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保德信投信「PGIM 保德信全球資源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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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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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
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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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IM 保德信全球資源基金」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2%，本銀行

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2%。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PGIM 保德信全球資源基金」，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

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保德信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2000 元(100,000＊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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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保德信投信「PGIM 保德信中國中小基金-新臺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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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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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6%（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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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IM保德信中國中小基金-新臺幣」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26%，

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26%。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PGIM 保德信中國中小基金-新臺幣」，本銀行收取之通路

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保德信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260 元(100,000＊0.26%＝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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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保德信投信「PGIM 保德信貨幣市場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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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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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600~0.1000%（含經銷費

（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

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0600~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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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GIM 保德信貨幣市場基金」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0600~0.1000%，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0600~0.1000%。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PGIM 保德信貨幣市場基金」，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

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保德信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00 元(100,000＊0.0600~0.10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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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元大投信「元大萬泰貨幣市場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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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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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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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萬泰貨幣市場基金」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07%，本銀行

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07%。 
釋例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元大萬泰貨幣市場基金」，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元大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70 元(100,000＊0.0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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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元大投信「元大全球不動產證券化基金-新台幣 B 類型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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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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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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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全球不動產證券化基金-新台幣 B 類型配息」之申購手續費 3.0%

及經理費 1.8%，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8%。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元大全球不動產證券化基金-新台幣 B 類型配息」，本銀

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元大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800 元(100,000＊1.8%＝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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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元大投信「元大得寶貨幣市場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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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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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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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得寶貨幣市場基金」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07%，本銀行

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07%。 
釋例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元大得寶貨幣市場基金」，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元大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70 元(100,000＊0.0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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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元大投信「元大得利貨幣市場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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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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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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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得利貨幣市場基金」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07%，本銀行

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07%。 
釋例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元大得利貨幣市場基金」，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元大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70 元(100,000＊0.0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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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安聯投信「安聯中國策略基金-新臺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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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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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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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中國策略基金-新臺幣」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8%，本銀

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8%。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安聯中國策略基金-新臺幣」，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

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安聯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800 元(100,000＊1.8%＝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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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安聯投信「安聯全球油礦金趨勢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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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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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
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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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全球油礦金趨勢基金」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2%，本銀行銷

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2%。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安聯全球油礦金趨勢基金」，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

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安聯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2000 元(100,000＊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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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安聯投信「安聯四季雙收入息組合基金-A 類型(累積)-新臺

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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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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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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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四季雙收入息組合基金-A 類型(累積)-新臺幣」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3%，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 1.3%。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安聯四季雙收入息組合基金-A 類型(累積)-新臺幣」，本

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安聯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300 元(100,000＊1.3%＝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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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安聯投信「安聯四季雙收入息組合基金-B 類型(月配息)-新

臺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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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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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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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四季雙收入息組合基金-B 類型(月配息)-新臺幣」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3%，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 1.3%。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安聯四季雙收入息組合基金-B 類型(月配息)-新臺幣」，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安聯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300 元(100,000＊1.3%＝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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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安聯投信「安聯四季回報債券組合基金-A 類型(累積)-新臺

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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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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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
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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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安聯四季回報債券組合基金-A 類型(累積)-新臺幣」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安聯四季回報債券組合基金-A 類型(累積)-新臺幣」，本

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安聯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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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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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安聯投信「安聯四季豐收債券組合基金-A 類型(累積)-新臺

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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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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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
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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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安聯四季豐收債券組合基金-A 類型(累積)-新臺幣」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安聯四季豐收債券組合基金-A 類型(累積)-新臺幣」，本

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安聯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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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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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安聯投信「安聯四季豐收債券組合基金-B 類型(月配息)-新

臺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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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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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
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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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安聯四季豐收債券組合基金-B 類型(月配息)-新臺幣」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安聯四季豐收債券組合基金-B 類型(月配息)-新臺幣」，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安聯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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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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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安聯投信「安聯台灣貨幣市場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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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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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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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台灣貨幣市場基金」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05%，本銀行

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05%。 
釋例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安聯台灣貨幣市場基金」，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安聯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50 元(100,000＊0.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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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安聯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B 類型(月配息)-新臺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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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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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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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B 類型(月配息)-新臺幣」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安聯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B 類型(月配息)-新臺幣」，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

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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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瀚亞投信「瀚亞巴西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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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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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
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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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亞巴西基金」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2%，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

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2%。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瀚亞巴西基金」，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瀚亞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2000 元(100,000＊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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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瀚亞投信「瀚亞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B 類型-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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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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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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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亞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B 類型-新臺幣」之申購手續費 3.0%及

經理費 1.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瀚亞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B 類型-新臺幣」，本銀行

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瀚亞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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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瀚亞投信「瀚亞威寶貨幣市場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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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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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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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亞威寶貨幣市場基金」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07%，本銀行

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07%。 
釋例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瀚亞威寶貨幣市場基金」，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瀚亞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70 元(100,000＊0.0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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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第一金投信「第一金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累積型-新

臺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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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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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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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金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累積型-新臺幣」之申購手續費 3.0%

及經理費 1.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第一金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累積型-新臺幣」，本

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第一金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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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第一金投信「第一金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配息型-新

臺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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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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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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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金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配息型-新臺幣」之申購手續費 3.0%

及經理費 1.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第一金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配息型-新臺幣」，本

