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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銷售下列元大投信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一、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 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 0~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0~4%。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公司

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0~4%。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系列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2%（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

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0.3%（或不多於年率 % ）。 

(詳細內容見附表元大投信元大系列基金明細表)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構

之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

育訓練 

未收取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元大多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2%及經理費1.6%，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

費分成不多於2%、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及元大投信無提供銷售獎勵金、贊助產品說明會及員工教育訓練。故 台端每投

資100,000元於「元大多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2,0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20元(100,000*2%=2,0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投信支付：  

(1)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000元 (100,000＊1.0%=1,000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註：元大投信基金之明細表 

  基金類型 基金名稱 經理費率(每年) 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國內股票型 元大高科技基金 1.60% 0.11% 

  貨幣市場型 元大萬泰貨幣市場基金 0.07% 0.02% 

  海外股票型 元大華夏中小基金 1.80% 0.13% 

  國內股票型 元大經貿基金 1.60% 0.11% 

  海外股票型 元大新興消費商機基金 2.00%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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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組合型 元大新興市場債券組合基金-配息 1.50% 0.11% 

  海外組合型 元大新興市場債券組合基金-不配息 1.50% 0.11% 

  海外股票型 元大新興亞洲基金 2.00% 0.14% 

  國內股票型 元大新主流基金 1.60% 0.11% 

  海外股票型 元大新中國基金 1.80% 0.13% 

  國內股票型 元大店頭基金 1.60% 0.11% 

  國內股票型 元大多福基金 1.50% 0.11% 

  國內股票型 元大多多基金 1.75% 0.12% 

  
國內股票指數

型 
元大台股指數基金 1.20% 0.08% 

  海外股票型 元大印度基金 1.80% 0.13% 

  國內股票型 元大卓越基金 1.60% 0.11% 

  海外股票型 元大全球通訊基金 1.75% 0.12% 

  海外股票型 元大全球農業商機基金 1.85% 0.13% 

  海外組合型 元大全球組合基金 1.00% 0.07% 

  海外債券型 元大全球短期收益基金 0.50% 0.00% 

  海外股票型 元大全球地產建設入息基金-配息 1.75% 0.12% 

  海外股票型 元大全球地產建設入息基金-不配息 1.75% 0.12% 

  海外股票型 元大全球公用能源效率基金-配息 1.80% 0.13% 

  海外股票型 元大全球公用能源效率基金-不配息 1.80% 0.13% 

  海外股票型 元大亞太成長基金 1.80% 0.13% 

  
海外債券指數

型 
元大亞太政府公債指數基金-配息 0.85% 0.06% 

  
海外債券指數

型 
元大亞太政府公債指數基金-不配息 0.85% 0.06% 

  股票型 元大大中華 TMT 基金 1.80% 0.13% 

  期貨型 元大標普高盛黃金 ER 指數股票型期信基金 1.00% 1.00% 

  海外股票型 元大全球股票入息-累積型(新台幣) 1.80% 0.13% 

  海外股票型 元大全球股票入息-月配型(新台幣) 1.80% 0.13% 

  海外股票型 元大全球股票入息-月配型(美元) 1.80% 0.13% 

  貨幣市場型 元大人民幣貨幣市場基金 0.30% 0.30% 

  海外債券型 元大新興印尼債券基金-累積型(台幣) 1.00% 0.07% 

  海外債券型 元大新興印尼債券基金-月配型(台幣) 1.00% 0.07% 

  海外債券型 元大新興印尼債券基金-累積型(美元) 1.00% 0.07% 

  海外債券型 元大新興印尼債券基金-累積型(人民幣) 1.00% 0.07% 

  期貨型 元大黃金期貨基金 1.50% 0.30% 

  國內股票型 元大績效基金 1.50% 0.11% 

  國內股票型 元大精準中小基金 1.60% 0.11% 

  國內股票型 元大矽谷基金 1.50% 0.11% 

  海外股票型 元大環球關鍵資源基金 1.80% 0.13% 

  貨幣市場型 元大得寶貨幣市場基金 0.07%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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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貨幣市場型 元大得利貨幣市場基金 0.15% 0.05% 

  
跨國投資指數型 元大巴西指數基金 

80 億元(含)以下：1.25% 0.09% 

  80 億元以上：1.00%   

  
跨國投資指數型 元大大中華價值指數基金 

80 億(含)以下：1.0% 0.07% 

  80 億以上：0.9%   

  
國內股票指數型 元大台灣加權股價指數基金 

基金淨資產≦80 億為

0.7% 
0.00% 

  基金淨資產>80 億為 0.6%   

  
跨國投資指數型 元大印度指數基金 

80 億元(含)以下：1.25% 0.09% 

  80 億元以上：1.00%   

  
跨國投資指數型 元大印尼指數基金 

80 億元(含)以下：1.25% 0.09% 

  80 億元以上：1.00%   

  海外組合型 元大全球新興市場精選組合基金 1.20% 0.08% 

  海外股票型 元大全球不動產證券化基金 B 配息 1.80% 0.13% 

  海外股票型 元大全球不動產證券化基金 A 不配息 1.80% 0.13% 

  海外組合型 元大全球 ETF 穩健組合基金 1.00% 0.07% 

  海外組合型 元大全球 ETF 棒組合基金 1.20% 0.08% 

  海外組合型 元大全球 ETF 成長組合基金 1.20% 0.08% 

  國內股票型 元大二○○一基金 1.20% 0.08% 

  海外平衡型 元大中國平衡基金 1.50% 0.11% 

  貨幣市場型 元大美元貨幣市場基金(台幣) 0.30% 0.04% 

  貨幣市場型 元大美元貨幣市場基金(美元) 0.30% 0.04% 

  海外平衡型 元大新東協平衡基金 1.60% 0.04% 

  海外平衡型 元大新東協平衡基金-美元 1.60% 0.04% 

  貨幣市場型 元大澳幣貨幣市場基金(台幣) 0.30% 0.30% 

  貨幣市場型 元大澳幣貨幣市場基金(澳幣) 0.30% 0.30% 

 海外債券型 元大美國政府 7至 10年期債券基金 
30 億(含)以下：0.4% 

超過 30 億：0.2% 

 

 

0% 

 海外債券型 元大美國政府 7 至 10 年期債券單日正向 2 倍基金 0.75% 0% 

 海外債券型 元大美國政府 7 至 10 年期債券單日反向 1 倍基金 0.75% 0% 

 國內股票型 
元大台灣高股息優質龍頭基金-不配息型(台幣) 

 

30 億(含)以下：1.5% 

30 億~50 億(含)以下：1.2% 

逾 50 億：0.88% 

 

0.3% 

 國內股票型 
元大台灣高股息優質龍頭基金-配息型(台幣) 

 

30 億(含)以下：1.5% 

30 億~50 億(含)以下：1.2% 

逾 50 億：0.88%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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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元大投信『元大已開發國家傘型基金』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一、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 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 0~1%，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0~1%。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公司

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系列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0.1%（或不多於年率 % ）。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構

之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

育訓練 

未收取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元大多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2%及經理費1.6%，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

費分成不多於2%、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及元大投信無提供銷售獎勵金、贊助產品說明會及員工教育訓練。故 台端每投

資100,000元於「元大多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2,0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20元(100,000*2%=2,0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投信支付：  

(1)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000元 (100,000＊1.0%=1,000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基金名稱 基金名稱 

 元大歐洲 50 基金  元大日經 225 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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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元大投信『元大美國政府 20 年期(以上)債劵 ETF』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一、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 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 0~1%，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0~1%。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公司

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系列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0.1%（或不多於年率 % ）。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構

之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

育訓練 

未收取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元大多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2%及經理費1.6%，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

費分成不多於2%、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及元大投信無提供銷售獎勵金、贊助產品說明會及員工教育訓練。故 台端每投

資100,000元於「元大多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2,0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20元(100,000*2%=2,0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投信支付：  

(1)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000元 (100,000＊1.0%=1,000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基金名稱 

 元大美國政府 20 年期(以上)債劵基金 

 元大美國政府 20 年期（以上）債券單日正向 2 倍基金 

 元大美國政府 20 年期（以上）債券單日反向 1 倍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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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元大投信『元大標普美元指數傘型期貨信託基金』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元大標普美元指數傘型期貨信託基金-ER 指數股票型 0.5% 

 元大標普美元指數傘型期貨信託基金-ER 單日正向 2 0.8% 

 元大標普美元指數傘型期貨信託基金-ER 單日反向 1 0.8% 

 

一、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 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 0~1%，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0~1%。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公司

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系列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0.1%（或不多於年率 % ）。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構

之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

育訓練 

未收取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元大多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2%及經理費1.6%，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

費分成不多於2%、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及元大投信無提供銷售獎勵金、贊助產品說明會及員工教育訓練。故 台端每投

資100,000元於「元大多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2,0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20元(100,000*2%=2,0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投信支付：  

(1)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000元 (100,000＊1.0%=1,000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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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元大投信『元大多元債券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元大美國政府 1 至 3 年期債券 ETF 基金 0.15% 

 元大 20 年期以上 BBB 級美元公司債券 ETF 基金 0.3%~0.4% 

 元大中國國債及政策性金融債 3 至 5 年期債券 ETF 基金 0.3%~0.4% 

 

一、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 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 0~1%，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0~1%。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公司

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系列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15~0.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0%（或不多於年率 % ）。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構

之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

育訓練 

未收取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元大多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2%及經理費1.6%，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

費分成不多於2%、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及元大投信無提供銷售獎勵金、贊助產品說明會及員工教育訓練。故 台端每投

資100,000元於「元大多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2,0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2,000元 (100,000＊2.0%=2,0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投信支付：  

(1)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000元 (100,000＊1.0%=1,000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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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元大投信『元大全球人工智慧 ETF 基金』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元大全球人工智慧 ETF 基金 0.9% 

 

一、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 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 0~1%，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0~1%。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公司

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0 %。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系列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9%（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0%（或不多於年率 % ）。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構

之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

育訓練 

未收取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元大多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2%及經理費1.6%，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

費分成不多於2%、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及元大投信無提供銷售獎勵金、贊助產品說明會及員工教育訓練。故 台端每投

資100,000元於「元大多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2,0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2,000元 (100,000＊2.0%=2,0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投信支付：  

(1)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000元 (100,000＊1.0%=1,000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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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元大投信『元大全球未來通訊 ETF 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元大全球未來通訊 ETF 基金 0.9% 

 

一、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 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 0~1%，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0~1%。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公司

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1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1 %。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系列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9%（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0%（或不多於年率 % ）。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構

之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

育訓練 

未收取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元大多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2%及經理費1.6%，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

費分成不多於2%、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及元大投信無提供銷售獎勵金、贊助產品說明會及員工教育訓練。故 台端每投

資100,000元於「元大多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2,0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2,000元 (100,000＊2.0%=2,0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投信支付：  

(1)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000元 (100,000＊1.0%=1,000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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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元大投信『元大新興債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金』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元大 15 年期以上新興市場主權債 ETF 基金 
0.2%~0.3% 

 元大中國政策性金融債 5 年期以上債券 ETF 基金 
 

一、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 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 0~1%，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0~1%。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公司

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系列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2~0.3%（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0%（或不多於年率 % ）。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構

之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

育訓練 

未收取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元大多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2%及經理費1.6%，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

費分成不多於2%、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及元大投信無提供銷售獎勵金、贊助產品說明會及員工教育訓練。故 台端每投

資100,000元於「元大多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2,0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2,000元 (100,000＊2.0%=2,0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投信支付：  

(1)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000元 (100,000＊1.0%=1,000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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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元大投信『元大全球未來關鍵科技 ETF 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基金名稱 經理費率/年 

元大全球未來關鍵科技 ETF 基金 0.9%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0~1.0%，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1.0%。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

公司收取不多於   %。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本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9%（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

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0 %。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構之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

練 

未收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說明：「元大多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2%及經理費1.6%，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

分成不多於1.5%、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0%。另本公司年度銷售本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員工教育訓練

之金額合計為0元，預計其他報酬合計為0元。  

釋例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元大多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1,5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1,500元 (100,000＊1.5 %=1,5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支付：  

(1)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000元 (100,000＊1.0%＝1,000 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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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群益投信股票型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 0.25~3.0%，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3.0 %。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

公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25~3.0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3.0 %。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本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1.5~2.0%，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0 %。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構之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

練 

未收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說明：「群益中小型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3.0%及經理費1.5%，本公司銷售之申購

手續費分成不多於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另本公司年度銷售本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員工教

育訓練之金額合計為0元，預計其他報酬合計為0元。  

釋例 ：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群益中小型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3,0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3,000元 (100,000＊3.0%=3,0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投信支付：  

(1)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元 (100,000＊0%＝0 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註：群益投信股票型基金之明細表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群益中小型股基金 1.5% 群益華夏盛世基金 1.8% 

群益馬拉松基金 1.6% 群益印巴雙星基金 1.8% 

群益長安基金 1.6% 群益東協成長基金 2.0% 

群益創新科技基金 1.6% 群益印度中小基金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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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奧斯卡基金 1.6% 群益大中華雙力優勢基金 2.0% 

群益葛萊美基金 1.6% 群益中國新機會基金 1.8% 

群益店頭市場基金 1.6% 群益全球關鍵生技基金 2.0% 

群益大印度基金 2.0% 群益工業國入息基金 2.0% 

群益新興金鑽基金 2.0% 群益美國新創亮點基金 2.0% 

群益東方盛世基金 1.8% 群益全球特別股收益基金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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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下列群益投信債券型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 0.1~3.0%，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3.0 %。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公

