21/ 09 / 202 1 ff 4-JlJJ t 1-Ji 2 USD 320,250.00 321,500.00 
u s LO NG 
BOND(CBT) 
21/09/202 1 f (r 4- JlJJ tt 'N.-Ji 8 USD 1,256, 187.50 1, 286, 0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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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t: 6 JJ 30 8 

ifii J'., ~ ~~ x £ t1f !J!Ji µ I * 4 ~ fg ii %1:. M 1,- ~1 ½ ~ /~ Jt, 1-Q 1/i. 
US ULTRA BOND 
C B T 
2 1 / 0 9 / 2 0 2 1 fi #f-jJJ 1t :if 4 USD 185,804.69 192,687.50 
US ULTRA BOND 
C B T 
2 1 / 0 9 / 2 0 2 1 fi #f-jJJ 1t J 4 4 USD 743, 187.50 770,750.00 
US ULTRA BOND 
C B T 
2 1 / 0 9 / 2 0 2 1 1* #f-jJJ 1r ~ 4 USD 192, 468. 75 192,687.50 
US 5YR NOTE 
( C B T ) 
3 0 I O 91 2 0 2 1 1:iT #f-J:IJJ W ~ 4 USD 123,593.75 123,429.69 
US 5YR NOTE 
( C B T ) 
3 0 I O 9 / 2 0 2 1 1Jt #f-J:IJJ ~ W 4 USD 123,609.38 123, 429. 69 
US 5YR NOTE 
( C B T ) 
3 0 I O 912 0 2 1 1Jt #f-J:IJJ ~ Jr 4 3 USD 371 , 039.06 370,289.06 
US 5YR NOTE 
( C B T ) 
3 0 I O 912 0 21 11 #f-PJJ 1t W 4 1 USD 123,656. 25 123, 429. 69 
US 5Y R NOTE 
( C B T ) 
3 0 I O 91 2 0 2 1 1ft #f-PJJ ~ W 4 USD 123,664.06 123,429. 69 
US 5Y R NOTE 
( C B T ) 
3 0 I O 9 / 2 0 2 1 1* #f-J:IJJ ~ ~ 4 1 USD 123, 671. 88 123,429.69 

3. 1t llH! f\J x -t~ 
110 ~ 6 JJ 30 8 

ifii £ ~ ~Pi- x n :f1i. !ii~ ~ ~!J ii ~h1:. li1J ◊ ~!J ½ mt /~ Jt. 1fi 1A 
ITRX EXJP IG 
CDSI GEN 5Y 
C O R P 
2 0 / 0 6 I 2 0 2 6 ft ill ifU1 xi~ l, 200, 000 USD (17, 696. 86) ( 9, 000. 00) 

tt : 1t m it f\J x 1* z ¼ ~ ½ ~, 1t m 1J?-ti a!J 'if ~ .r;. L ti:. ; 1t m 1i ti a!J t /) i:,,_ 

~ ti:.¾4 ° 

( .::...).pf 1_..L J!.. ~ JlH!~¾J:..z¾4 

~I@ 111 ~.&.110 ~ 6 Jl 30 El;"f;.it5tzt!:!f.JP·rll!¼f\J£t-r-1J J!'-az½~7t" 

>i'J ~ $605, 013 .&.$1, 50 I, 753 , f 1J ~ r it j-A 1l 1iAll %- :f - t!:!l-JJ >'r ll! £ tt1J 

J!'- a J ; ;"f;.tt 5t zt!:!l-A >'r ll! ¼ t\J £ t-r-1t ~ 1t z ½~ 7i" Ji1J ~ $L 412, 432 &. 