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第一金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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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第一金投信「第一金全家福貨幣市場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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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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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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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金全家福貨幣市場基金」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07%，本

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07%。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第一金全家福貨幣市場基金」，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

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第一金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70 元(100,000＊0.0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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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第一金投信「第一金台灣貨幣市場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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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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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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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金台灣貨幣市場基金」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05%，本銀

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0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第一金台灣貨幣市場基金」，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

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第一金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50 元(100,000＊0.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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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野村投信「野村精選貨幣市場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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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1.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1.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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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9%（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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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野村精選貨幣市場基金」之申購手續費 1.0%及經理費 0.09%，本銀行

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1.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09%。 
釋例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野村精選貨幣市場基金」，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1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1000 元(100,000＊
1.0%=1000) 
2. 野村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90 元(100,000＊0.0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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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野村投信「野村全球高股息基金累積型新臺幣計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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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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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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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村全球高股息基金累積型新臺幣計價」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8%，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8%。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野村全球高股息基金累積型新臺幣計價」，本銀行收取

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野村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800 元(100,000＊1.8%＝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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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瑞銀投信「瑞銀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台幣) A類型(累

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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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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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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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台幣) A 類型(累積)」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瑞銀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台幣) A 類型(累積)」，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瑞銀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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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瑞銀投信「瑞銀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台幣) B類型(月

配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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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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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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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台幣) B 類型(月配息)」之申購手續

費 3.0%及經理費 1.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

多於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瑞銀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台幣) B 類型(月配息)」，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瑞銀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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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瑞銀投信「瑞銀 (盧森堡) 美國小型股票基金 (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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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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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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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 (盧森堡) 美國小型股票基金 (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

理費 1.44%，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44%。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瑞銀 (盧森堡) 美國小型股票基金 (美元)」，本銀行收

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瑞銀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440 元(100,000＊1.44%＝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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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瑞銀投信「瑞銀 (盧森堡) 策略基金 - 平衡型 (美元) (月

配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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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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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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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 (盧森堡) 策略基金 - 平衡型 (美元) (月配息)」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3%，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 1.3%。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瑞銀 (盧森堡) 策略基金 - 平衡型 (美元) (月配息)」，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瑞銀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300 元(100,000＊1.3%＝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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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瑞銀投信「瑞銀 (盧森堡) 策略基金 - 平衡型 (美元) (累

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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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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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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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 (盧森堡) 策略基金 - 平衡型 (美元) (累積)」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3%，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 1.3%。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瑞銀 (盧森堡) 策略基金 - 平衡型 (美元) (累積)」，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瑞銀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300 元(100,000＊1.3%＝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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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瑞銀投信「瑞銀 (盧森堡) 策略基金 - 收益型 (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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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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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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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 (盧森堡) 策略基金 - 收益型 (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

理費 1.1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瑞銀 (盧森堡) 策略基金 - 收益型 (美元)」，本銀行收

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瑞銀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50 元(100,000＊1.15%＝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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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瑞銀投信「瑞銀 (盧森堡) 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美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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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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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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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 (盧森堡) 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

及經理費 1.01%，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01%。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瑞銀 (盧森堡) 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美元)」，本

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瑞銀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010 元(100,000＊1.01%＝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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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瑞銀投信「瑞銀 (盧森堡) 策略基金 - 固定收益型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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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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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6%（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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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 (盧森堡) 策略基金 - 固定收益型 (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

及經理費 0.86%，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86%。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瑞銀 (盧森堡) 策略基金 - 固定收益型 (美元)」，本銀

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瑞銀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860 元(100,000＊0.86%＝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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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瑞銀投信「瑞銀 (盧森堡)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美元) (月

配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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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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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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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 (盧森堡)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美元) (月配息)」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22%，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 1.22%。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瑞銀 (盧森堡)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美元) (月配息)」，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瑞銀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20 元(100,000＊1.22%＝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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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瑞銀投信「瑞銀 (盧森堡) 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美元) 

(月配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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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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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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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 (盧森堡) 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美元) (月配息)」之申購

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01%，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

分成不多於 1.01%。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瑞銀 (盧森堡) 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美元) (月配

息)」，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瑞銀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010 元(100,000＊1.01%＝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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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瑞銀投信「瑞銀 (盧森堡) 亞洲靈活債券基金 (美元) (月

配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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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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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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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 (盧森堡) 亞洲靈活債券基金 (美元) (月配息)」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04%，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 1.04%。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瑞銀 (盧森堡) 亞洲靈活債券基金 (美元) (月配息)」，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瑞銀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040 元(100,000＊1.04%＝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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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瑞銀投信「瑞銀 (盧森堡) 歐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歐元) 

(美元避險) (月配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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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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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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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 (盧森堡) 歐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歐元) (美元避險) (月配

息)」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0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0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瑞銀 (盧森堡) 歐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歐元) (美元

避險) (月配息)」，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瑞銀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050 元(100,000＊1.05%＝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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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瑞銀投信「瑞銀 (盧森堡) 歐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歐元) 

(澳幣避險) (月配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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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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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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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 (盧森堡) 歐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歐元) (澳幣避險) (月配

息)」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0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0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瑞銀 (盧森堡) 歐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歐元) (澳幣

避險) (月配息)」，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瑞銀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050 元(100,000＊1.05%＝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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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瑞銀投信「瑞銀 (盧森堡) 歐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歐元) 

(美元避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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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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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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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 (盧森堡) 歐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歐元) (美元避險)」之申

