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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新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9 日 

台新投(110)總發文字第 00137 號 

 

主旨：本公司經理之「台新 ESG 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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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稱「本

基金」），修正證券投資信託契約部分條文暨公開說明書相關內容一案，業經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謹此公告。 

 

說明： 

一、依據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 78 條辦理公告。 

二、本基金業經金管會 110 年 4 月 8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00336277 號函核准修

訂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新增 NA 類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NA 類型美

元計價受益權單位及 NA 類型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三、為實務上募集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彈性，爰刪除本基金信託契約第 3

條第 1 項有關美元計價及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

分別為等值新臺幣 50 億元之規定。 

四、本基金新增 NA 類型受益權單位之首次銷售日由經理公司另行公告。 

五、本次修正事項，依本基金信託契約之規定，應自公告日之翌日起生效。 

六、本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修正對照表公告如下： 

 

台新 ESG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修約對照表 

條次 修正後條文 條次 原條文 說明 

第一條 定義 第一條 定義  

第二十八項 收益分配基準日：指經理

公司為分配收益計算 B 類

型各計價類別每受益權單

位及 NB 類型各計價類別

每受益權單位可分配收益

之金額，而訂定之計算標

準日。 

第二十八項 收益分配基準日：指經理

公司為分配收益計算 B 類

型各計價類別每受益權單

位及 N 類型各計價類別每

受益權單位可分配收益之

金額，而訂定之計算標準

日。 

為因應 NA類型收

益 權 單 位 之 增

訂，爰將原 N類型

受益權單位修改

為 NB類型受益權

單位。 

第三十二項 各類型受益權單位：指本

基金所發行之各類型受益

第三十二項 各類型受益權單位：指本

基金所發行之各類型受益

增訂 NA類型受益

權單位，並將原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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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後條文 條次 原條文 說明 

權單位，分別為 A 類型新

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B

類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NA 類型新臺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NB 類型新臺幣

計價受益權單位、I 類型新

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A

類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

位、B 類型美元計價受益

權單位、NA 類型美元計價

受益權單位、NB 類型美元

計價受益權單位、I 類型美

元計價受益權單位、A 類

型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B 類型人民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NA 類型人民幣

計價受益權單位及 NB 類

型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I 類型受益權單位限於

符合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4 條規定之「專業投資機

構」或「符合一定財力或

專業能力之法人」申購；A 

類型受益權單位(含新臺

幣計價、美元計價及人民

幣計價三類別)、NA 類型

受益權單位(含新臺幣計

價、美元計價及人民幣計

價三類別)及 I 類型受益權

單位(含新臺幣計價及美

元計價二類別)不分配收

益，B 類型受益權單位(含

新臺幣計價、美元計價及

人民幣計價三類別)及 NB 

類型受益權單位(含新臺

幣計價、美元計價及人民

幣計價三類別)分配收益。 

權單位，分別為 A 類型新

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B

類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N 類型新臺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I 類型新臺幣計

價受益權單位、A 類型美

元計價受益權單位、B 類

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

N 類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

位、I 類型美元計價受益權

單位、A 類型人民幣計價

受益權單位、B 類型人民

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及 N 類

型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I 類型受益權單位限於

符合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4 條規定之「專業投資機

構」或「符合一定財力或

專業能力之法人」申購；

A 類型受益權單位(含新

臺幣計價、美元計價及人

民幣計價三類別)及 I 類型

受益權單位(含新臺幣計

價及美元計價二類別)不

分配收益，B 類型受益權

單位(含新臺幣計價、美元

計價及人民幣計價三類

別)及 N 類型受益權單位

（含新臺幣計價、美元計

價及人民幣計價三類別）

分配收益。 

類型受益權單位

修改為 NB類型受

益權單位。 

第三十五項 NA 類型各計價類別受益

權單位：係 NA 類型新臺

幣計價受益權單位、NA

類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

及 NA 類型人民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 

(新增) (新增) 

