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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富蘭克林投顧「美盛基金(含平衡型及組合型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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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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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5%，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

不多於年率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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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例：「首源全球債券基金」之申購手續費 1.5%及經理費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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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另本公司 102 年度銷售首源全球債券基金，該投顧預計贊助產品說

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之金額合計為 0 元。故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首源全球債券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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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投顧支付： 

(1)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300 元 (100,000＊0.3%＝300 元)。 

(2)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贊助金：未收取。 

(3)其他報酬：未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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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蘭克林投顧「美盛基金(含平衡型及組合型等)」明細表： 

基金名稱 

美盛凱利價值基金 A類股美元累積型 

美盛凱利價值基金 A類股歐元累積型 

美盛凱利成長基金 A類股美元累積型 

美盛凱利成長基金 A類股歐元累積型 

美盛銳思美國小型公司基金 A 類股美元累積型 

美盛銳思美國小型公司基金 A 類股歐元累積型 

美盛美國小型公司機會基金 A 類股美元累積型 

富蘭克林 MV 亞太(日本除外)收益股票基金 A類股美元累積型 

富蘭克林 MV 亞太(日本除外)收益股票基金 A類股歐元累積型 

富蘭克林 MV 歐洲收益股票基金 A類股美元累積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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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蘭克林 MV 歐洲收益股票基金 A類股歐元累積型 

美盛 QS 新興市場股票基金 A 類股美元累積型 

美盛 QS 新興市場股票基金 A 類股歐元累積型 

美盛凱利美國基本價值基金 A 類股美元累積型 

美盛凱利美國基本價值基金 A 類股歐元累積型 

美盛凱利美國增值基金 A類股美元累積型 

美盛凱利美國增值基金 A類股歐元累積型 

美盛凱利美國大型公司成長基金 A類股美元累積型 

美盛凱利美國大型公司成長基金 A類股歐元累積型 

美盛凱利美國積極成長基金 A 類股美元累積型 

富蘭克林 MV 歐洲收益股票基金 A類股歐元增益配息型(M)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 MV 歐洲收益股票基金 A類股美元增益配息型(M)(避險)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 MV 歐洲收益股票基金 A類股澳幣增益配息型(M)(避險)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 MV 歐洲收益股票基金 A類股美元累積型(避險)   

美盛全球系列基金-美盛凱利基礎建設價值基金-A 類股美元累積型(避險) 

美盛全球系列基金-美盛凱利基礎建設價值基金-A 類股美元增益配息型(M)(避險)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盛全球系列基金-美盛凱利基礎建設價值基金-A 類股歐元累積型 

美盛全球系列基金-美盛凱利基礎建設價值基金-A 類股歐元增益配息型(M)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盛全球系列基金-美盛凱利基礎建設價值基金-A 類股澳幣增益配息型(M)(避險)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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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富蘭克林投顧「美盛基金(債券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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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5%~1.5%，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

不多於年率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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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例：「首源全球債券基金」之申購手續費 1.5%及經理費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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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另本公司 102 年度銷售首源全球債券基金，該投顧預計贊助產品說

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之金額合計為 0 元。故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首源全球債券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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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投顧支付： 

(1)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300 元 (100,000＊0.3%＝300 元)。 

(2)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贊助金：未收取。 

(3)其他報酬：未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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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蘭克林投顧「美盛基金(債券型)」明細表： 

基金名稱 

美盛布蘭迪全球固定收益基金 A類股美元累積型 

美盛布蘭迪全球固定收益基金 A類股美元配息型 

美盛西方資產全球藍籌債券基金 A類股美元累積型 

美盛西方資產全球藍籌債券基金 A類股美元配息型(M)  

美盛西方資產全球多重策略基金 A類股美元累積型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美盛西方資產全球多重策略基金 A類股美元配息型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盛西方資產全球多重策略基金 A類股歐元累積型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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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盛西方資產全球多重策略基金 A類股歐元配息型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盛全球系列基金－美盛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類股美元累積型 

美盛全球系列基金－美盛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類股美元增益配息型(M)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盛全球系列基金－美盛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類股澳幣增益配息型(M)(避險)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盛全球系列基金－美盛美國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類股美元累積型 

美盛全球系列基金－美盛美國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類股美元增益配息型(M)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盛西方資產新興市場總報酬債券基金 A類股美元累積型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美盛西方資產新興市場總報酬債券基金 A類股美元增益配息型(M)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盛西方資產亞洲機會債券基金 A類股美元累積型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盛西方資產亞洲機會債券基金 A類股美元增益配息型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盛西方資產亞洲機會債券基金 A類股澳幣增益配息型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盛西方資產全球多重策略基金 A 類股澳幣增益配息型(M)避險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盛全球系列基金-美盛西方資產美國核心增值債券基金-A 類股美元累積型 

美盛全球系列基金-美盛西方資產美國核心增值債券基金-A 類股美元增益配息型(M)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盛全球系列基金-美盛西方資產美國核心增值債券基金-A 類股澳幣增益配息型(M)(避險)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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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富蘭克林投顧「美盛基金(貨幣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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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年率 0%。 

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及

員工教育訓練 

未收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範例：「首源全球債券基金」之申購手續費 1.5%及經理費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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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另本公司 102 年度銷售首源全球債券基金，該投顧預計贊助產品說

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之金額合計為 0 元。故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首源全球債券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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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投顧支付： 

(1)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300 元 (100,000＊0.3%＝300 元)。 

(2)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贊助金：未收取。 

(3)其他報酬：未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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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蘭克林投顧「美盛基金(貨幣型)」明細表： 

基金名稱 

美盛西方資產美國政府貨幣市場基金 A類股美元累積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