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0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

費分成不多於 1.0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瑞銀 (盧森堡) 歐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歐元) (美元

避險)」，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瑞銀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050 元(100,000＊1.05%＝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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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瑞銀投信「瑞銀 (盧森堡) 歐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歐元) 

(英鎊避險) (月配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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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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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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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 (盧森堡) 歐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歐元) (英鎊避險) (月配

息)」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0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0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瑞銀 (盧森堡) 歐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歐元) (英鎊

避險) (月配息)」，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瑞銀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050 元(100,000＊1.05%＝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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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瑞銀投信「瑞銀 (盧森堡) 歐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歐元) 

(月配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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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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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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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 (盧森堡) 歐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歐元) (月配息)」之申購

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01%，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

分成不多於 1.01%。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瑞銀 (盧森堡) 歐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歐元) (月配

息)」，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瑞銀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010 元(100,000＊1.01%＝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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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瑞銀投信「瑞銀 (盧森堡)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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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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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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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 (盧森堡)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

理費 1.22%，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2%。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瑞銀 (盧森堡)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美元)」，本銀行收

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瑞銀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20 元(100,000＊1.22%＝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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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瑞銀投信「瑞銀 (盧森堡) 美國精選股票基金 (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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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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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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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 (盧森堡) 美國精選股票基金 (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

理費 1.31%，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31%。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瑞銀 (盧森堡) 美國精選股票基金 (美元)」，本銀行收

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瑞銀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310 元(100,000＊1.31%＝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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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瑞銀投信「瑞銀 (盧森堡) 策略基金 - 固定收益型 (美元) 

(月配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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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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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86%（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 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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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 (盧森堡) 策略基金 - 固定收益型 (美元) (月配息)」之申購手

續費 3.0%及經理費 0~0.86%，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

分成不多於 0~0.86%。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瑞銀 (盧森堡) 策略基金 - 固定收益型 (美元) (月配

息)」，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瑞銀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860 元(100,000＊0~0.86%＝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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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瑞銀投信「瑞銀 (盧森堡) 策略基金 - 增長型 (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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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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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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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 (盧森堡) 策略基金 - 增長型 (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

理費 1.44%，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44%。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瑞銀 (盧森堡) 策略基金 - 增長型 (美元)」，本銀行收

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瑞銀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440 元(100,000＊1.44%＝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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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瑞銀投信「瑞銀 (盧森堡) 美國總收益股票基金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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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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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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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 (盧森堡) 美國總收益股票基金 (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

經理費 1.2%，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瑞銀 (盧森堡) 美國總收益股票基金 (美元)」，本銀行

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瑞銀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00 元(100,000＊1.2%＝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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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瑞銀投信「瑞銀 (盧森堡) 美國總收益股票基金 (美元) 

(月配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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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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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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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 (盧森堡) 美國總收益股票基金 (美元) (月配息)」之申購手續

費 3.0%及經理費 1.2%，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

多於 1.2%。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瑞銀 (盧森堡) 美國總收益股票基金 (美元) (月配息)」，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瑞銀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00 元(100,000＊1.2%＝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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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瑞銀投信「瑞銀 (盧森堡) 中國精選股票基金 (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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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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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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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 (盧森堡) 中國精選股票基金 (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

理費 1.87%，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87%。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瑞銀 (盧森堡) 中國精選股票基金 (美元)」，本銀行收

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瑞銀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870 元(100,000＊1.87%＝1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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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瑞銀投信「瑞銀 (盧森堡) 生化股票基金 (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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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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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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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 (盧森堡) 生化股票基金 (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63%，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63%。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瑞銀 (盧森堡) 生化股票基金 (美元)」，本銀行收取之

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瑞銀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630 元(100,000＊1.63%＝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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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瑞銀投信「瑞銀 (盧森堡) 大中華股票基金 (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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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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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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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 (盧森堡) 大中華股票基金 (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

費 1.87%，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87%。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瑞銀 (盧森堡) 大中華股票基金 (美元)」，本銀行收取

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瑞銀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870 元(100,000＊1.87%＝1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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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瑞銀投信「瑞銀 (盧森堡) 美國增長股票基金 (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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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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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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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 (盧森堡) 美國增長股票基金 (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

理費 1.63%，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63%。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瑞銀 (盧森堡) 美國增長股票基金 (美元)」，本銀行收

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瑞銀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630 元(100,000＊1.63%＝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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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瑞銀投信「瑞銀 (盧森堡) 俄羅斯股票基金 (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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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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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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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 (盧森堡) 俄羅斯股票基金 (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

費 1.87%，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87%。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瑞銀 (盧森堡) 俄羅斯股票基金 (美元)」，本銀行收取

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瑞銀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870 元(100,000＊1.87%＝1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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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瑞銀投信「瑞銀 (盧森堡) 全球新興市場精選股票基金 (美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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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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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1.5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最高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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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 (盧森堡) 全球新興市場精選股票基金 (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最高 1.54%，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

不多於最高 1.54%。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瑞銀 (盧森堡) 全球新興市場精選股票基金 (美元)」，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瑞銀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40 元(100,000＊最高 1.54%＝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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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瑞銀投信「瑞銀 (盧森堡) 美元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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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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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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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 (盧森堡) 美元基金」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4%，本銀行

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4%。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瑞銀 (盧森堡) 美元基金」，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