(以下項次向後遞移) 

明定 NA類型各計

價類別受益權單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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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後條文 條次 原條文 說明 

第三十六項 NB 類型各計價類別受益

權單位：係 NB 類型新臺

幣計價受益權單位、NB 類

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及

NB 類型人民幣計價受益

權單位。 

第三十五項 N 類型各計價類別受益權

單位：係 N 類型新臺幣計

價受益權單位、N 類型美

元計價受益權單位及 N 類

型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 

為因應 NA類型收

益 權 單 位 之 增

訂，爰將原 N類型

受益權單位修改

為 NB類型受益權

單位。 

第三十八項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指 A 類型新臺幣計價受益

權單位、B 類型新臺幣計

價受益權單位、NA 類型新

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NB

類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及 I 類型新臺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 

第三十七項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指 A 類型新臺幣計價受益

權單位、B 類型新臺幣計

價受益權單位、N 類型新

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及 I

類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 

增訂 NA類型新臺

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並將原 N類型

新臺幣計價受益

權單位修改為 NB

類型新臺幣計價

受益權單位。 

第三十九項 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指

A 類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

位、B 類型美元計價受益

權單位、NA 類型美元計價

受益權單位、NB 類型美元

計價受益權單位、I 類型美

元計價受益權單位、A 類

型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B 類型人民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NA 類型人民幣

計價受益權單位及 NB 類

型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 

第三十八項 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指

A 類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

位、B 類型美元計價受益

權單位、N 類型美元計價

受益權單位、I 類型美元計

價受益權單位、A 類型人

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B

類型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及 N 類型人民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 

增訂 NA類型受益

權單位，並將原 N

類型受益權單位

修改為 NB類型受

益權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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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為等值新臺幣貳佰億

元，最低為等值新臺幣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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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

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

為基準受益權單位壹拾億

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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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

受益權單位壹拾億個單

第一項 本基金首次淨發行總面額

最高為等值新臺幣貳佰億

元，最低為等值新臺幣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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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受益權單位面額為新臺幣

壹拾元。淨發行受益權單

位總數最高為基準受益權

單位壹拾億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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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括， 

為實務上募集外

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之彈性，爰將美

元計價及人民幣

計價受益權單位

首次淨發行總面

額最高分別為等

值新臺幣伍拾億

元，修正為淨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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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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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後條文 條次 原條文 說明 

位。 １．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

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

等值新臺幣伍拾億元。每

受益權單位面額為美元壹

拾元。 

２．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

為等值新臺幣伍拾億元，

每受益權單位面額為人民

幣壹拾元。 

第二項 各計價幣別受益權單位面

額如下： 

（一）每一新臺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面額為新臺幣壹

拾元； 

（二）每一美元計價受益

權單位面額為美元壹拾

元； 

（三）每一人民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面額為人民幣壹

拾元。 

第二項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淨

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

為基準受益權單位壹拾億

個單位，其餘各類型受益

權單位首次淨發行總數詳

公開說明書。 

為因應本條第一

項規定之修正，爰

將各計價幣別受

益權單位面額整

合於本項。 

第六項 

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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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限

B類型各計價類別及 NB類

型各計價類別受益權單位

之受益人享有收益之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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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項 

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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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限

B 類型各計價類別及 N 類

型各計價類別受益權單位

之受益人享有收益之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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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因應 NA類型各

計價類別收益權

單位之增訂，爰將

原 N 類型各計價

類別受益權單位

修改為 NB類型各

計價類別受益權

單位。 

第四條 受益憑證之發行 第四條 受益憑證之發行  

第二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分下列各

類型發行，分別為 A 類型

新臺幣計價受益憑證、B

類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憑

證、NA類型新臺幣計價受

益憑證、NB類型新臺幣計

價受益憑證、I 類型新臺

幣計價受益憑證、A 類型

美元計價受益憑證、B 類

型美元計價受益憑證、NA

類型美元計價受益憑證、

NB 類型美元計價受益憑

第二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分下列各

類型發行，分別為 A 類型

新臺幣計價受益憑證、B

類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憑

證、N 類型新臺幣計價受

益憑證、I 類型新臺幣計

價受益憑證、A 類型美元

計價受益憑證、B 類型美

元計價受益憑證、N 類型

美元計價受益憑證、I 類

型美元計價受益憑證、A

類型人民幣計價受益憑

增訂 NA類型受益

權憑證，並將原 N

類型受益憑證修

改為 NB類型受益

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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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後條文 條次 原條文 說明 