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1~3.0%，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3.0 %。 

（採無條件調整至整數位）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本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1.5~1.7%，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0 %。 

（採無條件調整至整數位）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構之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

練 

未收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說明：「群益中小型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1.5%及經理費1.5%，本公司銷售之申購

手續費分成不多於1.5%、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0%。另本公司年度銷售本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員工教

育訓練之金額合計為0元，預計其他報酬合計為0元。  

釋例 ：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群益中小型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3,0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1,500元 (100,000＊1.5%=1,5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支付：  

(1)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000元 (100,000＊1.0%＝1,000 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註：群益投信債券型基金之明細表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群益全球新興收益債券基金-累積型 1.5% 

群益全球新興收益債券基金-月配型 1.5% 

群益全球優先順位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 累積型(台幣)/ (美元)/ (人民幣) 1.7% 

群益全球優先順位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B 月配型(台幣)/ (美元)/ (人民幣) 1.7% 

群益全球策略收益金融債券基金-A 累積型(台幣)/ (美元)/ (人民幣) 1.5% 

群益全球策略收益金融債券基金-B 月配型(台幣)/ (美元)/ (人民幣)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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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群益投信平衡型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 0.25~3.0%，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3.0 %。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公

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25~3.0%，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3.0 %。 

（採無條件調整至整數位）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本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1.2~1.7%，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0 %。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構之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

練 

未收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說明：「群益中小型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3.0%及經理費1.5%，本公司銷售之申購

手續費分成不多於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另本公司年度銷售本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員工教

育訓練之金額合計為0元，預計其他報酬合計為0元。  

釋例 ：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群益中小型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3,0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3,000元 (100,000＊3.0%=3,0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投信支付：  

(1)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元 (100,000＊0%＝0 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註：群益投信平衡型基金之明細表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群益安家基金 1.2% 

群益平衡王基金 1.2% 

群益真善美基金 1.2% 

群益亞太新趨勢平衡基金 1.5% 

群益中國金采平衡基金-累積型(台幣) 1.5% 



-16- 

群益中國金采平衡基金-月配型(台幣) 1.5% 

群益中國金采平衡基金-累積型(美元) 1.5% 

群益中國金采平衡基金-月配型(美元) 1.5% 

群益中國金采平衡基金-累積型(人民幣) 1.5% 

群益中國金采平衡基金-月配型(人民幣) 1.5% 

群益金選報酬平衡基金-累積型(台幣) 1.7% 

群益金選報酬平衡基金-月配型(台幣) 1.7% 

群益金選報酬平衡基金-累積型(美元) 1.7% 

群益金選報酬平衡基金-月配型(美金) 1.7% 

群益金選報酬平衡基金-累積型(人民幣) 1.7% 

群益金選報酬平衡基金-月配型(人民幣)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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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群益投信組合型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 0.25~3.0%，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3.0 %。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

公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25~3.0%，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3.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本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1.0~1.5%，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0 %。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構之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

練 

未收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說明：「群益中小型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3.0%及經理費1.5%，本公司銷售之申購

手續費分成不多於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另本公司年度銷售本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員工教

育訓練之金額合計為0元，預計其他報酬合計為0元。  

釋例 ：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群益中小型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3,0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3,000元 (100,000＊3.0%=3,0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投信支付：  

(1)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元 (100,000＊0%＝0 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註：群益投信組合型基金之明細表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群益多重收益組合基金 1.0% 

群益多重資產組合基金 1.0% 

群益多利策略組合基金 1.2% 

群益環球金綻雙喜基金-累積型(台幣) 1.3% 

群益環球金綻雙喜基金-月配型(台幣)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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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環球金綻雙喜基金-累積型(美元) 1.3% 

群益環球金綻雙喜基金-月配型(美元) 1.3% 

群益環球金綻雙喜基金-累積型(澳幣) 1.3% 

群益環球金綻雙喜基金-月配型(澳幣) 1.3% 

群益環球金綻雙喜基金-累積型(南非幣) 1.3% 

群益環球金綻雙喜基金-月配型(南非幣) 1.3% 

群益全民安穩樂退組合基金-A 累積型(台幣) 1.0% 

群益全民安穩樂退組合基金-B 月配型(台幣) 1.0% 

群益全民安穩樂退組合基金-A 累積型(美元) 1.0% 

群益全民安穩樂退組合基金-B 月配型(美元) 1.0% 

群益全民成長樂退組合基金-A 累積型(台幣) 1.5% 

群益全民成長樂退組合基金-B 月配型(台幣) 1.5% 

群益全民成長樂退組合基金-A 累積型(美元) 1.5% 

群益全民成長樂退組合基金-B 月配型(美元) 1.5% 

群益全民優質樂退組合基金-A 累積型(台幣) 1.2% 

群益全民優質樂退組合基金-B 月配型(台幣) 1.2% 

群益全民優質樂退組合基金-A 累積型(美元) 1.2% 

群益全民優質樂退組合基金-B 月配型(美元)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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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群益投信貨幣市場型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未收取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本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07~0.3%，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0 

%。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構之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

練 

未收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說明：「群益中小型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3.0%及經理費1.5%，本公司銷售之申購

手續費分成不多於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另本公司年度銷售本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員工教

育訓練之金額合計為0元，預計其他報酬合計為0元。  

釋例 ：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群益中小型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3,0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3,000元 (100,000＊3.0%=3,0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投信支付：  

(1)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元 (100,000＊0%＝0 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註：群益投信貨幣市場型基金之明細表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群益安穩貨幣市場基金 
0.07% 

上限 0.25% 

群益人民幣貨幣市場基金(台幣) 0.3% 

群益人民幣貨幣市場基金(人民幣)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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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群益投信不動產證券化型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 0.25~3.0%，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3.0 %。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

公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25~3.0%，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3.0 %。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本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1.8%，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0 %。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構之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

練 

未收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說明：「群益中小型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3.0%及經理費1.5%，本公司銷售之申購

手續費分成不多於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另本公司年度銷售本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員工教

育訓練之金額合計為0元，預計其他報酬合計為0元。  

釋例 ：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群益中小型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3,0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3,000元 (100,000＊3.0%=3,0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投信支付：  

(1)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元 (100,000＊0%＝0 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註：群益投信不動產證券化型基金之明細表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群益全球地產入息基金-累積型(台幣) 1.8% 

群益全球地產入息基金-月配型(台幣) 1.8% 

群益全球地產入息基金-累積型(美元) 1.8% 

群益全球地產入息基金-月配型(美元) 1.8% 

群益全球地產入息基金-累積型(人民幣) 1.8% 

群益全球地產入息基金-月配型(人民幣)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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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群益投信『群益深証中小板 ETF』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一、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 

１.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為 0~2%，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0~2%。 

２.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申購無需支付，本公司將自基金公司收

取不多於ˍ%）。--未收取 

 

二、基金公司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95%，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未收取【揭露說明：經理費分成可無條件進位至整數。】 

銷售獎勵金(%) 

(依銷售金額/定期定

額開戶數) 

無 

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

會及員工教育訓練 

無 

三、其他報酬：無  

計算說明：「群益深証中小板 ETF」之申購手續費 2%及經理費 0.95%，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2%。本公司無

提供之銷售獎勵金、贊助產品說明會及員工教育訓練。故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群益深証中小板 ETF」，本公司每

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2,0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2,000元(100,000*2%=2,0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支付：  

(1)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元 (100,000*0＝0 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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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群益投信『群益那斯達克生技 ETF 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一、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 

１.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為 0~2%，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0~2%。 

２.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申購無需支付，本公司將自基金公司收

取不多於 2%）。--未收取 

 

二、基金公司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85%，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 0%。。-未收取

【揭露說明：經理費分成可無條件進位至整數。】 

銷售獎勵金(%) 

(依銷售金額/定期定

額開戶數) 

無 

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

會及員工教育訓練 

無 

三、其他報酬：無  

計算說明：「群益那斯達克生技 ETF 基金」之申購手續費 2%及經理費 0.85%，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

多於 2%。本公司無提供之銷售獎勵金、贊助產品說明會及員工教育訓練。故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群

益深証中小板 ETF」，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2,0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2,000元(100,000*2%=2,0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支付：  

(1)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元 (100,000*0＝0 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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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群益投信『群益台灣加權指數 ETF 傘型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一、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 

１.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為 0~2%，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0~2%。 

２.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申購無需支付，本公司將自基金公司收

取不多於 2%）。--未收取 

 

二、基金公司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85%，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 0%。。-未收取

【揭露說明：經理費分成可無條件進位至整數。】 

銷售獎勵金(%) 

(依銷售金額/定期定

額開戶數) 

無 

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

會及員工教育訓練 

無 

三、其他報酬：無  

計算說明：「群益台灣加權指數 ETF 傘型基金」之申購手續費 2%及經理費 0.3%，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

不多於 2%。本公司無提供之銷售獎勵金、贊助產品說明會及員工教育訓練。故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群

益台灣加權指數 ETF 傘型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2,0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2,000元(100,000*2%=2,0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支付：  

(1)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元 (100,000*0＝0 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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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下列群益投信『群益道瓊美國地產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基金名稱 

 群益道瓊美國地產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 

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為 0%~2.0%，其中本公司（銀行）收取

0%~2.0%。 

二、基金公司（或總代理人/境外基金機構）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指數股票型基金經理費收入為 0.45%~0.85%，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

司收取 0%。 

銷售獎勵金(%) 

(依銷售金額/定期定

額開戶數) 

無 

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

會及員工教育訓練 

無 

三、其他報酬：無 

計算說明：「群益中小型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 2.0%及經理費 0.85%，本公司銷

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2.0%。本公司無提供之銷售獎勵金、贊助產品說明會及員工教育訓練。故 台端每投

資 100,000 元於「群益中小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2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2,000 元(100,000*2.0%=2,000 元) 

2.群益投信支付： 

(1)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0 元。 

(2)銷售獎勵金：0 元。 

(3)年度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贊助金：0 元。 

3.其他報酬：0 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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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下列群益投信多重資產型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 0.45~3.0%，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3.0 %。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

公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45~3.0%，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3.0 %。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本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1.7%，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0 %。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構之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

練 

未收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說明：「群益中小型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3.0%及經理費1.5%，本公司銷售之申購

手續費分成不多於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另本公司年度銷售本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員工教

育訓練之金額合計為0元，預計其他報酬合計為0元。  

釋例 ：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群益中小型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3,0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3,000元 (100,000＊3.0%=3,0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投信支付：  

(1)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元 (100,000＊0%＝0 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註：群益投信多重資產型型基金之明細表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群益潛力收益多重資產基金-A 累積型(台幣) 1.7% 

群益潛力收益多重資產基金-B 月配型(台幣) 1.7% 

群益潛力收益多重資產基金-A 累積型(美元) 1.7% 

群益潛力收益多重資產基金-B 月配型(美元) 1.7% 

群益潛力收益多重資產基金-A 累積型(人民幣) 1.7% 

群益潛力收益多重資產基金-B 月配型(人民幣)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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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下列群益投信特選債券 ETF 傘型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基金名稱 基金名稱 

 群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元公司債 ETF 基金  群益 15 年期以上 AAA-A 醫療保健業美元公司債 ETF 基金 

 群益 7 年期以上中國政策性金融債 ETF 基金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為 0~2.0%，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0  %。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申購時無需支付，本公司將自基金公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手續費為 0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 

【揭露說明：(1)申購手續費可為實際費率或填寫投信基金之公開說明書或境外基金之總

代理契約/銷售契約所載之最高申購手續費率；(2)申購手續費分成均可無條件進位至整

數位；(3)以上揭露可依基金屬前收型或後收型擇一顯示。】 

二、基金公司（或總代理人/境外基金機構）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系列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2~0.3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0 

%。-未收取 

【揭露說明：經理費分成可無條件進位至整數位。】 

銷售獎勵金(%) 

(依銷售金額/定期定額開

戶數) 

未收取 

【揭露說明：(1)以上揭露可依實際收取方式擇一顯示或全部列示；(2)若無收取銷售獎勵

金，本欄列示為「未收取」。】 

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及

員工教育訓練 

未收取 

【揭露說明：(1)若本項目未收取任何金額，本欄列示為「未收取」；(2)若有收取但未達揭

露門檻，本欄列示「未達 2 百萬元揭露門檻」。】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揭露說明：若無其他報酬，則本欄列示為「未收取」。】           

計算說明：「群益中小型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 1.5%及經理費 1.5%，本公司銷售之申購

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1.5%。本公司無提供之銷售獎勵金、贊助產品說明會及員工教育訓練。故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

「群益中小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1,5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1,500元 (100,000＊1.5%=1,5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支/投信支付：  

(1)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元 (100,000＊0%＝0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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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下列群益投信「群益 0-1 年期美國政府債券 ETF 基金」、「群益 1-5 年期投資等級公司債

ETF 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基金名稱 基金名稱 

 群益 0-1 年期美國政府債券 ETF 基金  群益 1-5 年期投資等級公司債 ETF 基金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為 0~2.0%，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0~2.0%。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申購時無需支付，本公司將自基金公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手續費為 0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 

【揭露說明：(1)申購手續費可為實際費率或填寫投信基金之公開說明書或境外基金之總代

理契約/銷售契約所載之最高申購手續費率；(2)申購手續費分成均可無條件進位至整數

位；(3)以上揭露可依基金屬前收型或後收型擇一顯示。】 

二、基金公司（或總代理人/境外基金機構）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系列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1~0.2%，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0 