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瑞銀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400 元(100,000＊0.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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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瑞銀投信「瑞銀 (盧森堡) 歐元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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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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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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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 (盧森堡) 歐元基金」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4%，本銀行

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4%。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瑞銀 (盧森堡) 歐元基金」，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

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瑞銀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400 元(100,000＊0.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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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瑞銀投信「瑞銀 (盧森堡) 澳幣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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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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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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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 (盧森堡) 澳幣基金」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4%，本銀行

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4%。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瑞銀 (盧森堡) 澳幣基金」，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

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瑞銀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400 元(100,000＊0.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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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瑞銀投信「瑞銀 (盧森堡) 歐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歐元) 

(日圓避險) (月配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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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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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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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 (盧森堡) 歐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歐元) (日圓避險) (月配

息)」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0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0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瑞銀 (盧森堡) 歐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歐元) (日圓

避險) (月配息)」，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瑞銀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050 元(100,000＊1.05%＝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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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瑞銀投信「瑞銀 (盧森堡) 全球多元關鍵趨勢基金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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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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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1.4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最高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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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 (盧森堡) 全球多元關鍵趨勢基金 (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

及經理費最高 1.44%，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最高 1.44%。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瑞銀 (盧森堡) 全球多元關鍵趨勢基金 (美元)」，本銀

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瑞銀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440 元(100,000＊最高 1.44%＝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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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瑞銀投信「瑞銀 (盧森堡) 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美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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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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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1.12%（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最高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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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 (盧森堡) 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

及經理費最高 1.12%，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最高 1.12%。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瑞銀 (盧森堡) 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美元)」，本

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瑞銀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20 元(100,000＊最高 1.12%＝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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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瑞銀投信「瑞銀 (盧森堡) 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美元) 

(月配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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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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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1.12%（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最高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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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 (盧森堡) 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美元) (月配息)」之申購

手續費 3.0%及經理費最高 1.12%，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

理費分成不多於最高 1.12%。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瑞銀 (盧森堡) 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美元) (月配

息)」，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瑞銀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20 元(100,000＊最高 1.12%＝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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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瑞銀投信「瑞銀 (盧森堡) 美元企業債券基金 (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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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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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0.91%（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最高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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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 (盧森堡) 美元企業債券基金 (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

理費最高 0.91%，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最

高 0.91%。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瑞銀 (盧森堡) 美元企業債券基金 (美元)」，本銀行收

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瑞銀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910 元(100,000＊最高 0.9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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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瑞銀投信「瑞銀 (盧森堡) 美元企業債券基金 (美元) (月

配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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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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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0.91%（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最高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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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 (盧森堡) 美元企業債券基金 (美元) (月配息)」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最高 0.91%，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

不多於最高 0.91%。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瑞銀 (盧森堡) 美元企業債券基金 (美元) (月配息)」，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瑞銀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910 元(100,000＊最高 0.9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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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品浩太平洋投顧「PIMCO 全球實質回報債券基金-E 級類別

(累積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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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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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39%。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達二百萬元揭露門檻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PIMCO 全球實質回報債券基金-E 級類別(累積股份)」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39%，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 1.39%。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元於「PIMCO全球實質回報債券基金-E級類別(累積股份)」，本

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品浩太平洋投顧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

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390 元(100,000＊1.39%＝1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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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品浩太平洋投顧「PIMCO 全球投資級別債券基金-E 級類別

(收息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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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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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1.39%（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最高 1.39%。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達二百萬元揭露門檻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PIMCO 全球投資級別債券基金-E 級類別(收息股份)」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最高 1.39%，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

不多於最高 1.39%。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元於「PIMCO全球投資級別債券基金-E級類別(收息股份)」，本

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品浩太平洋投顧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

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390 元(100,000＊最高 1.39%＝1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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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品浩太平洋投顧「PIMCO 總回報債券基金-E 級類別(收息股

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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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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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1.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最高 1.4%。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達二百萬元揭露門檻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PIMCO 總回報債券基金-E 級類別(收息股份)」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

理費最高 1.4%，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最

高 1.4%。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元於「PIMCO總回報債券基金-E級類別(收息股份)」，本銀行收

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品浩太平洋投顧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

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400 元(100,000＊最高 1.4%＝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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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品浩太平洋投顧「PIMCO全球債券基金-E級類別(收息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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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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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1.39%（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最高 1.39%。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達二百萬元揭露門檻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PIMCO 全球債券基金-E 級類別(收息股份)」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

費最高 1.39%，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最高

1.39%。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元於「PIMCO全球債券基金-E級類別(收息股份)」，本銀行收取

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品浩太平洋投顧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

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390 元(100,000＊最高 1.39%＝1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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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品浩太平洋投顧「PIMCO 多元收益債券基金-E 級類別(收息

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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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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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1.59%（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最高 1.59%。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達二百萬元揭露門檻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PIMCO 多元收益債券基金-E 級類別(收息股份)」之申購手續費 3.0%及

經理費最高 1.59%，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最高 1.59%。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元於「PIMCO多元收益債券基金-E級類別(收息股份)」，本銀行

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品浩太平洋投顧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

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90 元(100,000＊最高 1.59%＝1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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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品浩太平洋投顧「PIMCO 多元收益債券基金-E 級類別(歐元

避險)收息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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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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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1.59%（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最高 1.59%。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達二百萬元揭露門檻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PIMCO 多元收益債券基金-E 級類別(歐元避險)收息股份」之申購手續