$9, 093 , 111 ~ r 5t J ,i_ 1~ 1.i~ll %- :f - ~:!l-A >'r ll! £ tt1Jt ~ 1l J ; PIT ,l 1-z ;"f;. ;if 

JJtU~ ~):fHa 7i" Ji1J ~ ($807, 419)&.$1, 492, 660 , 111 ~ r it J A 111.i ~ t'/J ¾ -
;"f;. t' JJL J 4'-1JUia . .&. >iA*;J~ ~ ~ f/J J :i:Jl r ( i:,,_ it ,n ¾ 4) 0 ~ ~ 111 ~ &. 1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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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3 1 El .f_ 6 J3 3 0 El e.. fat 5t z mJtJ] >'r ~ ¼ ft.) Fir,.& 1. z e.. 'if JJL 0~ !k ) ;li1J ~ 71" 

>511 A ($15, 520, 044)&.$12, 37 4, 497 , 91J~ r 5tf ..& 1ft 1A ~11/J ¾ - e..1r JJt f * 

4~~&.>tA~4~AJ ;;JiT(i:,ut~¾i!) 0 

&. ■ 111 i¥-&. 11 0 i¥- 6 J3 3 0 El 3r-- Jt 5t z JiJl i ~ i0 x I Fir,.& 1. z 3r--Jr J,.Jl:Jl J 
U~ !k.);ii1J 1ia 71" );1J AC$1, 216, 443)&.$751, 403 , iNt 91J r 5f f ..& 1l 1A ~11/J ¾ - ~ 

-'ffJJtf*4jiA&.;U~;f~~ ~t/JJ ;;~T(i:,ut~¾i!); &.~ 111 i¥--&. 110 i¥- 1 

J3 1 El .f_ 6 J3 30 El e.. 't JJLJiJ] J ~ f.t.J ;f~ !k 71" JJil A$12, 982, 084 &.$3, 431, 081 , 

?1J ~ r 5f 'i ,.& 1ft {a~ 11/J $.. - e.. 1f JJL 'i *4~ ~ &. ;t_, :f~4.~ 1ia J;;~ r ( i:,,_ if~¾ it) 0 

&, ■ 111 i¥- 6 J3 30 El ~ 3r--Jt ft .z 1t !fl ~ i0 x ;f~¼ i0 ° 110 i¥- 6 J3 30 El 3r--Jt 
5t z 1t m ~ i0 x :f~ x I A $250, 830 , f 1J JR- riff,.& 1it 1A:tll % :f-4>t 1. .:r.. Jt.-

1t !fl ~ i0 x :f~ ~ 1l J ; 3r-- it 5t z 1t !fl ~ f..0 x t~ Fir ,.& 1. z 3r-- 1r JJL ;;;1 ~ A 

$242, 381 , 111 ~ r it 'i ,.& 111A ~ • ¾ - 3f-. -}!F JJt 'i *4~ ~&.;t_,;f~;f~ ~ ~ • J ;;~ 

T; &. ■ 110 i¥-1 J3 1 s .f- 6 J3 30 s e..fa-t5tz1im~i0x:t~F1r..&±z;;;11~ 
A$137, 839, 11J~r if'i ..& 11-fA~•¾ - e., -}!FJJt f *;f~ ~&.;t_,;f~4~ ~ J;;~T 0 

~*&*«*Mi·~•xM~h&.~Jfl~hxMxlz~m-i:-~JR-r#'i 

..&111A:tll%:f-J.t~it✓t1..:r..J!.1if-m½ J ;;~T , &. ■ 111 i¥-&. 110 i¥- 6 J3 30 

El x I 1Jf.n:-i:-~~71">51J A$8, 325,247 -&.$8, 218, 317 ° 

C --=-) M:!})-Jitllft--i~ 1M 

*&*M«*zJitllft-tt~-&.•llft-•4•m½~Jitllft-f•~tt~t~•~mm 
3E. 1f ~ -i~ t.1 * £ -i:-Fir ~ Jit llft- ( ~¾,fr ;1:~ Jit llft- • 1t !fl Jit llft-&. +t #- Jit llft-) 0 * £ ½ 