%。-未收取 

【揭露說明：經理費分成可無條件進位至整數位。】 

銷售獎勵金(%) 

(依銷售金額/定期定額開

戶數) 

未收取 

【揭露說明：(1)以上揭露可依實際收取方式擇一顯示或全部列示；(2)若無收取銷售獎勵

金，本欄列示為「未收取」。】 

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及

員工教育訓練 

未收取 

【揭露說明：(1)若本項目未收取任何金額，本欄列示為「未收取」；(2)若有收取但未達揭

露門檻，本欄列示「未達 2 百萬元揭露門檻」。】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揭露說明：若無其他報酬，則本欄列示為「未收取」。】           

計算說明：「群益中小型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 1.5%及經理費 1.5%，本公司銷售之申購

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1.5%。本公司無提供之銷售獎勵金、贊助產品說明會及員工教育訓練。故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

「群益中小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15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1,500 元(100,000*1.5%=1,500 元) 

2.群益投信支付： 

(1)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0元。 

(2)銷售獎勵金：100元。(100,000＊0.1%＝100元) 

(3)年度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贊助金：0 元。 

3.其他報酬：0 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

客戶服務及行銷成本，並賺取銷售佣金。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各基金公

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推介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

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揭露說明：以上文字以粗體字體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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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群益投信「群益台灣精選高息 ETF 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群益台灣精選高息 ETF 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收益平準金） 0.30%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 0~2.0%，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2.0 %。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公

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本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3%，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0 %。(採

無條件調整至整數位)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構之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

練 

未收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說明：「群益台灣精選高息ETF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2.0%及經理費0.30%，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

費分成不多於2.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另本公司年度銷售本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員工教育訓

練之金額合計為0元，預計其他報酬合計為0元。  

釋例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群益台灣精選高息ETF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2,0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2,000元 (100,000＊2.0%=2,0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投信支付：  

(1)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元 (100,000＊0%＝0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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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群益投信「群益台灣 ESG 低碳 50ETF 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群益台灣 ESG 低碳 50ETF 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收益平準金） 0.32%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 0~2.0%，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2.0 %。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公

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本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32%，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0 %。(採

無條件調整至整數位)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構之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

練 

未收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說明：「群益台灣ESG低碳50ETF」（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2.0%及經理費0.32%，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

分成不多於2.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另本公司年度銷售本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員工教育訓練

之金額合計為0元，預計其他報酬合計為0元。  

釋例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群益台灣ESG低碳50ETF」，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2,0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2,000元 (100,000＊2.0%=2,0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投信支付：  

(1)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元 (100,000＊0%＝0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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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下列國泰投信系列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 0~3%，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3  %。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公

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3  %。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本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12~2.0%，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1.0  

%。詳細內容見附表國泰投信系列基金明細表 (採無條件調整至整數位)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構之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

練 

未收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說明：「國泰中國內需增長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3.0%及經理費1.8%，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

成不多於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0%。另本公司年度銷售本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員工教育訓練之

金額合計為0元，預計其他報酬合計為0元。  

釋例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國泰中國內需增長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3,0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2,000元 (100,000＊3.0%=3,0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投信支付：  

(1)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000元 (100,000＊1.0%=1,0000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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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國泰投信國泰系列基金明細表 

基金類型 
基金名稱 經理費率(每年) 

海外股票型 國泰全球基礎建設基金 1.60% 

海外股票型 國泰中港台基金 1.80% 

海外股票型 國泰新興市場基金 1.60% 

海外股票型 國泰全球資源基金 1.80% 

海外股票型 國泰中國內需增長基金(台幣)/(美元)/(人民幣) 1.80% 

海外股票型 國泰中國新興戰略基金(台幣)/(美元)/(人民幣) 1.80% 

海外股票型 國泰亞洲成長基金 1.90% 

海外債券型 國泰新興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台幣)/(美元)/(人民幣) 1.60% 

海外債券型 國泰策略高收益債券基金 1.50% 

海外平衡型 國泰多重收益傘型之多重收益平衡基金 1.25% 

貨幣市場型 國泰台灣貨幣市場基金 0.12% 

貨幣市場型 國泰中國傘型之人民幣貨幣市場基金 0.40% 

全球組合型 國泰幸福階梯傘型基金之全球積極組合基金-配息(台幣) 1.00% 

全球組合型 國泰幸福階梯傘型基金之全球積極組合基金-不配息(台幣) 1.00% 

非投資等級債券型 國泰豐益債券組合基金-A 不配息(台幣) 1.00% 

非投資等級債券型 
國泰豐益債券組合基金-B 配息(台幣)(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1.00% 

國內股票開放型中概股型 大中華基金 1.60% 

國內股票開放型一般股票型 小龍基金 1.50% 

國內股票開放型中小型 中小成長基金 1.60% 

海外股票型 中國新興戰略基金 1.80% 

國內股票開放型科技類 科技生化基金 1.60% 

國內股票開放型一般股票型 國泰基金 1.60% 

國內股票型 國泰價值卓越基金 1.60% 

海外股票型 國泰歐洲精選基金 1.90% 

全球組合型 國泰泰享退系列 2029 目標日期組合基金 0.5%~0.6% 

全球組合型 國泰泰享退系列 2039 目標日期組合基金 0.5%~0.8% 

全球組合型 國泰泰享退系列 2049 目標日期組合基金 0.5%~1.0% 

海外債券型 國泰主順位資產抵押高收益債券基金 1.7% 

國內股票型 國泰台灣高股息基金-A 不配息(台幣)  0.85%~1.5% 

國內股票型 國泰台灣高股息基金-B 配息(台幣) 0.85%~1.5% 

海外股票型 國泰美國 ESG 基金(台幣)/(美元) 2.0% 

非投資等級債券型 國泰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 不配息(台幣)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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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國泰投信『國泰富時中國 A50 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一、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 

１.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為_%，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1%。 

２.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申購無需支付，本公司將自基金公司收

取不多於_%）。--未收取 

３.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手續費為_%，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1%。 

【揭露說明：(1)申購手續費可為實際率或填寫投信基金之公開說明書或境外

基金之總代理契約/銷售契約所載之最高申購手續費率；(2)申購手續費分成

均可無條件進位至整數；(3)以上揭露可依基金屬前收型或後擇一顯示。】 

二、基金公司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系列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95%，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公司收取不多於

年率 %。-未收取【揭露說明：經理費分成可無條件進位至整數。】 

銷售獎勵金(%) 

(依銷售金額/定期定

額開戶數) 

【揭露說明：(1)以上揭露可依實際收取方式擇一顯示或全部列(2)若無收取銷

售獎勵金，本欄列示為「未收取」。】 

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

會及員工教育訓練 

未收取 

【揭露說明：(1)若本項目未收取任何金額，欄列示為「未收取」；(2)若有收

取但未達揭露門檻，本欄列示「2 百萬元揭露門檻」。】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揭露說明：若無其他報酬，則本欄列示為「未收取」。】 

 
計算說明：「XYAA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 2%及經理費 1.6%，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

成不多於 2%、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及 XY 投信提供之銷售獎勵金不多於 1%，另本公司 100 年度銷售 XY 投信基金，該

預計贊助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之額合計為 600 萬元。故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元於「XYAA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或附表所列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台端所支付之 2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2000 元(100,000＊2%=2000 元) 

2.XY 投信支付： 

(1)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000 元(100,000＊1%＝1000 元) 

(2)銷售獎勵金：不多於 1000 元(100,000＊1%=1000 元) 

(3)年度產品說明會及員工年度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贊助金：600 萬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總代人及境外機構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

支應客戶服務行銷成本，並賺取售佣金。惟因各基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

不相致，請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目標。 

【揭露說明：以上文字粗體呈現以上文字粗體呈現】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http://www.6016.com.tw/download/kbc/國內基金揭露內容.pdf) 上公告，不另行

通知台端。 

註：國泰投信之基金明細表 

國泰富時中國 A50 單日正向 2 倍基金 

國泰富時中國 A50 單日反向 1 倍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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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國泰投信『國泰日本 ETF 傘型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一、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 

１.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為_%，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1%。 

２.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申購無需支付，本公司將自基金公司收

取不多於_%）。--未收取 

３.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手續費為_%，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1%。 

【揭露說明：(1)申購手續費可為實際率或填寫投信基金之公開說明書或境外

基金之總代理契約/銷售契約所載之最高申購手續費率；(2)申購手續費分成

均可無條件進位至整數；(3)以上揭露可依基金屬前收型或後擇一顯示。】 

二、基金公司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系列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95%，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公司收取不多於

年率 %。-未收取【揭露說明：經理費分成可無條件進位至整數。】 

銷售獎勵金(%) 

(依銷售金額/定期定

額開戶數) 

基金募集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0.6% 

【揭露說明：(1)以上揭露可依實際收取方式擇一顯示或全部列(2)若無收取銷

售獎勵金，本欄列示為「未收取」。】 

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

會及員工教育訓練 

未收取 

【揭露說明：(1)若本項目未收取任何金額，欄列示為「未收取」；(2)若有收

取但未達揭露門檻，本欄列示「2 百萬元揭露門檻」。】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揭露說明：若無其他報酬，則本欄列示為「未收取」。】 

 
計算說明：「XYAA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 2%及經理費 1.6%，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

成不多於 2%、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及 XY 投信提供之銷售獎勵金不多於 1%，另本公司 100 年度銷售 XY 投信基金，該

預計贊助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之額合計為 600 萬元。故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元於「XYAA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或附表所列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台端所支付之 2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2000 元(100,000＊2%=2000 元) 

2.XY 投信支付： 

(1)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000 元(100,000＊1%＝1000 元) 

(2)銷售獎勵金：不多於 1000 元(100,000＊1%=1000 元) 

(3)年度產品說明會及員工年度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贊助金：600 萬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總代人及境外機構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

支應客戶服務行銷成本，並賺取售佣金。惟因各基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

不相致，請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目標。 

【揭露說明：以上文字粗體呈現以上文字粗體呈現】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行網頁(http://www.6016.com.tw/download/kbc/國內基金揭露內容.pdf) 上公告，不另行通

知台端。 

註：國泰投信之基金明細表 

國泰日經 225 基金 

國泰富時日本單日正向 2 倍基金 

國泰富時日本單日反向 1 倍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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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國泰投信『國泰臺灣加權指數 ETF 傘型基金』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為__%，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1 %。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申購時無需支付，本公司將自基金公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手續費為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1%。 

【揭露說明：(1)申購手續費可為實際費率或填寫投信基金之公開說明書或境外基金之總代

理契約/銷售契約所載之最高申購手續費率；(2)申購手續費分成均可無條件進位至整數

位；(3)以上揭露可依基金屬前收型或後收型擇一顯示。】 

二、基金公司（或總代理人/境外基金機構）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系列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75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

未收取 

【揭露說明：經理費分成可無條件進位至整數位。】 

銷售獎勵金(%) 

(依銷售金額/定期定額開

戶數) 

未收取 

【揭露說明：(1)以上揭露可依實際收取方式擇一顯示或全部列示；(2)若無收取銷售獎勵

金，本欄列示為「未收取」。】 

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

及員工教育訓練 

未收取 

【揭露說明：(1)若本項目未收取任何金額，本欄列示為「未收取」；(2)若有收取但未達揭

露門檻，本欄列示「未達 2 百萬元揭露門檻」。】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揭露說明：若無其他報酬，則本欄列示為「未收取」。】           

計算說明：「XYAA 證劵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 2%及經理費 1.6%，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

分成不多於 2%、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及 XY 投信提供之銷售獎勵金不多於 1 %。另本公司 100 年度銷售 XY 投信基金，

該投信預計贊助產品說明會及員工教育訓練之金額合計 300 萬元。預計贊助之其他報酬合計為 100 萬元，故 台端每投

資 100,000 元於「XYAA 證劵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2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2000 元(100,000*2%=2000 元) 

2. XY 投信支付： 

(1)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000 元 (100,000*1%＝1000 元) 

(2)銷售獎勵金：不多於 1000 元。(100,000*1%=1000 元) 

(3)年度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贊助金：300 萬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客戶服務及行銷成本，並賺取銷售佣金。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

售不同基金時，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

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揭露說明：以上文字以粗體字體呈現】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基金名稱 基金名稱 

 國泰臺灣加權指數單日正向 2 倍基金  國泰臺灣加權指數單日反向 1 倍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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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國泰投信『國泰美國 ETF 傘型』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為__%，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1 %。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申購時無需支付，本公司將自基金公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手續費為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1%。 

【揭露說明：(1)申購手續費可為實際費率或填寫投信基金之公開說明書或境外基金之總代

理契約/銷售契約所載之最高申購手續費率；(2)申購手續費分成均可無條件進位至整數

位；(3)以上揭露可依基金屬前收型或後收型擇一顯示。】 

二、基金公司（或總代理人/境外基金機構）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系列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45、0.85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未收取 

【揭露說明：經理費分成可為實際費率或填寫投信基金之公開說明書或境外基金之總代理

契約/銷售契約所載之最高申購手續費率；(2)經理費分成均可無條件進位至整數位，但不

得高於經理費。】 

銷售獎勵金(%) 

(依銷售金額/定期定額開

戶數) 