證、I 類型美元計價受益

憑證、A 類型人民幣計價

受益憑證、B 類型人民幣

計價受益憑證、NＡ類型人

民幣計價受益憑證及 NＢ

類型人民幣計價受益憑

證。 

證、B 類型人民幣計價受

益憑證及 N 類型人民幣計

價受益憑證。 

第五條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第五條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第二項 

第二款 

本基金成立日起，每受益

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申購

日當日該類型受益憑證每

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但 NA 類型各計價類別受

益權單位首次銷售日當日

之發行價格應按當日 A 類

型各計價類別受益權單位

之淨資產價值分別計算

之。 

第二項 

第二款 

本基金成立日起，每受益

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申購

日當日該類型受益憑證每

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明定 NA類型受益

權單位應按當日

A 類型受益權單

位之淨資產價值

分別計算之。 

第九條 本基金之資產 第九條 本基金之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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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類型各計價類別受

益權單位及 N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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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 B 類型各計價類別受

益權單位及 N 類型各計價

類別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

可享有之收益分配）。 

為因應 NA類型各

計價類別收益權

單位之增訂，爰將

原 N 類型各計價

類別受益權單位

修改為 NB類型各

計價類別受益權

單位。 

第十條 本基金應負擔之費用 第十條 本基金應負擔之費用  

第四項 本基金應負擔之費用，於

計算各類型受益權單位每

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收益分配（僅 B 類型各計

價類別受益權單位及 NＢ

類型各計價類別受益權單

位之受益人可享有之收益

分配）或其他必要情形

時，應分別計算各類型受

益權單位應負擔之支出及

費用。各類型受益權單位

應負擔之支出及費用，依

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辦

理。可歸屬於各類型受益

權單位所產生之費用及損

第四項 本基金應負擔之費用，於

計算各類型受益權單位每

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收益分配（僅 B 類型各計

價類別受益權單位及 N 類

型各計價類別受益權單位

之受益人可享有之收益分

配）或其他必要情形時，

應分別計算各類型受益權

單位應負擔之支出及費

用。各類型受益權單位應

負擔之支出及費用，依最

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辦

理。可歸屬於各類型受益

權單位所產生之費用及損

為因應 NA類型各

計價類別收益權

單位之增訂，爰將

原 N 類型各計價

類別受益權單位

修改為 NB類型各

計價類別受益權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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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由各類型受益權單位

投資人承擔。 

益，由各類型受益權單位

投資人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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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類型各

計價類別受益權單位及 N

Ｂ類型各計價類別受益權

單位之受益人得享有並行

使本款之收益分配權）。 

第一項 

第二款 

收益分配權（僅 B 類型各

計價類別受益權單位及 N

類型各計價類別受益權單

位之受益人得享有並行使

本款之收益分配權）。 

為因應 NA類型各

計價類別收益權

單位之增訂，爰將

原 N 類型各計價

類別受益權單位

修改為 NB類型各

計價類別受益權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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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本基金在國外之資產所

在地國或地區有關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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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類型各計價類別受益權單

位及 N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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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本基金在國外之資產所

在地國或地區有關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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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類型各計價類別受益權單

位及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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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因應 NA類型各

計價類別收益權

單位之增訂，爰將

原 N 類型各計價

類別受益權單位

修改為 NB類型各

計價類別受益權

單位。 

第八項 

 