~M~t#~MM · i-¼llft-·Jitllft-~ft~ft-C~¥~••~ff~~~ 'i 

..&~I•JE.M~'i~l~tt*ttW~ft,~*•rr~Jitfft-;*£-i:-•~zft 

•~~~•••«xl~+z~m~oc•*&-i:-zxl~a•mJR-ftftft~ 
~ ;tt ,ft z -i:-~tilUI 0 

C rm )@irk J 4( M:f~@fk) 

*&-i:-zfu1..:r..J!.~~-llft-§~~#~*~'~~¾~~A~~ttf~•~ 

#~.zM1..:r..J!. 0 ~~~M~•¼ft.:J,~~~A~@~-*ft'i~~·~• 

..&±zJitfft-,*~~¾~~A~~tt'i~•~#~ 0 ~«•Mt-&.~Jfl~f.t.J 

xMxl·~~-~~ttW~A~#~·~~~¼-i:-*~r•~ttW~~• 
41,- : 'M 1B -th'-- ,;,_ -H!- " ~ 1"- ~-!. tt b... ,,,_ ""i2 >1,<;. ,;,_ .} IH I -ii:; o ..,__ E!. nr.; ~ - '-t- .:ir,.. --;e -r;!; ->-1- JJ.. b... £ 
;;r- -'<I:: m oJL--3r-1x. ffe! li a-u~·:;1d>t. "¥ ~JL--31'-'I"§ t9PJ '"l oo X. 3/J N~TTt..L .~ 7'" ... R J • * n:.:. ·_;t;_:- ~ 

♦ ,& 'f * *1t ffl 1T .z,t§ n~ tl ~ 0 

(Ji) :i" .kM~Jitfki~ 

1. :¥ ~ Jit llft-

*& * ~ ~ # ~ .z-i:-~ f ..& A•~~~,~~·,&_··~ 11/J ~ ~ft 'i ffl -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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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½#~z~~~~~~•*•a*•**••~•u~* 
~••~

0 ~•ttl~ *~~MA±za$W••~·ftA~fy~~M* 
a½#J .i:J.HL•t~fJ1"11i$m.~ 0 

2.1t Jfl -~ 
*&½IA~Iuttf§~&Mft~•~~z~~A~•~JflJil.~~tt~ 
~•~~~~ffA~~~fflMI•·*•~M~f/J·#•~~-~--~ 
~t.t~' ~-!- iliJ Jt /JaJ{:.fAA ik1J 1t *½ &t1J .t a!J1t Jfl -~ 0 *£½;¾-1J<-11 x 
l~♦ffi•xltt4•ttu½*~~¼*z*M•«A~•xltt~•ffl 

~xl~•~~•*•~~~•~*HLHL~•~~-~~~~~•&xl 
tt+•~·*~•~-~ffU~½HL• 0 *&½ttttl•~z~ffA&~ 
ffl~~~~~z.~½U•~~tt~i~u~~~M~JflJil.~ 0 