每銷售一百萬 1000 元獎勵金 

【揭露說明：(1)以上揭露可依實際收取方式擇一顯示或全部列示；(2)若無收取銷售獎勵

金，本欄列示為「未收取」。】 

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

及員工教育訓練 

未收取 

【揭露說明：(1)若本項目未收取任何金額，本欄列示為「未收取」；(2)若有收取但未達揭

露門檻，本欄列示「未達 2 百萬元揭露門檻」。】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揭露說明：若無其他報酬，則本欄列示為「未收取」。】           

計算說明：「XYAA 證劵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 2%及經理費 1.6%，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

分成不多於 2%、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及 XY 投信提供之銷售獎勵金不多於 1 %。另本公司 100 年度銷售 XY 投信基金，

該投信預計贊助產品說明會及員工教育訓練之金額合計 300 萬元。預計贊助之其他報酬合計為 100 萬元，故 台端每投

資 100,000 元於「XYAA 證劵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2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2000 元(100,000*2%=2000 元) 

2. XY 投信支付： 

(1)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000 元 (100,000*1%＝1000 元) 

(2)銷售獎勵金：不多於 1000 元。(100,000*1%=1000 元) 

(3)年度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贊助金：300 萬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客戶服務及行銷成本，並賺取銷售佣金。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

售不同基金時，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

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揭露說明：以上文字以粗體字體呈現】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基金名稱 基金名稱 

 國泰道瓊工業平均指數基金  國泰道瓊工業平均指數單日反向 1 倍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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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國泰投信『國泰美國債劵 ETF 傘型基金』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基金名稱 

 國泰彭博巴克萊 20 年期(以上)美國公債指數基金 

 國泰彭博巴克萊 20 年期(以上)美國公債指數單日反向 1 倍基金 

 國泰彭博巴克萊 20 年期(以上)美國公債指數單日正向 2 倍基金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為__%，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1 %。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申購時無需支付，本公司將自基金公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手續費為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1%。 

【揭露說明：(1)申購手續費可為實際費率或填寫投信基金之公開說明書或境外基金之總代

理契約/銷售契約所載之最高申購手續費率；(2)申購手續費分成均可無條件進位至整數

位；(3)以上揭露可依基金屬前收型或後收型擇一顯示。】 

二、基金公司（或總代理人/境外基金機構）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系列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2、0.65、0.65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年率   %。-未收取 

【揭露說明：經理費分成可為實際費率或填寫投信基金之公開說明書或境外基金之總代理

契約/銷售契約所載之最高申購手續費率；(2)經理費分成均可無條件進位至整數位，但不

得高於經理費。】 

銷售獎勵金(%) 

(依銷售金額/定期定額開

戶數) 

每銷售 1 百萬 80、500、500 元獎勵金。 

【揭露說明：(1)以上揭露可依實際收取方式擇一顯示或全部列示；(2)若無收取銷售獎勵

金，本欄列示為「未收取」。】 

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

及員工教育訓練 

未收取 

【揭露說明：(1)若本項目未收取任何金額，本欄列示為「未收取」；(2)若有收取但未達揭

露門檻，本欄列示「未達 2 百萬元揭露門檻」。】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揭露說明：若無其他報酬，則本欄列示為「未收取」。】           

計算說明：「康和證劵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 2%及經理費 1.6%，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

成不多於 2%、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及國泰投信提供之銷售獎勵金不多於 1 %。另本公司 100 年度銷售 XY 投信基金，

該投信預計贊助產品說明會及員工教育訓練之金額合計 300 萬元，預計贊助之其他報酬合計為 300 萬元。故 台端每投

資 100,000 元於「康和證劵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2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2000 元(100,000*2%=2000 元) 

2. XY 投信支付： 

(1)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000 元 (100,000*1%＝1000 元) 

(2)銷售獎勵金：不多於 1000 元。(100,000*1%=1000 元) 

(3)年度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贊助金：300 萬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客戶服務及行銷成本，並賺取銷售佣金。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

售不同基金時，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

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揭露說明：以上文字以粗體字體呈現】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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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國泰投信『國泰息收 ETF 傘型』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基金名稱 

 彭博巴克萊 10 年期(以上)BBB 美元息收公司債券基金 

 彭博巴克萊新興市場 5 年期(以上)美元息收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彭博巴克萊優選 1-5 年美元高收益債券基金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為 0~1%，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0~1%。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申購時無需支付，本公司將自基金公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手續費為 0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0~1%%。 

【揭露說明：(1)申購手續費可為實際費率或填寫投信基金之公開說明書或境外基金之總

代理契約/銷售契約所載之最高申購手續費率；(2)申購手續費分成均可無條件進位至整

數位；(3)以上揭露可依基金屬前收型或後收型擇一顯示。】 

二、基金公司（或總代理人/境外基金機構）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系列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35~0.45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0 %。-未收取 

【揭露說明：經理費分成可無條件進位至整數位。】 

銷售獎勵金(%) 

(依銷售金額/定期定額開

戶數) 

5bps 獎勵金 

【揭露說明：(1)以上揭露可依實際收取方式擇一顯示或全部列示；(2)若無收取銷售獎勵

金，本欄列示為「未收取」。】 

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及

員工教育訓練 

未收取 

【揭露說明：(1)若本項目未收取任何金額，本欄列示為「未收取」；(2)若有收取但未達揭

露門檻，本欄列示「未達 2 百萬元揭露門檻」。】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揭露說明：若無其他報酬，則本欄列示為「未收取」。】           

計算說明：「國泰國泰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2%及經理費1.6%，本公司銷售

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2%、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及國泰投信提供之銷售獎勵金不多於1 %，另本公司100

年度銷售國泰投信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之金額合計為300萬元，預計贊助之

其他報酬合計為100萬元故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國泰國泰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本

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2,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2,000 元(100,000*2%=2,000 元) 

2.國泰投信支付： 

 (1)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 1,000 元(100,000*1%=1,000 元) 

 (2)銷售獎勵金：不多 1,000 元(100,000*1%=1,000 元) 

 (3)年度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贊助金：300 萬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客戶服務及行銷成本，並賺取銷售佣金。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

售不同基金時，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推介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

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揭露說明：以上文字以粗體字體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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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國泰投信『國泰富時人民幣短期報酬 ETF 基金』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基金名稱 

 國泰富時人民幣短期報酬 ETF 基金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為 0~1%，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0~1%。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申購時無需支付，本公司將自基金公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手續費為 0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0~1%。 

【揭露說明：(1)申購手續費可為實際費率或填寫投信基金之公開說明書或境外基金之總

代理契約/銷售契約所載之最高申購手續費率；(2)申購手續費分成均可無條件進位至整

數位；(3)以上揭露可依基金屬前收型或後收型擇一顯示。】 

二、基金公司（或總代理人/境外基金機構）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系列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095~0.25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

率 0 %。-未收取 

【揭露說明：經理費分成可無條件進位至整數位。】 

銷售獎勵金(%) 

(依銷售金額/定期定額開

戶數) 

未收取 

【揭露說明：(1)以上揭露可依實際收取方式擇一顯示或全部列示；(2)若無收取銷售獎勵

金，本欄列示為「未收取」。】 

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及

員工教育訓練 

未收取 

【揭露說明：(1)若本項目未收取任何金額，本欄列示為「未收取」；(2)若有收取但未達揭

露門檻，本欄列示「未達 2 百萬元揭露門檻」。】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揭露說明：若無其他報酬，則本欄列示為「未收取」。】           

計算說明：「國泰國泰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2%及經理費1.6%，本公司銷售

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2%、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及國泰投信提供之銷售獎勵金不多於1 %，另本公司100

年度銷售國泰投信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之金額合計為300萬元，預計贊助之

其他報酬合計為100萬元故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國泰國泰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本

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2,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2,000 元(100,000*2%=2,000 元) 

2.國泰投信支付： 

 (1)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 1,000 元(100,000*1%=1,000 元) 

 (2)銷售獎勵金：不多 1,000 元(100,000*1%=1,000 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客戶服務及行銷成本，並賺取銷售佣金。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

售不同基金時，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推介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

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揭露說明：以上文字以粗體字體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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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國泰投信『國泰趨勢 ETF 傘型基金』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基金名稱 

 國泰臺韓科技基金   國泰富時新興市場基金 

 國泰納斯達克全球人工智慧及機器人基金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為 0~1%，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0~1%。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申購時無需支付，本公司將自基金公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手續費為 0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0~1%。 

【揭露說明：(1)申購手續費可為實際費率或填寫投信基金之公開說明書或境外基金之總

代理契約/銷售契約所載之最高申購手續費率；(2)申購手續費分成均可無條件進位至整

數位；(3)以上揭露可依基金屬前收型或後收型擇一顯示。】 

二、基金公司（或總代理人/境外基金機構）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系列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35~0.85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

率 0 %。-未收取 

【揭露說明：經理費分成可無條件進位至整數位。】 

銷售獎勵金(%) 

(依銷售金額/定期定額開

戶數) 

3bps 獎勵金 

【揭露說明：(1)以上揭露可依實際收取方式擇一顯示或全部列示；(2)若無收取銷售獎勵

金，本欄列示為「未收取」。】 

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及

員工教育訓練 

未收取 

【揭露說明：(1)若本項目未收取任何金額，本欄列示為「未收取」；(2)若有收取但未達揭

露門檻，本欄列示「未達 2 百萬元揭露門檻」。】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揭露說明：若無其他報酬，則本欄列示為「未收取」。】           

計算說明：「國泰國泰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2%及經理費1.6%，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2%、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及國泰投信提供之銷售獎勵金不多於1 %，另本公司100年度銷售國泰投信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產品說明

會及員工教育訓練之金額合計為300萬元，預計贊助之其他報酬合計為100萬元故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國泰國泰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或附表所列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2,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2,000 元(100,000*2%=2,000 元) 

2.國泰投信支付： 

 (1)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 1,000 元(100,000*1%=1,000 元) 

 (2)銷售獎勵金：不多 1,000 元(100,000*1%=1,000 元) 

 (3)年度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贊助金：300 萬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客戶服務及行銷成本，並賺取銷售佣金。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

售不同基金時，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推介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

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揭露說明：以上文字以粗體字體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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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國泰投信『國泰新中國傘型基金』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基金名稱 
 國泰富時中國 A150 ETF 基金  國泰富時中國 5 年期以上政策金融債券 ETF 基金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為 0~2%，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0~2%。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申購時無需支付，本公司將自基金公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手續費為 0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0~1%。 

【揭露說明：(1)申購手續費可為實際費率或填寫投信基金之公開說明書或境外基金之總

代理契約/銷售契約所載之最高申購手續費率；(2)申購手續費分成均可無條件進位至整

數位；(3)以上揭露可依基金屬前收型或後收型擇一顯示。】 

二、基金公司（或總代理人/境外基金機構）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系列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4~0.9%，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0 

%。-未收取 

【揭露說明：經理費分成可無條件進位至整數位。】 

銷售獎勵金(%) 

(依銷售金額/定期定額開

戶數) 

5bps 獎勵金 

【揭露說明：(1)以上揭露可依實際收取方式擇一顯示或全部列示；(2)若無收取銷售獎勵

金，本欄列示為「未收取」。】 

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及

員工教育訓練 

未收取 

【揭露說明：(1)若本項目未收取任何金額，本欄列示為「未收取」；(2)若有收取但未達揭

露門檻，本欄列示「未達 2 百萬元揭露門檻」。】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揭露說明：若無其他報酬，則本欄列示為「未收取」。】           

計算說明：「國泰國泰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2%及經理費1.6%，本公司銷售

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2%、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及國泰投信提供之銷售獎勵金不多於1 %，另本公司100

年度銷售國泰投信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之金額合計為300萬元，預計贊助之

其他報酬合計為100萬元故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國泰國泰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本

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2,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2,000 元(100,000*2%=2,000 元) 

2.國泰投信支付： 

 (1)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 1,000 元(100,000*1%=1,000 元) 

 (2)銷售獎勵金：不多 1,000 元(100,000*1%=1,000 元) 

 (3)年度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贊助金：300 萬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客戶服務及行銷成本，並賺取銷售佣金。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

售不同基金時，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推介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

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揭露說明：以上文字以粗體字體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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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國泰投信『國泰彭博巴克萊 10 年期以上 A 等級美元公司債券 ETF 基金』所收取之通路

報酬如下：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國泰彭博巴克萊 10 年期以上 A 等級美元公司債券 ETF 基金 0.2%~0.4%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為 0~1%，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0~1%。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申購時無需支付，本公司將自基金公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手續費為 0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1%%。 

【揭露說明：(1)申購手續費可為實際費率或填寫投信基金之公開說明書或境外基金之總

代理契約/銷售契約所載之最高申購手續費率；(2)申購手續費分成均可無條件進位至整

數位；(3)以上揭露可依基金屬前收型或後收型擇一顯示。】 

二、基金公司（或總代理人/境外基金機構）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系列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2~0.4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0 

%。-未收取 

【揭露說明：經理費分成可無條件進位至整數位。】 

銷售獎勵金(%) 

(依銷售金額/定期定額開

戶數) 

2bps 獎勵金 

【揭露說明：(1)以上揭露可依實際收取方式擇一顯示或全部列示；(2)若無收取銷售獎勵

金，本欄列示為「未收取」。】 

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及

員工教育訓練 

未收取 

【揭露說明：(1)若本項目未收取任何金額，本欄列示為「未收取」；(2)若有收取但未達揭

露門檻，本欄列示「未達 2 百萬元揭露門檻」。】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揭露說明：若無其他報酬，則本欄列示為「未收取」。】           