基金保管機構應依經理公

司提供之收益分配數據，

第八項 

 

基金保管機構應依經理公

司提供之收益分配數據，

為因應 NA類型各

計價類別收益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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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本基金 B 類型各計價

類別受益權單位及 N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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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任本基金 B 類型各計價

類別受益權單位及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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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之增訂，爰將

原 N 類型各計價

類別受益權單位

修改為 NB類型各

計價類別受益權

單位。 

第九項 

第一款 

第四目 

給付依本契約應分配予 B

類型各計價類別受益權單

位及 NＢ類型各計價類別

受益權單位受益人之可分

配收益。 

第九項 

第一款 

第四目 

給付依本契約應分配予 B

類型各計價類別受益權單

位及 N 類型各計價類別受

益權單位受益人之可分配

收益。 

為因應 NA類型各

計價類別收益權

單位之增訂，爰將

原 N 類型各計價

類別受益權單位

修改為 NB類型各

計價類別受益權

單位。 

第十五條 收益分配 第十五條 收益分配  

第一項 本基金 A 類型、ＮA 類型

及 I 類型各計價類別受益

權單位之收益全部併入各

該類型受益權單位之基金

資產，不予分配。 

第一項 本基金 A 類型及 I 類型各

計價類別受益權單位之收

益全部併入各該類型受益

權單位之基金資產，不予

分配。 

明定 NA類型受益

權單位不分配收

益。 

第二項 本基金 B 類型各計價類別

受益權單位及 NＢ類型各

計價類別受益權單位投資

於中華民國及中國大陸

(不含港澳)以外地區所得

之利息收入及收益分配為

B 類型該計價類別受益權

單位及 NＢ類型該計價類

別受益權單位之可分配收

益，惟已實現資本利得扣

除已實現資本損失之餘額

為正數時，亦應分別併入

B 類型該計價類別受益權

單位及 NＢ類型該計價類

別受益權單位之可分配收

益。經理公司得依該等收

入之情況，依本條第三項

及第四項之規定決定是否

分配收益及應分配之收益

金額。上述可分配收益由

經理公司於本基金成立日

起屆滿三個月後，依本條

第五項規定之時間，按月

第二項 本基金 B 類型各計價類別

受益權單位及 N 類型各計

價類別受益權單位投資於

中華民國及中國大陸(不

含港澳)以外地區所得之

利息收入及收益分配為 B

類型該計價類別受益權單

位及 N 類型該計價類別受

益權單位之可分配收益，

惟已實現資本利得扣除已

實現資本損失之餘額為正

數時，亦應分別併入 B 類

型該計價類別受益權單位

及 N 類型該計價類別受益

權單位之可分配收益。經

理公司得依該等收入之情

況，依本條第三項及第四

項之規定決定是否分配收

益及應分配之收益金額。

上述可分配收益由經理公

司於本基金成立日起屆滿

三個月後，依本條第五項

規定之時間，按月進行收

為因應 NA類型收

益 權 單 位 之 增

訂，爰將原 N類型

受益權單位修改

為 NB類型受益權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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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收益分配。惟當月可

