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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7 月 19 日 

台新投(111)總發文字第 00280號 

主旨： 

公告台新系列基金(以下合稱本基金)中華民國 111 年 6 月 B 類型、N 類型與 NB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收益分配事宜。 

依據：  

依據本基金信託契約第 15 條、第 31 條相關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基金月收益分配評價日：中華民國 111 年 6 月 30 日。 

二、旨揭所稱基金及權利分派內容如下： 

 
基金名稱 

收益 
分配 

受益權單位數 
每受益權單

位 
配發金額 

台新高股息平衡基金-新臺幣 B類型 月 169,871.20 0.0739 

台新高股息平衡基金-新臺幣 N類型 月 171,176.40 0.0739 

台新北美收益資產證券化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新臺幣 B類型 

月 69,967,336.50 0.1037 

台新北美收益資產證券化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新臺幣 N類型 

月 15,522,846.90 0.1041 

台新北美收益資產證券化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美元 B類型 

月 
47,610,054.30 0.0035 

台新北美收益資產證券化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美元 N類型 

月 
69,197,536.00 0.0035 

台新亞澳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新臺幣 B類型 

月 
12,036,820.50 0.0182 

台新亞澳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 -美元 B類型 

月 
3,552,955.80 0.0007 

台新全球不動產入息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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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臺幣 B類型 

月 
8,619,665.80 0.0261 

台新全球不動產入息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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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 B類型 

月 
51,867.30 0.0286 

台新全球不動產入息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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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 B類型 

月 
691,984.20 0.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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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新全球多元資產組合基金(本基金得投資於非
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新臺幣 B類型 

月 
5,843,834.20 0.0272 

台新全球多元資產組合基金(本基金得投資於非
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美元 B類型 

月 
225,874.29 0.0294 

台新優先順位資產抵押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原: 台新優先順位資產抵押高收益債券基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新臺幣 B類型 

月 
25,386,756.90 0.0366 

台新優先順位資產抵押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原: 台新優先順位資產抵押高收益債券基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新臺幣N類型 

月 
18,515,669.60 0.0368 

台新優先順位資產抵押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原: 台新優先順位資產抵押高收益債券基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美元 B類型 

月 
713,683.89 0.0369 

台新優先順位資產抵押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原: 台新優先順位資產抵押高收益債券基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美元 N類型 

月 
1,981,876.28 0.0369 

台新優先順位資產抵押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原: 台新優先順位資產抵押高收益債券基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人民幣B類型 

月 
1,518,051.83 0.0387 

台新優先順位資產抵押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原: 台新優先順位資產抵押高收益債券基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人民幣N類型 

月 
5,221,979.11 0.0372 

台新新興短期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原:台新新
興短期高收益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新臺幣 B類型 

月 
5,039,697.00 0.0459 

台新新興短期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原:台新新
興短期高收益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新臺幣 N類型 

月 
16,248,943.60 0.0459 

台新新興短期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原:台新新
興短期高收益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美元 B類型 

月 
296,729.69 0.0468 

台新新興短期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原:台新新
興短期高收益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美元 N類型 

月 
935,331.72 0.0468 

台新新興短期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原:台新新
興短期高收益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人民幣 B類型 

月 
513,480.52 0.0475 

台新新興短期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原:台新新
興短期高收益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人民幣 N類型 

月 
1,957,651.11 0.0476 

台新策略優選總回報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原: 
台新策略優選總回報高收益債券基金】(本基金

月 6,464,987.40 0.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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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新臺幣 B類型 

台新策略優選總回報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原: 
台新策略優選總回報高收益債券基金】(本基金

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新臺幣 N類型 

月 
31,705,607.80 0.0514 

台新策略優選總回報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原: 
台新策略優選總回報高收益債券基金】(本基金

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美元 B類型 

月 
337,658.65 0.0503 

台新策略優選總回報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原: 
台新策略優選總回報高收益債券基金】(本基金

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美元 N類型 

月 
1,314,106.30 0.0503 

台新策略優選總回報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原: 
台新策略優選總回報高收益債券基金】(本基金

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人民幣 B類型 

月 
496,673.71 0.0517 

台新策略優選總回報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原: 
台新策略優選總回報高收益債券基金】(本基金

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人民幣 N類型 

月 
2,407,567.97 0.0517 

台新 ESG新興市場債券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
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新臺幣 B類型 

月 
14,782,588.90 0.0313 

台新 ESG新興市場債券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
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新臺幣 NB類型 

月 
60,695,659.00 0.0313 

台新 ESG新興市場債券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
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美元 B類型 

月 
1,122,400.86 0.0308 

台新 ESG新興市場債券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
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美元 NB類型 

月 
4,728,059.24 0.0308 

台新 ESG新興市場債券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
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人民幣 B類型 

月 
762,761.81 0.0318 

台新 ESG新興市場債券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
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人民幣 NB類型 

月 
3,796,397.28 0.0318 

三、收益分配基準日(註三)：中華民國111年7月14日。 

四、基金除息日：中華民國111年7月15日。 

五、收益分配發放日：中華民國 111 年 7 月 21 日。 

六、其他應公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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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本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第十五條第六項之規定，B 類型與 N 類

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可分配收益，依收益分配基準日發行在外之

B 類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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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匯款方式為之，

經理公司應公告其計算方式及分配之金額、地點、時間及給付方式。

惟給付時，若持有 B 類型與 N 類型新臺幣計價類別之受益人應得之分

配金額未達新臺幣伍佰元(含)、或持有 B 類型與 N 類型美元計價類別

之受益人應得之分配金額未達美元伍拾元(含)者，受益人(除透過基金

銷售機構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或投資型保單方式申購本基金者外)同

意並授權經理公司得以該收益分配金額轉申購本基金同類型受益權單

位作為當月收益分配之給付方式，該等收益分配金額轉申購本基金之

申購手續費為零。 

(二)本基金 B 類型與 N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本次收益分配之金額將

依上述收益分配發放日逕行扣除相關作業費用(註一)後，採匯款方式匯

入受益人指定之匯撥帳戶(註二)；若於本公司無留存指定匯款帳戶者，

則以掛號郵寄支票方式發放。 

註一：給付收益分配金額時因跨行所需支付之匯費、或郵寄支票之郵

費由受益人自行負擔。 

註二：指受益人申購本基金或開立基金開戶暨交易同意書時所留存之

收益分配匯款指定帳戶。 

註三：於收益分配基準日尚持有本基金受益權單位數之受益人始得參

與本基金之配息(含當日申購)。 

特此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