計算說明：「國泰國泰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2%及經理費1.6%，本公司銷售

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2%、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及國泰投信提供之銷售獎勵金不多於1 %，另本公司100

年度銷售國泰投信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之金額合計為300萬元，預計贊助之

其他報酬合計為100萬元故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國泰國泰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本

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2,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2,000 元(100,000*2%=2,000 元) 

2.國泰投信支付： 

 (1)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 1,000 元(100,000*1%=1,000 元) 

 (2)銷售獎勵金：不多 1,000 元(100,000*1%=1,000 元) 

 (3)年度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贊助金：300 萬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客戶服務及行銷成本，並賺取銷售佣金。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

售不同基金時，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推介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

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揭露說明：以上文字以粗體字體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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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國泰投信『國泰標普北美科技 ETF 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國泰標普北美科技 ETF 基金 0.2%~0.35%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為 0~1%，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0~1%。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申購時無需支付，本公司將自基金公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手續費為 0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1%%。 

【揭露說明：(1)申購手續費可為實際費率或填寫投信基金之公開說明書或境外基金之總

代理契約/銷售契約所載之最高申購手續費率；(2)申購手續費分成均可無條件進位至整

數位；(3)以上揭露可依基金屬前收型或後收型擇一顯示。】 

二、基金公司（或總代理人/境外基金機構）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系列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2~0.35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0 

%。-未收取 

【揭露說明：經理費分成可無條件進位至整數位。】 

銷售獎勵金(%) 

(依銷售金額/定期定額開

戶數) 

每戶 50 元 

【揭露說明：(1)以上揭露可依實際收取方式擇一顯示或全部列示；(2)若無收取銷售獎勵

金，本欄列示為「未收取」。】 

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及

員工教育訓練 

未收取 

【揭露說明：(1)若本項目未收取任何金額，本欄列示為「未收取」；(2)若有收取但未達揭

露門檻，本欄列示「未達 2 百萬元揭露門檻」。】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揭露說明：若無其他報酬，則本欄列示為「未收取」。】           

計算說明：「國泰國泰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2%及經理費1.6%，本公司銷售

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2%、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及國泰投信提供之銷售獎勵金不多於1 %，另本公司100年

度銷售國泰投信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之金額合計為300萬元，預計贊助之其他報

酬合計為100萬元故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國泰國泰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本公司每

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2,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2,000 元(100,000*2%=2,000 元) 

2.國泰投信支付： 

 (1)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 1,000 元(100,000*1%=1,000 元) 

 (2)銷售獎勵金：不多 1,000 元(100,000*1%=1,000 元) 

 (3)年度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贊助金：300 萬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客戶服務及行銷成本，並賺取銷售佣金。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

售不同基金時，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推介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

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揭露說明：以上文字以粗體字體呈現】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不另知   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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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國泰投信『國泰旗艦產業 ETF 傘型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國泰 7-10 年 A 等級金融產業債券基金 0.2%~0.3% 

 國泰 15 年期以上 A 等級科技產業債券基金 0.2%~0.3% 

 國泰 15 年期以上 A 等級公用事業產業債券基金 0.2%~0.3%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為 0~1%，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0~1%。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申購時無需支付，本公司將自基金公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手續費為 0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1%%。 

【揭露說明：(1)申購手續費可為實際費率或填寫投信基金之公開說明書或境外基金之總

代理契約/銷售契約所載之最高申購手續費率；(2)申購手續費分成均可無條件進位至整

數位；(3)以上揭露可依基金屬前收型或後收型擇一顯示。】 

二、基金公司（或總代理人/境外基金機構）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系列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2~0.3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0 

%。-未收取 

【揭露說明：經理費分成可無條件進位至整數位。】 

銷售獎勵金(%) 

(依銷售金額/定期定額開

戶數) 

每百萬 5bps 

【揭露說明：(1)以上揭露可依實際收取方式擇一顯示或全部列示；(2)若無收取銷售獎勵

金，本欄列示為「未收取」。】 

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及

員工教育訓練 

未收取 

【揭露說明：(1)若本項目未收取任何金額，本欄列示為「未收取」；(2)若有收取但未達揭

露門檻，本欄列示「未達 2 百萬元揭露門檻」。】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揭露說明：若無其他報酬，則本欄列示為「未收取」。】           

計算說明：「國泰國泰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2%及經理費1.6%，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2%、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及國泰投信提供之銷售獎勵金不多於1 %，另本公司100年度銷售國泰投信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產品說明

會及員工教育訓練之金額合計為300萬元，預計贊助之其他報酬合計為100萬元故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國泰國泰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或附表所列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2,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2,000 元(100,000*2%=2,000 元) 

2.國泰投信支付： 

 (1)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 1,000 元(100,000*1%=1,000 元) 

 (2)銷售獎勵金：不多 1,000 元(100,000*1%=1,000 元) 

 (3)年度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贊助金：300 萬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

客戶服務及行銷成本，並賺取銷售佣金。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各基金公

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推介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

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揭露說明：以上文字以粗體字體呈現】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不另知   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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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國泰投信『國泰道瓊工業平均指數單日正向 2 倍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國泰道瓊工業平均指數單日正向 2 倍基金 0.85%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為 0~1%，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1 %。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申購時無需支付，本公司將自基金公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手續費為 0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1 %。 

【揭露說明：(1)申購手續費可為實際費率或填寫投信基金之公開說明書或境外基金之總代

理契約/銷售契約所載之最高申購手續費率；(2)申購手續費分成均可無條件進位至整數

位；(3)以上揭露可依基金屬前收型或後收型擇一顯示。】 

二、基金公司（或總代理人/境外基金機構）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系列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85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0 %。

-未收取 

【揭露說明：經理費分成可無條件進位至整數位。】 

銷售獎勵金(%) 

(依銷售金額/定期定額開

戶數) 

募集期間 5 bps 獎勵金 

【揭露說明：(1)以上揭露可依實際收取方式擇一顯示或全部列示；(2)若無收取銷售獎勵

金，本欄列示為「未收取」。】 

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及

員工教育訓練 

未收取 

【揭露說明：(1)若本項目未收取任何金額，本欄列示為「未收取」；(2)若有收取但未達揭

露門檻，本欄列示「未達 2 百萬元揭露門檻」。】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揭露說明：若無其他報酬，則本欄列示為「未收取」。】           

計算說明：「國泰國泰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2%及經理費1.6%，本公司銷售

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2%、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及國泰投信提供之銷售獎勵金不多於1 %，另本公司100年

度銷售國泰投信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之金額合計為300萬元，預計贊助之其他報

酬合計為100萬元故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國泰國泰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本公司每

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2,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2,000 元(100,000*2%=2,000 元) 

2.國泰投信支付： 

 (1)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 1,000 元(100,000*1%=1,000 元) 

 (2)銷售獎勵金：不多 1,000 元(100,000*1%=1,000 元) 

 (3)年度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贊助金：300 萬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客戶服務及行銷成本，並賺取銷售佣金。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

售不同基金時，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推介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

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揭露說明：以上文字以粗體字體呈現】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不另知   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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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國泰投信『國泰美國短期公債 ETF 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國泰美國短期公債 ETF 基金 0.1%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 0~1%，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1 %。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公

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1%，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1 %。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本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1%，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0 %。-

未收取 

 

銷售獎勵金(%) 

(依銷售金額/定期定額開

戶數) 

 

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及

員工教育訓練 

未收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說明：「國泰國泰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2%及經理費1.6%，本公司銷售

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2%、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及國泰投信提供之銷售獎勵金不多於1 %，另本公司100年

度銷售國泰投信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之金額合計為300萬元，預計贊助之其他報

酬合計為100萬元故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國泰國泰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本公司每

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2,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2,000 元(100,000*2%=2,000 元) 

2.國泰投信支付： 

 (1)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 1,000 元(100,000*1%=1,000 元) 

 (2)銷售獎勵金：不多 1,000 元(100,000*1%=1,000 元) 

 (3)年度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贊助金：300 萬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銀行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銀行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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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國泰投信『國泰美國多重收益平衡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國泰美國多重收益平衡基金 1.6%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 0~3%，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3%。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公

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3%，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3%。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本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1.6%，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0.24 %。 

 

銷售獎勵金(%) 

(依銷售金額/定期定額開

戶數) 

未收取 

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及

員工教育訓練 

未收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說明：「國泰國泰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2%及經理費1.6%，本公司銷售

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2%、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及國泰投信提供之銷售獎勵金不多於1 %，另本公司100年

度銷售國泰投信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之金額合計為300萬元，預計贊助之其他報

酬合計為100萬元故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國泰國泰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本公司每

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2,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2,000 元(100,000*2%=2,000 元) 

2.國泰投信支付： 

 (1)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 1,000 元(100,000*1%=1,000 元) 

 (2)銷售獎勵金：不多 1,000 元(100,000*1%=1,000 元) 

 (3)年度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贊助金：300 萬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銀行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銀行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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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國泰投信『國泰網路資安 ETF 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國泰網路資安 ETF 基金 0.9%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 0~1%，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1 %。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公

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本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9%，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0 %。-

未收取 

 

銷售獎勵金(%) 

(依銷售金額/定期定額開

戶數) 

未收取 

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及

員工教育訓練 

未收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說明：「國泰國泰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2%及經理費1.6%，本公司銷售

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2%、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及國泰投信提供之銷售獎勵金不多於1 %，另本公司100年

度銷售國泰投信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之金額合計為300萬元，預計贊助之其他報

酬合計為100萬元故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國泰國泰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本公司每

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2,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2,000 元(100,000*2%=2,000 元) 

2.國泰投信支付： 

 (1)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 1,000 元(100,000*1%=1,000 元) 

 (2)銷售獎勵金：不多 1,000 元(100,000*1%=1,000 元) 

 (3)年度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贊助金：300 萬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銀行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銀行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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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國泰投信『國泰台灣 ESG 永續高股息 ETF 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國泰台灣 ESG 永續高股息 ETF 基金 0.25 ~ 0.3%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 0~1%，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1 %。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

公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 

--未收取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本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25~0.3%，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0 

%。-未收取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構之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

練 

未收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說明：「國泰國泰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2.0%及經理費1.6%，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

費分成不多於2.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0%。另本公司年度銷售本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員工教育訓

練之金額合計為0元，預計其他報酬合計為0元。  

釋例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國泰國泰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2,0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2,000元 (100,000＊2.0%=2,0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支付：  

(1)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000元 (100,000＊1.0%＝1,000 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49- 

本公司銷售國泰投信『國泰台灣 5G PLUS ETF 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國泰台灣 5G PLUS ETF 基金 0.4%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 0~2%，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2 %。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

公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0  %。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本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4%，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0 %。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構之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

練 

未收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說明：「國泰國泰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2.0%及經理費1.6%，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

費分成不多於2.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0%。另本公司年度銷售本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員工教育訓

練之金額合計為0元，預計其他報酬合計為0元。  

釋例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國泰國泰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2,0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2,000元 (100,000＊2.0%=2,0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投信支付：  

(1)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000元 (100,000＊1.0%＝1,000 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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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國泰投信「國泰全球智能電動車 ETF 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國泰全球智能電動車 ETF 基金 0.90%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 0~2.0%，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2.0 %。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

公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0 %。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本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90%，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0 %。(採

無條件調整至整數位)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構之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

練 

未收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說明：「國泰全球智能電動車ETF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2.0%及經理費0.9%，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

續費分成不多於2.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另本公司年度銷售本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員工教育

訓練之金額合計為0元，預計其他報酬合計為0元。  

釋例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國泰全球智能電動車ETF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2,0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2,000元 (100,000＊2.0%=2,0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投信支付：  

(1)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元 (100,000＊0%＝0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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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國泰投信「國泰全球基因免疫與醫療革命 ETF 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國泰全球基因免疫與醫療革命 ETF 基金 0.85%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 0~2.0%，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2.0 %。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

公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0 %。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本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85%，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0 %。(採

無條件調整至整數位)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構之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

練 

未收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說明：「國泰全球基因免疫與醫療革命ETF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2.0%及經理費0.85%，本公司銷售

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2.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另本公司年度銷售本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

員工教育訓練之金額合計為0元，預計其他報酬合計為0元。  

釋例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國泰全球基因免疫與醫療革命ETF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2,0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2,000元 (100,000＊2.0%=2,0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投信支付：  

(1)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元 (100,000＊0%＝0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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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國泰投信「國泰全球數位支付服務 ETF 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國泰全球數位支付服務 ETF 基金 0.80%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 0~2.0%，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2.0 %。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

公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0 %。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本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80%，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0 %。(採

無條件調整至整數位)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構之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

練 

未收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說明：「國泰全球數位支付服務ETF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2.0%及經理費0.80%，本公司銷售之申購

手續費分成不多於2.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另本公司年度銷售本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員工教

育訓練之金額合計為0元，預計其他報酬合計為0元。  

釋例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國泰全球數位支付服務ETF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2,0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2,000元 (100,000＊2.0%=2,0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投信支付：  

(1)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元 (100,000＊0%＝0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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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國泰投信「國泰全球品牌 50ETF 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國泰全球品牌 50ETF 基金 0.60%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 0~2.0%，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2.0 %。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

公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本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6%，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0 %。(採

無條件調整至整數位)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構之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

練 

未收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說明：「國泰全球品牌50ETF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2.0%及經理費0.60%，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

分成不多於2.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另本公司年度銷售本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員工教育訓練