分配收益其剩餘未分配部

分，可併入次月可分配收

益。 

益分配。惟當月可分配收

益其剩餘未分配部分，可

併入次月可分配收益。 

第三項 本基金 B 類型各計價類別

受益權單位及 NＢ類型各

計價類別受益權單位每月

進行收益分配，經理公司

依收益之情況自行決定分

配之金額可超出上述之可

分配收益，故本基金 B 類

型各計價類別受益權單位

及 NＢ類型各計價類別受

益權單位之配息可能涉及

本金。 

第三項 本基金 B 類型各計價類別

受益權單位及 N 類型各計

價類別受益權單位每月進

行收益分配，經理公司依

收益之情況自行決定分配

之金額可超出上述之可分

配收益，故本基金 B 類型

各計價類別受益權單位及

N 類型各計價類別受益權

單位之配息可能涉及本

金。 

為因應 NA類型收

益 權 單 位 之 增

訂，爰將原 N類型

受益權單位修改

為 NB類型受益權

單位。 

第五項 本基金 B 類型各計價類別

受益權單位及 NＢ類型各

計價類別受益權單位可分

配收益之分配，經經理公

司作成收益分配決定後，

應於每月結束後之第二十

個營業日前（含）分配之，

分配基準日由經理公司於

期前公告。 

第五項 本基金 B 類型各計價類別

受益權單位及 N 類型各計

價類別受益權單位可分配

收益之分配，經經理公司

作成收益分配決定後，應

於每月結束後之第二十個

營業日前（含）分配之，

分配基準日由經理公司於

期前公告。 

為因應 NA類型收

益 權 單 位 之 增

訂，爰將原 N類型

受益權單位修改

為 NB類型受益權

單位。 

第六項 本基金 B 類型各計價類別

受益權單位及 NＢ類型各

計價類別受益權單位之可

分配收益，應經金管會核

准辦理公開發行公司之簽

證會計師出具收益分配簽

證報告後，始得分配。惟

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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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項 本基金 B 類型各計價類別

受益權單位及 N 類型各計

價類別受益權單位之可分

配收益，應經金管會核准

辦理公開發行公司之簽證

會計師出具收益分配簽證

報告後，始得分配。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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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因應 NA類型收

益 權 單 位 之 增

訂，爰將原 N類型

受益權單位修改

為 NB類型受益權

單位。 

第七項 每次分配之總金額，應由

基金保管機構以「台新

ESG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可

分配收益專戶」之名義按

B 類型各計價類別受益權

單位及 NＢ類型各計價類

別受益權單位之各計價幣

別開立獨立帳戶分別存

入，不再視為本基金資產

第七項 每次分配之總金額，應由

基金保管機構以「台新

ESG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可

分配收益專戶」之名義按

B 類型各計價類別受益權

單位及 N 類型各計價類別

受益權單位之各計價幣別

開立獨立帳戶分別存入，

不再視為本基金資產之一

為因應 NA類型收

益 權 單 位 之 增

訂，爰將原 N類型

受益權單位修改

為 NB類型受益權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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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部分，但其所生之孳

息應分別依其計價類別併

入本基金 B 類型各計價類

別受益權單位及 NＢ類型

各計價類別受益權單位之

資產。 

部分，但其所生之孳息應

分別依其計價類別併入本

基金 B 類型各計價類別受

益權單位及 N 類型各計價

類別受益權單位之資產。 

第八項 B 類型各計價類別受益權

單位及 NＢ類型各計價類

別受益權單位之可分配收

益，分別依收益分配基準

日發行在外之 B 類型各計

價類別受益權單位及 NＢ

類型各計價類別受益權單

位總數平均分配，收益分

配之給付應以受益人為受

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書

轉讓票據（僅限新臺幣計

價受益權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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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項 B 類型各計價類別受益權

單位及 N 類型各計價類別

受益權單位之可分配收

益，分別依收益分配基準

日發行在外之 B 類型各計

價類別受益權單位及 N 類

型各計價類別受益權單位

總數平均分配，收益分配

之給付應以受益人為受款

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書轉

讓票據（僅限新臺幣計價

受益權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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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因應 NA類型收