3. )ritf/J•t.iJil.~ 

*&½A~&ttfA•~~~~Az~f/JtlJil.~•~--~~$z•ff# 
a 0 ~*&½ttlzft~A§aJ!-~•~••&fflM~~~•iu3~0 
~~~zft•ili•·~~~•*&*z~f/Jttg•,&*&½z~f/Jttm. 
l!ffft~£7'. o 

4. t 1J f. ~ • z JJt ½ ifit -1: Jil. l!ff & 0 ~ 11{ 1AJil. ~ 

*&*«•m~aA~~•~tt1••w~ti$*•~§~Ati•~•~ 
~~•f*tiffA£•ti¾A-•&#~MM!AAm½~;m.~,~~0~ 
1l1A~f/JJil.l!ff, *&½!:\~ 111-4=--& 110-4=--6 J=.I 30 Sftr:Jt~zOO~t1J$ 
1i ¾~Ji1J A$560, 670, 254 &$822, 692, 729 ; • i-¥-i½tv $* , Jt. El~ .i:J.~ 

**1 ¾A£ , I **'11-¥-Alm , ti;¾':f1J $ ~1½ atilt~ t 1J.t ~tA.zJJt½i/it i:~ 
i½Jit~ , 1.g.iE 't•/tiJt T 0 ~1~1.a~1iJJ,J, , *£½!:\~ 111 -4=--& 110 ~ 6 
J=.I 30 a M-it~ zi-¥-i½tv $1l ~~ Ji1J A$126, 962, 827 &$183, 930, 154 ° :r.t 
-~IA~I~i:•~*ft!AA-~z~$•iliJk*~•ti$~f/J4*iliJ 
~•i*4*t&~~OO~ti$ttl~£~#~MM•T~*~~OO~ti 
$ti I it. £~#~1JHai 0 

+·*&½J!-£Ati9z~flA&t« 
*&*«•z t°~)t &%--f-ql=-~h~·t.i ~ 11\}, & ~ fii-¥>£fflzt.5¥ , J!- £ Alli$i£ 
t/JzPr\~I Ai 11 ftft~aT : 

1 1 1 -4=- 6 J=.I 30 a 
Jffi i~ * • fii $ M L,.,. Tu~ * • 0 

23,132,378.39 29. 7260 $ 687,633,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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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iJ=- 6 jj 3 0 El 
Jfi f ½ ~ lii. $- #Jr ,t.,. 

0 
jhlt ½ ~ 

iR fr ff lk 
USD 1,177,120.27 29. 7260 $ 34,991,077 

~~tit 1- .:r.. Jl.-1,'f-~ ½ 
USD 280,066. 17 29. 7260 8,325, 247 

~ ~t:f1 .i 
USD 332,206.61 29. 7260 9,875,174 

~1t~l~ 'li"iffil 
USD 66, 035.81 29. 7260 1,962,980 

.mi 1t l!p 1A 57r lii. #k 
USD 68, 121. 03 29. 7260 2,024, 966 

1 1 0 iJ=- 6 jj 3 0 El 
Jfi Tole. ½ ~ lii. $- #Jr ,t.,. itl} ½ ~ 0 

1ff 4-
USD 36, 118,510.21 27.8700 $ 1,006,622,883 

i~At ff #k 
USD 2,382,209.58 27.8700 66,392,181 

~ ~ l!p :}IA ?r lii. #k 
USD 885,819.46 27.8700 24,687,788 

fl.lb ~t --M 1-i. Jl.-i% ~ ½ 
USD 294,880.34 27.8700 8,218,317 

fl.lb ~t :f 1 .i 
USD 440,610.89 27.8700 12,279,829 

~ ~9:_ ill ~ ~ 4- ¼b "" o.li. if-A. 

USD 821,541.43 27.8700 22,896,360 
J.ig,ft- -½1"'<-J!f.. #, 

· ~ Ao.Ji. '71 if-A. 

USD 567, 007.03 27.8700 15,802,486 
J.@i 1t ~ @J ~ ;s i.~ ~ #k " ~ )lll.,~ 'O 

USD 1,160,438.82 27.8700 32,341,430 
.ft.!i1t~l~ 'li'"iffil 

USD 89,062.88 27.8700 2,482,182 
J.11[; 1t l!p ;lt.,ij 7r lii. #k 

USD 268,862.14 27.8700 7,493,188 
--M 1-.:r.. Jl.--1t ffl .it #J xA~ 
~j~ ~ fk 

USD 9,000.00 27.8700 250,830 

~ ~ $- i--t flJ i; ¥ z i! ,A ?r ~ =t -m , tt $-M 11ft u iL c - ) z t'x. BJJ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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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t;.f:-.£~z 1ttt~ t0 JJUt ' ~ ~@ 111 i!=-&. 110 ii=- 1 J3 1 El .f. 6 J3 30 El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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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總公司：台北市信義路五段7號81樓及81樓之一 (02)8758-3888 
 台中分公司：台中市西屯區府會園道179號3樓 (04)2217-8670 
 高雄分公司：高雄市新興區民權一路251號20樓 (07)227-0921 
 網      址：https://www.abfund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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