之金額合計為0元，預計其他報酬合計為0元。  

釋例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國泰全球品牌50ETF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2,0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2,000元 (100,000＊2.0%=2,0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投信支付：  

(1)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元 (100,000＊0%＝0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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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國泰投信「國泰台灣領袖 50ETF 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國泰台灣領袖 50ETF 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收益平準金） 0.25%~0.2%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 0~2.0%，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2.0 %。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公

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本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25~0.2%，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0 

%。(採無條件調整至整數位)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構之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

練 

未收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說明：「國泰台灣領袖50ETF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2.0%及經理費0.25%，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

分成不多於2.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另本公司年度銷售本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員工教育訓練

之金額合計為0元，預計其他報酬合計為0元。  

釋例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國泰台灣領袖50ETF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2,0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2,000元 (100,000＊2.0%=2,0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投信支付：  

(1)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元 (100,000＊0%＝0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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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日盛投信貨幣市場型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一、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 

無 

二、基金公司（或總代理人/境外基金機構）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貨幣市場型基金經理費收入為0.12~0.4%，台端持有本基金期 

間，本公司收取不超過年率 0.4% （採無條件調整至整數位）。 

銷售獎勵金(%) 

(依銷售金額/定期定

額開戶數) 

無 

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

會及員工教育訓練 

無 

三、其他報酬：無 

計算說明：「日盛精選五虎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1.5%及經理費1.6%，本公司銷售之申購

手續費分成不多於1.5%、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0%。另本公司年度銷售本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員工教

育訓練之金額合計為0元，預計其他報酬合計為0元。  

釋例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日盛精選五虎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1,5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1,500元 (100,000＊1.5%=1,5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或投信支付：  

(1)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000元  (100,000＊1.0%=1,000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註：日盛投信貨幣市場型基金之明細表 

日盛貨幣市場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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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日盛投信股票型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 0~3.0%，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3.0%。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

公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本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26~2.0%，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1.0 

%。(採無條件調整至整數位)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構之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

練 

未收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說明：「日盛精選五虎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1.5%及經理費1.6%，本公司銷售之申購

手續費分成不多於1.5%、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0%。另本公司年度銷售本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員工教

育訓練之金額合計為0元，預計其他報酬合計為0元。  

釋例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日盛精選五虎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1,5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1,500元 (100,000＊1.5%=1,5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或投信支付：  

(1)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000元  (100,000＊1.0%=1,000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註：日盛投信股票型基金之明細表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日盛上選基金 1.6% 日盛小而美基金 1.6% 

日盛精選五虎基金 1.6% 日盛高科技基金 1.6% 

日盛新台商基金 1.6% 日盛亞洲機會基金 1.8% 

日盛首選基金 1.6% 
日盛全球抗暖化基金(本基金非屬環境、社會及

治理相關主題基金) 
2.0% 

日盛日盛基金 1.6% 日盛 MIT 主流基金 1.6% 

日盛中國內需動力基金 1.8% 日盛中國戰略 A 股基金 2.0% 

日盛全球智能車基金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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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下列日盛投信債券型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 0~4.0%，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4.0%。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

公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本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1.6%，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1.0 %。(採

無條件調整至整數位)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構之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

練 

未收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說明：「日盛精選五虎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1.5%及經理費1.6%，本公司銷售之申購

手續費分成不多於1.5%、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0%。另本公司年度銷售本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員工教

育訓練之金額合計為0元，預計其他報酬合計為0元。  

釋例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日盛精選五虎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1,5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1,500元 (100,000＊1.5%=1,5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或投信支付：  

(1)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000元  (100,000＊1.0%=1,000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註：日盛投信債券型基金之明細表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日盛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配息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6% 

日盛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不配息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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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日盛投信『日盛越南機會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日盛越南機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2.0%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 0.9%~3%，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3 %。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

公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3.0 %。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本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2.0%，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1.0 %。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構之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

練 

未收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說明：「日盛越南機會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3.0%及經理費2.0%，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

多於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0%。另本公司年度銷售本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員工教育訓練之金額

合計為0元，預計其他報酬合計為0元。  

釋例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日盛越南機會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3,0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3,000元 (100,000＊3.0%=3,0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或投信支付：  

(1)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000元 (100,000＊1.0%＝1,000 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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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野村投信股票型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野村台灣高股息基金 1.6% 野村環球基金 1.5% 

野村中小基金 1.6% 野村巴西基金 1.8% 

野村ｅ科技基金 1.6% 野村印度潛力基金 1.8% 

野村高科技基金 1.6% 野村全球品牌基金 1.8% 

野村成長基金 1.6% 野村大俄羅斯基金 1.8% 

野村全球生技醫療基金 1.8% 野村泰國基金 1.8% 

野村優質基金 1.5% 野村全球高股息基金-季配型 1.6% 

野村積極成長基金 1.5% 野村全球高股息基金-累積型 1.6% 

野村鴻運基金 1.5% 野村台灣運籌基金 1.5% 

野村亞太高股息基金-季配型(台幣) 1.8% 野村日本領先基金 1.8% 

野村亞太高股息基金-累積型(台幣) 1.8%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 0~3.0%，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3.0 %。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

公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1.5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1.5 %。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本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1.5~1.8%，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1 %。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構之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

練 

未收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說明：「野村台灣高股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2.0%及經理費1.6%，本公司銷售之申

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2.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0%。另本公司年度銷售本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員工

教育訓練之金額合計為0元，預計其他報酬合計為0元。  

釋例 ：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野村台灣高股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2,0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2,000元 (100,000＊2.0%=2,0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投信支付：  

(1)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000元 (100,000＊1.0%=1,000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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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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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野村投信貨幣市場型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野村貨幣市場基金 0.04% 野村精選貨幣市場基金 0.09%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 0~1.0%，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1.0 %。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

公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1.0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1.0 %。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本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04~0.09%，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0.09%。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構之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

練 

未收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說明：「野村台灣高股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2.0%及經理費1.6%，本公司銷售之申

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2.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0%。另本公司年度銷售本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員工

教育訓練之金額合計為0元，預計其他報酬合計為0元。  

釋例 ：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野村台灣高股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2,0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2,000元 (100,000＊2.0%=2,0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投信支付：  

(1)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000元 (100,000＊1.0%=1,000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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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野村投信債券型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基金名稱 經理費 

 (每年) 

基金名稱 經理費 

(每年) 

野村亞太複合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累積型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5% 

野村亞太複合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月配息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5%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 0~3.0%，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3.0 %。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

公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1.5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1.5 %。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本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1.5%，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1 %。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構之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

練 

未收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說明：「野村台灣高股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2.0%及經理費1.6%，本公司銷售之申

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2.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0%。另本公司年度銷售本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員工

教育訓練之金額合計為0元，預計其他報酬合計為0元。  

釋例 ：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野村台灣高股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2,0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2,000元 (100,000＊2.0%=2,0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投信支付：  

(1)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000元 (100,000＊1.0%=1,000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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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野村投信組合型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野村新興非投資等級債券組合基金-

累積型(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0% 

野村新興非投資等級債券組合基金-

月配型(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0% 

野村鑫平衡組合基金 1.0%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 0~2.0%，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2.0 %。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

公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1.0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1.0 %。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本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1.0%，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1.0 %。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構之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

練 

未收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說明：「野村台灣高股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2.0%及經理費1.6%，本公司銷售之申

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2.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0%。另本公司年度銷售本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員工

教育訓練之金額合計為0元，預計其他報酬合計為0元。  

釋例 ：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野村台灣高股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2,0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2,000元 (100,000＊2.0%=2,0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投信支付：  

(1)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000元 (100,000＊1.0%=1,000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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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野村投信多重資產型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野村多元收益多重資產基金-累積型

(台幣/美金/人民幣) 
1.7% 

野村動態配置多重資產基金-月配型

(台幣/美金/人民幣/南非幣/澳幣) 
1.7% 

野村多元收益多重資產基金-月配型

(台幣/美金/人民幣) 
1.7% 

野村動態配置多重資產基金-月配型

(台幣/美金/人民幣/南非幣/澳幣) 
1.7%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 0~3.0%，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3.0 %。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

公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1.5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1.5 %。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本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1.7%，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1 %。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構之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

練 

未收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說明：「野村台灣高股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2.0%及經理費1.6%，本公司銷售之申

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2.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0%。另本公司年度銷售本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員工

教育訓練之金額合計為0元，預計其他報酬合計為0元。  

釋例 ：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野村台灣高股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2,0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2,000元 (100,000＊2.0%=2,0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投信支付：  

(1)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000元 (100,000＊1.0%=1,000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65- 

本公司銷售野村投信平衡型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野村平衡基金 1.2% 野村鴻利基金 1.2%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 0~2.0%，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2.0 %。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

公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1.5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1.5 %。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本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1.2%，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1 %。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構之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

練 

未收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說明：「野村台灣高股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2.0%及經理費1.6%，本公司銷售之申

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2.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0%。另本公司年度銷售本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員工

教育訓練之金額合計為0元，預計其他報酬合計為0元。  

釋例 ：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野村台灣高股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2,0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2,000元 (100,000＊2.0%=2,0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投信支付：  

(1)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000元 (100,000＊1.0%=1,000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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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野村投信不動產證券化型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野村全球不動產證券化基金－累積型 1.6% 野村全球不動產證券化基金－月配息 1.6%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 0~3.0%，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3.0 %。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

公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1.5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1.5 %。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本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1.6%，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1 %。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構之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

練 

未收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說明：「野村台灣高股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2.0%及經理費1.6%，本公司銷售之申

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2.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0%。另本公司年度銷售本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員工

教育訓練之金額合計為0元，預計其他報酬合計為0元。  

釋例 ：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野村台灣高股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2,0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2,000元 (100,000＊2.0%=2,0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投信支付：  

(1)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000元 (100,000＊1.0%=1,000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67- 

本公司銷售第一金投信「全家福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一、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為 0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0 %。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手續費為 0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0%。 

二、基金公司（或總代理人/境外基金機構）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本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07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年率 0%。 

銷售獎勵金(%) 

(依銷售金額/定期定

額開戶數) 

未收取 

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

會及員工教育訓練 

未收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一般類型基金】 

計算說明：「第一金全家福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 0%及經理費 0.1%，本銀行銷售

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及第一金投信提供之銷售獎勵金不多於 0 %，另

本銀行 101 年度銷售第一金投信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之金額合計為 0 萬

元。故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第一金全家福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公司收取之通路

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0 元 (100,000＊0%=0 元) 

2.第一金投信支付： 

(1)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 元 (100,000＊0%＝0 元) 

(2) 銷售獎勵金：不多於 0 元 (1,000＊0%=0 元) 

(3) 年度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贊助金：0 萬元 

3.其他報酬:0 萬元 

本銀行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客戶服務及行銷成本，並賺取銷售佣金。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銀行銷

售不同基金時，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銀行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

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註：與第一金全家福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通路報酬相同之基金為： 

基金名稱 經理費率(每年) 

第一金台灣貨幣市場基金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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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第一金投信「中概平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一、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為1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0.5 %。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手續費為 1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0.5%。 

二、基金公司（或總代理人/境外基金機構）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本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1.2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年率 0%。 

銷售獎勵金(%) 

(依銷售金額/定期定

額開戶數) 

未收取 

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

會及員工教育訓練 

未收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一般類型基金】 

計算說明：「第一金中概平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 1%及經理費 1.2%，本銀行銷售之申購

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0.5%、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及第一金投信提供之銷售獎勵金不多於 0 %，另本銀

行 101 年度銷售第一金投信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之金額合計為 0 萬元。

故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第一金中概平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5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5000 元 (100,000＊0.5%=5000 元) 

2.第一金投信支付： 

(1)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 元 (100,000＊0%＝0 元) 

(2) 銷售獎勵金：不多於 0 元 (1,000＊0%=0 元) 

(3) 年度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贊助金：0 萬元 

3.其他報酬:0 萬元 

本銀行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客戶服務及行銷成本，並賺取銷售佣金。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銀行銷

售不同基金時，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銀行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

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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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第一金投信「店頭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一、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為1.6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0.8 %。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手續費為1.6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0.8%。 

二、基金公司（或總代理人/境外基金機構）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本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1.6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年率 0%。 

銷售獎勵金(%) 

(依銷售金額/定期定

額開戶數) 

未收取 

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

會及員工教育訓練 

未收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一般類型基金】 

計算說明：「第一金店頭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 1.6%及經理費 1.6%，本銀行銷售之申

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0.8%、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及第一金投信提供之銷售獎勵金不多於 0 %，另本

銀行 101 年度銷售第一金投信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之金額合計為 0 萬

元。故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第一金中概平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

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8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8000 元 (100,000＊0.8%=8000 元) 

2.第一金投信支付： 

(1)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 元 (100,000＊0%＝0 元) 

(2) 銷售獎勵金：不多於 0 元 (1,000＊0%=0 元) 

(3) 年度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贊助金：0 萬元 

3.其他報酬:0 萬元 

本銀行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客戶服務及行銷成本，並賺取銷售佣金。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銀行銷

售不同基金時，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銀行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

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註：與第一金店頭證券投資信託基金通路報酬相同之基金為： 

基金名稱 經理費率(每年) 