費 3.0%及經理費最高 1.59%，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

分成不多於最高 1.59%。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元於「PIMCO多元收益債券基金-E級類別(歐元避險)收息股份」，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品浩太平洋投顧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

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90 元(100,000＊最高 1.59%＝1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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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品浩太平洋投顧「PIMCO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E級類別

(收息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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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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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1.4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最高 1.45%。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達二百萬元揭露門檻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PIMCO 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E 級類別(收息股份)」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最高 1.4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

不多於最高 1.4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元於「PIMCO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E級類別(收息股份)」，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品浩太平洋投顧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

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450 元(100,000＊最高 1.45%＝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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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品浩太平洋投顧「PIMCO 多元收益債券基金-M 級類別(月收

息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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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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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1.59%（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最高 1.59%。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達二百萬元揭露門檻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PIMCO 多元收益債券基金-M 級類別(月收息股份)」之申購手續費 3.0%

及經理費最高 1.59%，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最高 1.59%。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元於「PIMCO多元收益債券基金-M級類別(月收息股份)」，本銀

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品浩太平洋投顧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

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90 元(100,000＊最高 1.59%＝1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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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品浩太平洋投顧「PIMCO多元收益債券基金(澳幣避險)-M級

類別(月收息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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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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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1.59%（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最高 1.59%。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達二百萬元揭露門檻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PIMCO 多元收益債券基金(澳幣避險)-M 級類別(月收息股份)」之申購

手續費 3.0%及經理費最高 1.59%，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

理費分成不多於最高 1.59%。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元於「PIMCO多元收益債券基金(澳幣避險)-M級類別(月收息股

份)」，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品浩太平洋投顧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

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90 元(100,000＊最高 1.59%＝1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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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品浩太平洋投顧「PIMCO 全球投資級別債券基金-M 級類別

(月收息強化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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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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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1.39%（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最高 1.39%。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達二百萬元揭露門檻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PIMCO 全球投資級別債券基金-M 級類別(月收息強化股份)」之申購手

續費 3.0%及經理費最高 1.39%，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

費分成不多於最高 1.39%。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PIMCO 全球投資級別債券基金-M 級類別(月收息強化股

份)」，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品浩太平洋投顧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

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390 元(100,000＊最高 1.39%＝1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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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品浩太平洋投顧「PIMCO 多元收益債券基金-M 級類別(月收

息強化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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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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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1.59%（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最高 1.59%。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達二百萬元揭露門檻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PIMCO 多元收益債券基金-M 級類別(月收息強化股份)」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最高 1.59%，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

不多於最高 1.59%。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元於「PIMCO多元收益債券基金-M級類別(月收息強化股份)」，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品浩太平洋投顧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

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90 元(100,000＊最高 1.59%＝1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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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品浩太平洋投顧「PIMCO歐元債券基金-E級類別(累積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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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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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1.36%（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最高 1.36%。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達二百萬元揭露門檻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PIMCO 歐元債券基金-E 級類別(累積股份)」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

費最高 1.36%，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最高

1.36%。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元於「PIMCO歐元債券基金-E級類別(累積股份)」，本銀行收取

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品浩太平洋投顧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

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360 元(100,000＊最高 1.36%＝1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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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品浩太平洋投顧「PIMCO 多元收益債券基金-E 級類別(歐元

避險)(累積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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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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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1.59%（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最高 1.59%。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達二百萬元揭露門檻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PIMCO 多元收益債券基金-E 級類別(歐元避險)(累積股份)」之申購手

續費 3.0%及經理費最高 1.59%，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

費分成不多於最高 1.59%。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PIMCO 多元收益債券基金-E 級類別(歐元避險)(累積股

份)」，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品浩太平洋投顧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

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90 元(100,000＊最高 1.59%＝1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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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品浩太平洋投顧「PIMCO 多元收益債券基金-E 級類別(累積

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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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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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59%。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達二百萬元揭露門檻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PIMCO 多元收益債券基金-E 級類別(累積股份)」之申購手續費 3.0%及

經理費 1.59%，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9%。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元於「PIMCO多元收益債券基金-E級類別(累積股份)」，本銀行

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品浩太平洋投顧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

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90 元(100,000＊1.59%＝1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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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品浩太平洋投顧「PIMCO全球債券基金-E級類別(累積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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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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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39%。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達二百萬元揭露門檻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PIMCO 全球債券基金-E 級類別(累積股份)」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

費 1.39%，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39%。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元於「PIMCO全球債券基金-E級類別(累積股份)」，本銀行收取

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品浩太平洋投顧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

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390 元(100,000＊1.39%＝1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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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品浩太平洋投顧「PIMCO 全球投資級別債券基金-機構 H 級

類別(累積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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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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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0.66%（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最高 0.66%。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達二百萬元揭露門檻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PIMCO 全球投資級別債券基金-機構 H 級類別(累積股份)」之申購手續

費 3.0%及經理費最高 0.66%，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

分成不多於最高 0.66%。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元於「PIMCO全球投資級別債券基金-機構 H級類別(累積股份)」，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品浩太平洋投顧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

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660 元(100,000＊最高 0.66%＝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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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品浩太平洋投顧「PIMCO 多元收益債券基金-機構 H 級類別

(累積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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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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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0.86%（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最高 0.86%。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達二百萬元揭露門檻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PIMCO 多元收益債券基金-機構 H 級類別(累積股份)」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最高 0.86%，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