益 權 單 位 之 增

訂，爰將原 N類型

受益權單位修改

為 NB類型受益權

單位。 

第九項 B 類型及 NＢ類型新臺幣

計價受益權單位，每月收

益分配之應分配金額，未

達新臺幣伍佰元(含)、B 類

型及 NＢ類型美元計價受

益權單位，每月收益分配

之應分配金額，未達美元

伍拾元(含)、B 類型及 NＢ

類型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每月收益分配之應分

配金額，未達人民幣參佰

元(含)時，受益人同意並授

權經理公司以該收益分配

金額轉申購本基金同類型

受益權單位；惟受益人透

過特定金錢信託、投資型

保單或財富管理專戶方式

申購本基金或經經理公司

同意者，得不受此限。 

第九項 B 類型及 N 類型新臺幣計

價受益權單位，每月收益

分配之應分配金額，未達

新臺幣伍佰元(含)、B 類型

及 N 類型美元計價受益權

單位，每月收益分配之應

分配金額，未達美元伍拾

元(含)、B 類型及 N 類型

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每月收益分配之應分配金

額，未達人民幣參佰元

(含)時，受益人同意並授

權經理公司以該收益分配

金額轉申購本基金同類型

受益權單位；惟受益人透

過特定金錢信託、投資型

保單或財富管理專戶方式

申購本基金或經經理公司

同意者，得不受此限。 

為因應 NA類型收

益 權 單 位 之 增

訂，爰將原 N類型

受益權單位修改

為 NB類型受益權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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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項 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九十 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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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後條文 條次 原條文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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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以及雙方之義務、

責任及權責歸屬。各類型

受益憑證之受益人得請求

買回受益憑證之全部或一

部，但受益人申請買回Ｉ

類型各計價類別以外受益

憑證時，買回後剩餘之受

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單

位數不及參佰單位者，除

受益人透過特定金錢信

託、投資型保單或財富管

理專戶方式申購本基金或

經經理公司同意者，不得

請求部分買回；受益人申

請買回  I 類型各計價類

別受益憑證時，應遵守最

新公開說明書規定之限

制。經理公司及基金銷售

機構得依本基金各類型受

益權單位之特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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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理公司及基金銷售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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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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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受益人申請

買回Ｉ類型各計價類別以

外受益憑證時，買回後剩

餘之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

益權單位數不及參佰單位

者，除受益人透過特定金

錢信託、投資型保單或財

富管理專戶方式申購本基

金或經經理公司同意者，

不得請求部分買回；受益

人申請買回  I 類型各計

價類別受益憑證時，應遵

守最新公開說明書規定之

限制。經理公司及基金銷

售機構得依本基金各類型

受益權單位之特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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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公司及基金銷售

機構應確實嚴格執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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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項 NA 類型各計價類別受益

權單位及 N B 類型各計價

第四項 N 類型各計價類別受益權

單位之買回，應依前三項

為因應 NA類型收

益 權 單 位 之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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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後條文 條次 原條文 說明 

類別受益權單位之買回，

應依前三項及本契約第五

條第四項，依最新公開說

明書之規定扣收買回費用

及遞延手續費。其他類型

受益權單位之買回，則不

適用遞延手續費。 

及本契約第五條第四項，

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

扣收買回費用及遞延手續

費。其他類型受益權單位

之買回，則不適用遞延手

續費。 

訂，爰將原 N類型

受益權單位修改

為 NB類型受益權

單位。 

第廿六條 時效 第廿六條 時效  

第一項 

 

Ｂ類型各計價類別受益權

單位及 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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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類型各計價類別受益

權單位及 NB 類型各計價

類別每受益權單位之資

產。 

第一項 

 

Ｂ類型各計價類別受益權

單位及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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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類

型各計價類別受益權單位

及 N 類型各計價類別每受

益權單位之資產。 

為因應 NA類型各

計價類別收益權

單位之增訂，爰將

原 N 類型各計價

類別受益權單位

修改為 NB類型各

計價類別受益權

單位。 

第卅一條 通知及公告 第卅一條 通知及公告  

第一項 

第二款 

本基金收益分配之事項

（僅須通知 B 類型各計價

類別受益權單位及 NB 類

型各計價類別受益權單位

之受益人）。 

第一項 

第二款 

本基金收益分配之事項

（僅須通知 B 類型各計價

類別受益權單位及 N 類型

各計價類別受益權單位之

受益人）。 

為因應 NA類型各

計價類別收益權

單位之增訂，爰將

原 N 類型各計價

類別受益權單位

修改為 NB類型各

計價類別受益權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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