第一金電子基金 1.60% 

第一金大中華基金 1.60% 

第一金小型精選基金 1.60% 

第一金創新趨勢基金 1.60% 

第一金亞洲科技基金 1.75% 

第一金全球大趨勢基金 1.85% 

第一金中國世紀基金(台幣) 1.80% 

第一金中國世紀基金(人民幣) 1.80% 

第一金亞洲新興市場基金 1.85% 



-70- 

第一金全球不動產證券化基金(A) 1.75% 

第一金全球不動產證券化基金(B) 1.75% 

第一金全球多重資產入息平衡基金(A) 1.55% 

第一金全球多重資產入息平衡基金(B)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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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第一金投信『第一金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第一金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1.5%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 3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2 %。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

公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2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2 %。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本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1.5%，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1  %。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構之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

練 

未收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說明：「第一金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3.0%及經理費1.5%，本公司銷售之申購

手續費分成不多於2.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0%。另本公司年度銷售本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員工教

育訓練之金額合計為0元，預計其他報酬合計為0元。  

釋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2,0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2,000元 (100,000＊2.0%=2,0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投信支付：  

(1)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000元 (100,000＊1.0%=1,0000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註：與第一金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通路報酬相同之基金為： 

基金名稱 經理費率(每年) 

第一金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不配息(台幣) 1.5% 

第一金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B 配息(台幣)(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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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保德信投信貨幣市場型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 0%，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0 %。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

公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本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1%，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0%。(採

無條件調整至整數位)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構之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

練 

未收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說明：「保德信新世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3.0%及經理費1.6%，本公司銷售之申購

手續費分成不多於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另本公司年度銷售本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員工教

育訓練之金額合計為0元，預計其他報酬合計為0元。  

釋例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保德信新世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3,0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3,000元 (100,000＊3.0%=3,0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或投信支付：  

(1)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註：保德信投信貨幣市場型基金之明細表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PGIM 保德信貨幣市場基金 0.1%   

 



-73- 

本公司銷售保德信投信股票型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 0~3.0%，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3.0%。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

公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本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26~2.0%，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0 

%。(採無條件調整至整數位)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構之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

練 

未收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說明：「保德信新世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3.0%及經理費1.6%，本公司銷售之申購

手續費分成不多於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另本公司年度銷售本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員工教

育訓練之金額合計為0元，預計其他報酬合計為0元。  

釋例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保德信新世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3,0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3,000元 (100,000＊3.0%=3,0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或投信支付：  

(1)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註：保德信投信股票型基金之明細表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PGIM 保德信中國品牌基金 1.8% PGIM 保德信拉丁美洲基金 2.0% 

PGIM 保德信全球消費商機基金 2.0% PGIM 保德信高成長基金 1.2% 

PGIM 保德信全球醫療生化基金 1.80% PGIM 保德信新世紀基金 1.6% 

PGIM 保德信大中華基金 0.26% PGIM 保德信中小型股基金 1.6% 

PGIM 保德信全球中小基金 1.6% PGIM 保德信全球基礎建設基金 1.8% 

PGIM 保德信全球資源基金 2.0% PGIM 保德信亞太基金 1.75% 

PGIM 保德信店頭市場基金 1.6% PGIM 保德信金滿意基金 1.6% 

PGIM 保德信科技島基金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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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保德信投信債券型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 0~3.0%，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3.0%。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

公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本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3~1.5%，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1.5%。

(採無條件調整至整數位)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構之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

練 

未收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說明：「保德信新世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3.0%及經理費1.6%，本公司銷售之申購

手續費分成不多於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另本公司年度銷售本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員工教

育訓練之金額合計為0元，預計其他報酬合計為0元。  

釋例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保德信新世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3,0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3,000元 (100,000＊3.0%=3,0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或投信支付：  

(1)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註：保德信投信債券型基金之明細表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PGIM 保德信新興市場企業債券基金 1.5% PGIM 保德信瑞騰基金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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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保德信投信組合型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 0~3.0%，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3.0%。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

公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本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1.0~1.2%，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0%。

(採無條件調整至整數位)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構之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

練 

未收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說明：「保德信新世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3.0%及經理費1.6%，本公司銷售之申購

手續費分成不多於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另本公司年度銷售本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員工教

育訓練之金額合計為0元，預計其他報酬合計為0元。  

釋例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保德信新世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3,0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3,000元 (100,000＊3.0%=3,0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或投信支付：  

(1)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註：保德信投信組合型基金之明細表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PGIM 保德信好時債組合基金 1.0% PGIM 保德信新興趨勢組合基金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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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保德信投信平衡型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 0~2.0%，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2.0 %。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

公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本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1.2%，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0%。(採

無條件調整至整數位)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構之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

練 

未收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說明：「保德信新世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3.0%及經理費1.6%，本公司銷售之申購

手續費分成不多於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另本公司年度銷售本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員工教

育訓練之金額合計為0元，預計其他報酬合計為0元。  

釋例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保德信新世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3,0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3,000元 (100,000＊3.0%=3,0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或投信支付：  

(1)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註：保德信投信平衡型基金之明細表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PGIM 保德信金平衡基金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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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台新投信股票型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一、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 

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為 0.1%~3.0%，其中本公司收取 0.1%~3.0%。 

二、基金公司（或總代理人/境外基金機構）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股票型基金經理費收入為 1.6%~2.0%，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

0.12%~0.15%。。 

銷售獎勵金(%) 

(依銷售金額/定期定

額開戶數) 

無 

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

會及員工教育訓練 

無 

三、其他報酬：無 

計算說明：「台新中國通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 1.6%及經理費 1.6%，本公司銷

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1.6%。本公司無提供銷售獎勵金、贊助產品說明會及員工教育訓練。故 台端每

投資 100,000 元於「台新中國通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16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1600 元(100,000*1.6%=1600 元) 

2.台新投信支付： 

(1)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0 元。 

(2)銷售獎勵金：0 元。 

(3)年度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贊助金：0 元。 

3.其他報酬：0 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客戶服務及行銷成本，並賺取銷售佣金。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

售不同基金時，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推介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

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註：台新投信股票型基金之明細表 

台新 2000 高科技基金 台新新興市場機會股票基金 

台新中國通基金 台新印度基金 

台新台灣中小基金  

台新主流基金  

台新中國精選中小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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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台新投信資產證券化型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一、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 

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為 0.1%~1.6%，其中本公司收取 0.1%~1.6%。 

二、基金公司（或總代理人/境外基金機構）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資產證券化型基金經理費收入為 1.5%，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

0%。 

銷售獎勵金(%) 

(依銷售金額/定期定

額開戶數) 

無 

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

會及員工教育訓練 

無 

三、其他報酬：無 

計算說明：「台新中國通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 1.6%及經理費 1.6%，本公司銷

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1.6%。本公司無提供銷售獎勵金、贊助產品說明會及員工教育訓練。故 台端每

投資 100,000 元於「台新中國通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16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1600 元(100,000*1.6%=16 元) 

2.台新投信支付： 

(1)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0 元。 

(2)銷售獎勵金：0 元。 

(3)年度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贊助金：0 元。 

3.其他報酬：0 元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客戶服務及行銷成本，並賺取銷售佣金。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

售不同基金時，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推介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

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註：台新投信資產證券化型基金之明細表 

台新北美收益資產證券化基金-不配息 

台新北美收益資產證券化基金-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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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台新投信平衡型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一、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 

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為 0.1%~1.2%，其中本公司收取 0.1%~1.2%。 

二、基金公司（或總代理人/境外基金機構）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平衡型基金經理費收入為 1.2%，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 0%。 

銷售獎勵金(%) 

(依銷售金額/定期定

額開戶數) 

無 

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

會及員工教育訓練 

無 

三、其他報酬：無 

計算說明：「台新中國通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 1.6%及經理費 1.6%，本公司銷

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1.6%。本公司無提供銷售獎勵金、贊助產品說明會及員工教育訓練。故 台端每

投資 100,000 元於「台新中國通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16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1600 元(100,000*1.6%=1600 元) 

2.台新投信支付： 

(1)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0 元。 

(2)銷售獎勵金：0 元。 

(3)年度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贊助金：0 元。 

3.其他報酬：0 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客戶服務及行銷成本，並賺取銷售佣金。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

售不同基金時，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推介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

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註：台新投信平衡型基金之明細表 

台新高股息平衡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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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台新投信貨幣市場型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一、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 

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為 0%，其中本公司收取 0%。 

二、基金公司（或總代理人/境外基金機構）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貨幣市場型基金經理費收入為 0.09%~0.13%，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

收取 0%。 

銷售獎勵金(%) 

(依銷售金額/定期定

額開戶數) 

無 

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

會及員工教育訓練 

無 

三、其他報酬：無 

計算說明：「台新中國通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 1.6%及經理費 1.6%，本公司銷

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1.6%。本公司無提供銷售獎勵金、贊助產品說明會及員工教育訓練。故 台端每

投資 100,000 元於「台新中國通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16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1600 元(100,000*1.6%=1600 元) 

2.台新投信支付： 

(1)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0 元。 

(2)銷售獎勵金：0 元。 

(3)年度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贊助金：0 元。 

3.其他報酬：0 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客戶服務及行銷成本，並賺取銷售佣金。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

售不同基金時，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推介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

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註：台新投信貨幣市場型基金之明細表 

台新 1699 貨幣市場基金 

台新大眾貨幣市場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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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新光投信股票型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0~3.0%，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3.0%。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

公司收取不多於   %。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股票型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1.2~1.8%（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0 %。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構之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

練 

未收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說明：「新光中國成長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1.5%及經理費1.8%，本公司銷售之申購

手續費分成不多於1.5%、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另本公司年度銷售本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員工教

育訓練之金額合計為0元，預計其他報酬合計為0元。  

釋例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新光中國成長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1,5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1,500元 (100,000＊1.5 %=1,5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支付：  

(1)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元  

(2)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註：新光投信股票型基金之明細表 

基金名稱 經理費率/年 

新光創新科技基金 1.6% 

新光店頭基金 1.6% 

新光大三通基金 1.6% 

新光台灣富貴基金 1.2% 

新光中國成長基金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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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新光投信貨幣市場型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一、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 

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為 0%，其中本公司收取 0%。 

二、基金公司（或總代理人/境外基金機構）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平衡型基金經理費收入為 0.1%，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 0%。 

銷售獎勵金(%) 

(依銷售金額/定期定

額開戶數) 

無 

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

會及員工教育訓練 

無 

三、其他報酬：無 

計算說明：「新光中國成長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 1.5%及經理費 1.8%，本公司

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1.5%。本公司無提供之銷售獎勵金、贊助產品說明會及員工教育訓練。故 台

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新光中國成長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

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15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1500 元(100,000*1.5%=1500 元) 

2.新光投信支付： 

(1)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0 元。 

(2)銷售獎勵金：0 元。 

(3)年度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贊助金：0 元。 

3.其他報酬：0 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客戶服務及行銷成本，並賺取銷售佣金。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

售不同基金時，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推介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

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註：新光投信貨幣市場型基金之明細表 

新光吉星貨幣市場基金 新光台灣吉利貨幣市場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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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新光投信組合型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一、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 

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為 0%~1.5%，其中本公司收取 0%~1.5%。 

二、基金公司（或總代理人/境外基金機構）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組合型基金經理費收入為 1.0%，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 0%。 

銷售獎勵金(%) 

(依銷售金額/定期定

額開戶數) 

無 

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

會及員工教育訓練 

無 

三、其他報酬：無 

計算說明：「新光中國成長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 1.5%及經理費 1.8%，本公司

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1.5%。本公司無提供之銷售獎勵金、贊助產品說明會及員工教育訓練。故 台

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新光中國成長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

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15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1500 元(100,000*1.5%=1500 元) 

2.新光投信支付： 

(1)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0 元。 

(2)銷售獎勵金：0 元。 

(3)年度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贊助金：0 元。 

3.其他報酬：0 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客戶服務及行銷成本，並賺取銷售佣金。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

售不同基金時，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推介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

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註：新光投信組合型基金之明細表 

新光全球冠軍組合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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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下列復華投信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 0~3%，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3  %。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

公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3  %。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本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1~2.0%，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1.0  

%。(採無條件調整至整數位)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構之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

練 

未收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說明：「復華復華」（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1.5%及經理費1.6%，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1.5%、

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0%。另本公司年度銷售本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員工教育訓練之金額合計為0元，

預計其他報酬合計為0元。  

釋例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國泰中國內需增長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3,0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1,500元 (100,000＊1.5%=1,5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投信支付：  

(1)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000元 (100,000＊1.0%=1,0000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註：復華投信基金之明細表 

復華全球消費基金 復華傳家基金 

復華全球債券組合基金 復華傳家二號基金 

復華全球資產證券化基金 A 類型 復華高成長基金 

復華全球資產證券化基金 B 類型 復華人生目標基金 

復華全球戰略配置強基金 復華貨幣市場基金 

復華亞太平衡基金 復華全方位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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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華亞太成長基金 復華中小精選基金 

復華東協世紀基金 復華有利貨幣市場基金 

復華美國新星基金 復華人民幣貨幣市場基金 

復華高益策略組合基金 復華全球短期收益基金 

復華奧林匹克全球組合基金 復華全球債券基金 

復華奧林匹克全球優勢組合基金-新台幣 A 復華南非幣長期收益基金 A 類型 

復華奧林匹克全球優勢組合基金-新台幣 B 復華南非幣長期收益基金 B 類型 

復華新興債股動力組合基金 復華南非幣短期收益基金 A 類型 

復華神盾基金 復華南非幣短期收益基金 B 類型 

復華中國新經濟 A 股基金-人民幣 復華新興人民幣短期收益基金 

復華中國新經濟 A 股基金-新臺幣 復華新興人民幣債券基金 B 類型 

復華中國新經濟平衡基金-人民幣 A 類型 復華新興人民幣債券基金 A 類型 

復華中國新經濟平衡基金-人民幣 B 類型 復華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新臺幣 A 