不多於最高 0.86%。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PIMCO 多元收益債券基金-機構 H 級類別(累積股份)」，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品浩太平洋投顧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

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860 元(100,000＊最高 0.86%＝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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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品浩太平洋投顧「PIMCO 短年期債券基金-E 級類別(累積股

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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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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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1.36%（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最高 1.36%。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達二百萬元揭露門檻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PIMCO 短年期債券基金-E 級類別(累積股份)」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

理費最高 1.36%，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最

高 1.36%。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元於「PIMCO短年期債券基金-E級類別(累積股份)」，本銀行收

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品浩太平洋投顧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

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360 元(100,000＊最高 1.36%＝1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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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PIMCO 全球投資級別債券基金-E 級類別(歐元避險)(累積

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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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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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1.39%（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最高 1.39%。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達二百萬元揭露門檻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PIMCO 全球投資級別債券基金-E 級類別(歐元避險)(累積股份)」之申

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最高 1.39%，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

經理費分成不多於最高 1.39%。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元於「PIMCO全球投資級別債券基金-E級類別(歐元避險)(累積

股份)」，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

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390 元(100,000＊最高 1.39%＝1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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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貝萊德投信「貝萊德全球智慧數據股票入息基金 A2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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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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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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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萊德全球智慧數據股票入息基金 A2 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

理費 1.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貝萊德全球智慧數據股票入息基金 A2 美元」，本銀行收

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貝萊德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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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貝萊德投信「貝萊德全球智慧數據股票入息基金 A6 美元 

(穩定配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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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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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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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萊德全球智慧數據股票入息基金 A6 美元 (穩定配息)」之申購手續

費 3.0%及經理費 1.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

多於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貝萊德全球智慧數據股票入息基金 A6 美元 (穩定配

息)」，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貝萊德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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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貝萊德投信「貝萊德環球資產配置基金 A2 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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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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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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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萊德環球資產配置基金 A2 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5%，

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貝萊德環球資產配置基金 A2 美元」，本銀行收取之通路

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貝萊德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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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貝萊德投信「貝萊德環球資產配置基金 Hedged A2 澳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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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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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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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萊德環球資產配置基金 Hedged A2 澳幣」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

費 1.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貝萊德環球資產配置基金 Hedged A2 澳幣」，本銀行收

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貝萊德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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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貝萊德投信「貝萊德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2 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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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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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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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萊德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2 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

費 1.2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貝萊德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2 美元」，本銀行收取

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貝萊德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0 元(100,000＊1.25%＝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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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貝萊德投信「貝萊德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2 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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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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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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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萊德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2 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

費 1.2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貝萊德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2 美元」，本銀行收取

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貝萊德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0 元(100,000＊1.25%＝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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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貝萊德投信「貝萊德亞洲老虎債券基金 A2 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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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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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
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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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貝萊德亞洲老虎債券基金 A2 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

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貝萊德亞洲老虎債券基金 A2 美元」，本銀行收取之通路

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貝萊德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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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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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貝萊德投信「貝萊德亞洲老虎債券基金 A3 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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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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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
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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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貝萊德亞洲老虎債券基金 A3 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

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貝萊德亞洲老虎債券基金 A3 美元」，本銀行收取之通路

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貝萊德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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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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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貝萊德投信「貝萊德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3 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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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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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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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萊德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3 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

費 1.2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貝萊德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3 美元」，本銀行收取

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貝萊德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0 元(100,000＊1.25%＝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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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貝萊德投信「貝萊德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3 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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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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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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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萊德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3 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

費 1.2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貝萊德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3 美元」，本銀行收取

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貝萊德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0 元(100,000＊1.25%＝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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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貝萊德投信「貝萊德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2 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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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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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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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萊德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2 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2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貝萊德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2 美元」，本銀行收取之通路

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貝萊德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0 元(100,000＊1.25%＝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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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貝萊德投信「貝萊德新興市場當地債券基金 A2 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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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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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
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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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貝萊德新興市場當地債券基金 A2 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貝萊德新興市場當地債券基金 A2 美元」，本銀行收取之

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貝萊德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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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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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貝萊德投信「貝萊德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Hedged A3 

澳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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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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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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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萊德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Hedged A3 澳幣」之申購手續費 3.0%

及經理費 1.2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貝萊德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Hedged A3 澳幣」，本

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貝萊德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0 元(100,000＊1.25%＝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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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貝萊德投信「貝萊德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6 美元 (穩

定配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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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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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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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萊德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6 美元 (穩定配息)」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2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 1.2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貝萊德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6 美元 (穩定配息)」，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貝萊德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0 元(100,000＊1.25%＝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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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貝萊德投信「貝萊德亞洲老虎債券基金 A6 美元 (穩定配

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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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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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
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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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貝萊德亞洲老虎債券基金 A6 美元 (穩定配息)」之申購手續費 3.0%

及經理費 1%，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貝萊德亞洲老虎債券基金 A6 美元 (穩定配息)」，本銀

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貝萊德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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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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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貝萊德投信「貝萊德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6 美元 (穩定配

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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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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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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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萊德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6 美元 (穩定配息)」之申購手續費 3.0%

及經理費 1.2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貝萊德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6 美元 (穩定配息)」，本銀

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貝萊德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0 元(100,000＊1.25%＝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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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貝萊德投信「貝萊德環球企業債券基金 A6 美元 (穩定配

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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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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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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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萊德環球企業債券基金 A6 美元 (穩定配息)」之申購手續費 3.0%

及經理費 0.9%，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9%。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貝萊德環球企業債券基金 A6 美元 (穩定配息)」，本銀

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貝萊德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900 元(100,000＊0.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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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貝萊德投信「貝萊德亞洲老虎債券基金 A8 多幣別穩定月配

息股份-澳幣避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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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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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
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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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貝萊德亞洲老虎債券基金 A8 多幣別穩定月配息股份-澳幣避險」之申

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

成不多於 1%。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貝萊德亞洲老虎債券基金 A8 多幣別穩定月配息股份-澳

幣避險」，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貝萊德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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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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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貝萊德投信「貝萊德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8 多幣別穩

定月配息股份-澳幣避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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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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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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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萊德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8 多幣別穩定月配息股份-澳幣避險」

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2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

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元於「貝萊德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8多幣別穩定月配息股

份-澳幣避險」，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貝萊德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0 元(100,000＊1.25%＝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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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貝萊德投信「貝萊德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8 多幣別穩

定月配息股份-澳幣避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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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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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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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萊德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8 多幣別穩定月配息股份-澳幣避險」

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2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

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元於「貝萊德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8多幣別穩定月配息股

份-澳幣避險」，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貝萊德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0 元(100,000＊1.25%＝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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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貝萊德投信「貝萊德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8 多幣別穩定月配

息股份-澳幣避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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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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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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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萊德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8 多幣別穩定月配息股份-澳幣避險」之申

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2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

費分成不多於 1.2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貝萊德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8 多幣別穩定月配息股份-澳

幣避險」，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貝萊德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0 元(100,000＊1.25%＝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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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貝萊德投信「貝萊德拉丁美洲基金 A2 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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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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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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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萊德拉丁美洲基金 A2 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75%，

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7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貝萊德拉丁美洲基金 A2 美元」，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

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貝萊德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750 元(100,000＊1.75%＝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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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貝萊德投信「貝萊德美國價值型基金 A2 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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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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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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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萊德美國價值型基金 A2 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5%，

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貝萊德美國價值型基金 A2 美元」，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

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貝萊德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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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貝萊德投信「貝萊德美國增長型基金 A2 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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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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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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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萊德美國增長型基金 A2 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5%，

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貝萊德美國增長型基金 A2 美元」，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

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貝萊德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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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貝萊德投信「貝萊德新興歐洲基金 A2 歐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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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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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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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萊德新興歐洲基金 A2 歐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75%，

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7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貝萊德新興歐洲基金 A2 歐元」，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

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貝萊德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750 元(100,000＊1.75%＝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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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貝萊德投信「貝萊德歐元市場基金 A2 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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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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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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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萊德歐元市場基金 A2 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5%，本

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貝萊德歐元市場基金 A2 美元」，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

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貝萊德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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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貝萊德投信「貝萊德歐洲基金 A2 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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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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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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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萊德歐洲基金 A2 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5%，本銀行

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貝萊德歐洲基金 A2 美元」，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

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貝萊德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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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貝萊德投信「貝萊德新興市場基金 A2 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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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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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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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萊德新興市場基金 A2 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5%，本

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貝萊德新興市場基金 A2 美元」，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

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貝萊德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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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貝萊德投信「貝萊德世界黃金基金 A2 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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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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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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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萊德世界黃金基金 A2 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75%，

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7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貝萊德世界黃金基金 A2 美元」，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

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貝萊德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750 元(100,000＊1.75%＝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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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貝萊德投信「貝萊德世界礦業基金 A2 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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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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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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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萊德世界礦業基金 A2 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75%，

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7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貝萊德世界礦業基金 A2 美元」，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

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貝萊德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750 元(100,000＊1.75%＝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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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貝萊德投信「貝萊德世界科技基金 A2 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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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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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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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萊德世界科技基金 A2 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5%，本

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貝萊德世界科技基金 A2 美元」，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

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貝萊德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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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貝萊德世界科技基金 A2 歐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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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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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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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萊德世界科技基金 A2 歐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5%，本

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貝萊德世界科技基金 A2 歐元」，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

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

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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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貝萊德投信「貝萊德世界能源基金 A2 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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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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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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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萊德世界能源基金 A2 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75%，

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7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貝萊德世界能源基金 A2 美元」，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

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貝萊德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750 元(100,000＊1.75%＝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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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貝萊德投信「貝萊德世界金融基金 A2 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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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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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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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萊德世界金融基金 A2 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5%，本

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貝萊德世界金融基金 A2 美元」，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

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貝萊德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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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貝萊德投信「貝萊德世界健康科學基金 A2 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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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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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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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萊德世界健康科學基金 A2 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5%，

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貝萊德世界健康科學基金 A2 美元」，本銀行收取之通路

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貝萊德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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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貝萊德世界健康科學基金 A2 歐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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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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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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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萊德世界健康科學基金 A2 歐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5%，

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貝萊德世界健康科學基金 A2 歐元」，本銀行收取之通路

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

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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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貝萊德投信「貝萊德中國基金 A2 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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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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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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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萊德中國基金 A2 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5%，本銀行

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貝萊德中國基金 A2 美元」，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

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貝萊德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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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貝萊德投信「貝萊德歐洲基金 Hedged A2 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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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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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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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萊德歐洲基金 Hedged A2 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5%，