復華中國新經濟平衡基金-新臺幣 復華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新臺幣 B 

復華數位經濟基金 復華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南非幣配息 

復華復華基金 復華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人民幣配息 

復華華人世紀基金 復華新興市場短期收益基金 

復華大中華中小策略基金 復華全球物聯網科技基金-美元 

復華全球物聯網科技基金(新台幣) 復華台灣智能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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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中國信託投信系列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 0~3.0%，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3.0%。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公

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本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1.7~20%，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1 %。

(採無條件調整至整數位)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構之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

練 

未收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說明：「中國信託越南機會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3.0%及經理費2.0%，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

成不多於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0%。另本公司年度銷售本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員工教育訓練之

金額合計為0元，預計其他報酬合計為0元。  

釋例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中國信託越南機會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3,0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3,000元 (100,000＊3.0%=3,0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支付：  

(1)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000元 (100,000＊1.0%＝1,000 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註：中國信託投信系列基金之明細表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中國信託越南機會基金 2.0% 

中國信託 ESG碳商機多重資產基金-A累積型(台幣/美元)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

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7% 

中國信託 ESG 碳商機多重資產基金-B 分配型(台幣/美元)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

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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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信託ESG金融收益多重資產基金-A累積型(台幣/美元)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

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7% 

中國信託ESG金融收益多重資產基金-B分配型(台幣/美元)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

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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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中國信託投信『「中國信託恒生中國高股息 ETF 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中國信託恒生中國高股息 ETF 基金 0.45~0.5%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 0~2%，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2%。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

公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本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45~0.5%，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未收取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構之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

練 

未收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說明：「中國信託恒生中國高股息ETF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2.0%及經理費0.5%，本公司銷售之申

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2.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另本公司年度銷售本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員工

教育訓練之金額合計為0元，預計其他報酬合計為0元。  

釋例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中國信託恒生中國高股息ETF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2,0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2,000元 (100,000＊2.0%=2,0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或投信支付：  

(1)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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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中國信託投信『中國信託台灣 ESG 永續關鍵半導體 ETF 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中國信託台灣 ESG 永續關鍵半導體 ETF 基金 0.40%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 0~2%，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2%。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

公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本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40%，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

--未收取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構之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

練 

未收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說明：「中國信託台灣ESG永續關鍵半導體ETF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2.0%及經理費0.4%，本公司銷

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2.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另本公司年度銷售本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

員工教育訓練之金額合計為0元，預計其他報酬合計為0元。  

釋例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中國信託台灣ESG永續關鍵半導體ETF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2,0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2,000元 (100,000＊2.0%=2,0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或投信支付：  

(1)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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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中國信託投信『「中國信託台灣 ESG 永續關鍵半導體 ETF 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中國信託台灣 ESG 永續關鍵半導體 ETF 基金 0.40%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 0~2%，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2%。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

公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本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40%，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

--未收取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構之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

練 

未收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說明：「中國信託台灣ESG永續關鍵半導體ETF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2.0%及經理費0.4%，本公司銷

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2.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另本公司年度銷售本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

員工教育訓練之金額合計為0元，預計其他報酬合計為0元。  

釋例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中國信託台灣ESG永續關鍵半導體ETF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2,0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2,000元 (100,000＊2.0%=2,0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或投信支付：  

(1)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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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中國信託投信『「中國信託台灣綠能及電動車 ETF 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中國信託台灣綠能及電動車 ETF 基金 0.40%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 0~2%，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2%。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

公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本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40%，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

--未收取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構之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

練 

未收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說明：「中國信託台灣綠能及電動車ETF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2.0%及經理費0.4%，本公司銷售之

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2.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另本公司年度銷售本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員

工教育訓練之金額合計為0元，預計其他報酬合計為0元。  

釋例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中國信託台灣綠能及電動車ETF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2,0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2,000元 (100,000＊2.0%=2,0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或投信支付：  

(1)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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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中國信託投信『中信電池及儲能科技 ETF 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中信電池及儲能科技 ETF 基金 0.9%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 0%~2%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2 %。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

公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本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9%，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0 %。--

未收取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構之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

練 

未收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說明：「中信電池及儲能科技ETF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2.0%及經理費0.9%，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

續費分成不多於2.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 %。另本公司年度銷售本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員工教育

訓練之金額合計為0元，預計其他報酬合計為0元。  

釋例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中信電池及儲能科技ETF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2,0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2,000元 (100,000＊2.0%=2,0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或投信支付：  

(1)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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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中國信託投信『中國信託臺灣智慧 50ETF 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中國信託臺灣智慧 50ETF 基金 0.3~0.4%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 0%~2%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2 %。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

公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本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3~0.4%，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0 

%。(採無條件調整至整數位)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構之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

練 

未收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說明：「中國信託臺灣智慧50ETF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2.0%及經理費4.0%，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

續費分成不多於2.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另本公司年度銷售本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員工教育

訓練之金額合計為0元，預計其他報酬合計為0元。  

釋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2,0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2,000元 (100,000＊2.0%=2,0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投信支付：  

(1)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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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中國信託投信『中國信託特選金融及數據 ETF 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中國信託特選金融及數據 ETF 基金 0.9%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 0%~2%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2 %。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

公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本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90%，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0 %。(採

無條件調整至整數位)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構之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

練 

未收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說明：「中國信託特選金融及數據 ETF 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2.0%及經理費0.9%，本公司銷售之

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2.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另本公司年度銷售本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員

工教育訓練之金額合計為0元，預計其他報酬合計為0元。  

釋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2,0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2,000元 (100,000＊2.0%=2,0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投信支付：  

(1)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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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永豐投信『「永豐台灣智能車供應鏈 ETF 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永豐台灣智能車供應鏈 ETF 基金 0.40%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 0~2%，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2%。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

公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本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40%，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

--未收取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構之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

練 

未收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說明：「永豐台灣智能車供應鏈ETF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2.0%及經理費0.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

手續費分成不多於2.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另本公司年度銷售本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員工教

育訓練之金額合計為0元，預計其他報酬合計為0元。  

釋例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永豐台灣智能車供應鏈ETF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2,0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2,000元 (100,000＊2.0%=2,0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或投信支付：  

(1)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元  

(2)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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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永豐投信『永豐台灣優選入息存股 ETF 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永豐台灣優選入息存股 ETF 基金 0.40%~0.45%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 0~2%，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2 %。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

公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本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40%~0.45%，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未收取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構之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

練 

未收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說明：「永豐台灣智能車供應鏈ETF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2.0%及經理費0.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

手續費分成不多於2.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另本公司年度銷售本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員工教

育訓練之金額合計為0元，預計其他報酬合計為0元。  

釋例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永豐台灣智能車供應鏈ETF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2,0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2,000元 (100,000＊2.0%=2,0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或投信支付：  

(1)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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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統一投信股票型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統一台灣動力基金 1.60% 統一強漢基金(台幣)/ (美元)/ (人民幣) 1.75% 

統一全天候基金 1.20% 統一統信基金 1.20% 

統一全球新科技基金(台幣)/ (美元)/ (人民幣) 2.00% 統一龍馬基金 1.58% 

統一奔騰基金 1.60% 統一新亞洲科技能源基金 1.90% 

統一全球智聯網 AIoT 基金(台幣) / (美元)/ (人民幣) 2.00%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 0~2.0%，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2.0 %。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

公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0 %。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本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1.20~2.0%，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1.0 

%。(採無條件調整至整數位)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構之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

練 

未收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說明：「統一台灣動力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2.0%及經理費1.6%，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

多於2.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0%。另本公司年度銷售本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員工教育訓練之金額

合計為0元，預計其他報酬合計為0元。  

釋例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統一台灣動力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2,0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2,000元 (100,000＊2.0%=2,0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投信支付：  

(1)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000元 (100,000＊1.0%=1,000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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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統一信託投信貨幣型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統一強棒貨幣市場基金 0.08%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 0%，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0 %。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

公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本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08%，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0.08 %。

（採無條件調整至整數位）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構之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

練 

未收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說明：「統一強棒貨幣市場基金」之申購手續費0%及經理費0.08%，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0%、經理費

分成不多於0.08%。另本公司年度銷售本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員工教育訓練之金額合計為0元，預計

其他報酬合計為0元。 

釋例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統一強棒貨幣市場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0元 (100,000＊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投信支付：  

(1)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80元 (100,000＊0.08%=80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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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統一投信多重資產型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統一全球動態多重資產基金-累積型(台幣)/ (美元)/ (人民幣) 1.70% 

統一全球動態多重資產基金-月配型(台幣)/ (美元)/ (人民幣) 1.70%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 0~3.0%，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3.0 %。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公

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0 %。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本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1.70%，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1.0 %。

(採無條件調整至整數位)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構之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

練 

未收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說明：「統一全球動態多重資產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3.0%及經理費1.7%，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

費分成不多於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0%。另本公司年度銷售本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員工教育訓

練之金額合計為0元，預計其他報酬合計為0元。  

釋例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統一全球動態多重資產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3,0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3,000元 (100,000＊3.0%=3,0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投信支付：  

(1)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1,000元 (100,000＊1.0%=1,000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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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富邦投信「富邦富時越南 ETF 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富邦富時越南 ETF 基金 0.99%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 0~2.0%，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2.0 %。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公

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0 %。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本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99%，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0 %。(採

無條件調整至整數位)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構之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

練 

未收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說明：「富邦富時越南ETF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2.0%及經理費0.99%，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

成不多於2.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另本公司年度銷售本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員工教育訓練之

金額合計為0元，預計其他報酬合計為0元。  

釋例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富邦富時越南ETF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2,0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2,000元 (100,000＊2.0%=2,0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投信支付：  

(1)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元 (100,000＊0%=0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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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富邦投信「富邦台灣核心半導體 ETF 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富邦台灣核心半導體 ETF 基金 0.40%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 0~2.0%，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2.0 %。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

公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0 %。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本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40%，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0 %。(採

無條件調整至整數位)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構之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

練 

未收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說明：「富邦台灣核心半導體ETF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2.0%及經理費0.40%，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

續費分成不多於2.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另本公司年度銷售本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員工教育

訓練之金額合計為0元，預計其他報酬合計為0元。  

釋例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富邦台灣核心半導體ETF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2,0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2,000元 (100,000＊2.0%=2,0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投信支付：  

(1)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元 (100,000＊0%=0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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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富邦投信「富邦未來車 ETF 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富邦未來車 ETF 基金 0.90%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 0~2.0%，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2.0 %。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

公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0 %。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本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90%，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0 %。(採

無條件調整至整數位)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構之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

練 

未收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說明：「富邦未來車ETF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2.0%及經理費0.90%，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

不多於2.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另本公司年度銷售本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員工教育訓練之金

額合計為0元，預計其他報酬合計為0元。  

釋例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富邦未來車ETF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2,0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2,000元 (100,000＊2.0%=2,0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投信支付：  

(1)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元 (100,000＊0%=0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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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富邦投信『富邦特選台灣高股息 30 ETF 基金基金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富邦特選台灣高股息 30 ETF 基金 0.30%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 0~2%，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2%。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公

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本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3%，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0 %。--

未收取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構之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

練 

未收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說明：「富邦特選台灣高股息30 ETF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2.0%及經理費0.35%，本公司銷售之申購

手續費分成不多於2.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另本公司年度銷售本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員工教

育訓練之金額合計為0元，預計其他報酬合計為0元。  

釋例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富邦特選台灣高股息30 ETF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2,0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2,000元 (100,000＊2.0%=2,0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或投信支付：  

(1)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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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富邦投信『富邦全球入息不動產與基礎建設 ETF 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富邦全球入息不動產與基礎建設 ETF 基金 0.45~0.65%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 0~2%，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2%。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公

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本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45~0.65%，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0 

%。--未收取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構之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

練 

未收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說明：「富邦特選台灣高股息30 ETF」（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2.0%及經理費0.30%，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

費分成不多於2.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另本公司年度銷售本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員工教育訓

練之金額合計為0元，預計其他報酬合計為0元。  

釋例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富邦特選台灣高股息30 ETF」，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2,0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2,000元 (100,000＊2.0%=2,0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或投信支付：  

(1)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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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富邦投信『富邦全球 ESG 綠色電力 ETF 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基金名稱 經理費(每年) 

富邦全球 ESG 綠色電力 ETF 基金 0.90%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或贖回

金額) 

1.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率為 0~2.0%，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2.0%。 

2.本基金手續費遞延至贖回時收取，台端申購時無需支付手續費，惟本公司將先自基金公

司收取不多於   %）。--未收取 

3.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本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90%，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0 %。(採

無條件調整至整數位)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構之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

練 

未收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說明：「富邦全球ESG綠色電力ETF基金」（或附表所列基金）之申購手續費2.0%及經理費0.90%，本公司銷售之申購

手續費分成不多於2.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另本公司年度銷售本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員工教

育訓練之金額合計為0元，預計其他報酬合計為0元。  

釋例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富邦全球ESG綠色電力ETF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2,000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2,000元 (100,000＊2.0%=2,000元)  

2.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投信支付：  

(1)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0元(100,000＊0%＝0元)  

(2)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0元 

(3) 其他報酬：0元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

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

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年/月/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