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貝萊德歐洲基金 Hedged A2 美元」，本銀行收取之通路

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貝萊德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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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貝萊德投信「貝萊德世界黃金基金 Hedged A2 澳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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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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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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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萊德世界黃金基金 Hedged A2 澳幣」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7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7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貝萊德世界黃金基金 Hedged A2 澳幣」，本銀行收取之

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貝萊德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750 元(100,000＊1.75%＝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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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貝萊德投信「貝萊德世界礦業基金 Hedged A2 澳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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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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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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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萊德世界礦業基金 Hedged A2 澳幣」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7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7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貝萊德世界礦業基金 Hedged A2 澳幣」，本銀行收取之

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貝萊德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750 元(100,000＊1.75%＝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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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貝萊德投信「貝萊德中國基金 Hedged A2 澳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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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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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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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萊德中國基金 Hedged A2 澳幣」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5%，

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貝萊德中國基金 Hedged A2 澳幣」，本銀行收取之通路

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貝萊德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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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貝萊德投信「貝萊德歐元市場基金 Hedged A2 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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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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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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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萊德歐元市場基金 Hedged A2 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貝萊德歐元市場基金 Hedged A2 美元」，本銀行收取之

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貝萊德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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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駿利亨德森「駿利亨德森遠見基金-全球地產股票基金 A2 

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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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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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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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駿利亨德森遠見基金-全球地產股票基金 A2 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

及經理費 0~1.2%，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1.2%。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駿利亨德森遠見基金-全球地產股票基金 A2 美元」，本

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駿利亨德森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00 元(100,000＊0~1.2%＝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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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駿利亨德森「駿利亨德森遠見基金-全球科技領先基金 A2 

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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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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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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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駿利亨德森遠見基金-全球科技領先基金 A2 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

及經理費 0~1.2%，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1.2%。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駿利亨德森遠見基金-全球科技領先基金 A2 美元」，本

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駿利亨德森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00 元(100,000＊0~1.2%＝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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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駿利亨德森「駿利亨德森遠見基金-泛歐股票基金 A2 美元

避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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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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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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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駿利亨德森遠見基金-泛歐股票基金 A2 美元避險」之申購手續費 3.0%

及經理費 0~1.2%，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1.2%。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駿利亨德森遠見基金-泛歐股票基金 A2 美元避險」，本

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駿利亨德森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00 元(100,000＊0~1.2%＝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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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駿利亨德森「駿利亨德森遠見基金-泛歐股票基金 A2 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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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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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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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駿利亨德森遠見基金-泛歐股票基金 A2 歐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

經理費 0~1.2%，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1.2%。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駿利亨德森遠見基金-泛歐股票基金 A2 歐元」，本銀行

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駿利亨德森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00 元(100,000＊0~1.2%＝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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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駿利亨德森「駿利亨德森遠見基金-歐元領域基金 A2 美元

避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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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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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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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駿利亨德森遠見基金-歐元領域基金 A2 美元避險」之申購手續費 3.0%

及經理費 0~1.2%，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1.2%。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駿利亨德森遠見基金-歐元領域基金 A2 美元避險」，本

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駿利亨德森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00 元(100,000＊0~1.2%＝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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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駿利亨德森「駿利亨德森遠見基金-歐元領域基金 A2 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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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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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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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駿利亨德森遠見基金-歐元領域基金 A2 歐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

經理費 0~1.2%，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1.2%。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駿利亨德森遠見基金-歐元領域基金 A2 歐元」，本銀行

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駿利亨德森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00 元(100,000＊0~1.2%＝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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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安聯投信「安聯收益成長基金-AM 穩定月收類股(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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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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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1.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最高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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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收益成長基金-AM 穩定月收類股(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

理費最高 1.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最

高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安聯收益成長基金-AM 穩定月收類股(美元)」，本銀行收

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安聯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最高 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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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安聯投信「安聯收益成長基金-AT 累積類股(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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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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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1.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最高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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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收益成長基金-AT 累積類股(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最高 1.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最高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安聯收益成長基金-AT 累積類股(美元)」，本銀行收取之

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安聯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最高 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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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安聯投信「安聯收益成長基金-AM 穩定月收類股(澳幣避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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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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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1.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最高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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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收益成長基金-AM 穩定月收類股(澳幣避險)」之申購手續費 3.0%

及經理費最高 1.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最高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安聯收益成長基金-AM 穩定月收類股(澳幣避險)」，本銀

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安聯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最高 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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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安聯投信「安聯收益成長基金-AM 穩定月收類股(歐元避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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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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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1.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最高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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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收益成長基金-AM 穩定月收類股(歐元避險)」之申購手續費 3.0%

及經理費最高 1.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最高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安聯收益成長基金-AM 穩定月收類股(歐元避險)」，本銀

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安聯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最高 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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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安聯投信「安聯收益成長基金-AM 穩定月收類股(南非幣避

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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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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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1.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最高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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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收益成長基金-AM 穩定月收類股(南非幣避險)」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最高 1.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

不多於最高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安聯收益成長基金-AM 穩定月收類股(南非幣避險)」，本

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安聯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最高 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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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安聯投信「安聯歐陸成長基金-AT 累積類股(美元避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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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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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1.8%（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最高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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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歐陸成長基金-AT 累積類股(美元避險)」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

理費最高 1.8%，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最

高 1.8%。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安聯歐陸成長基金-AT 累積類股(美元避險)」，本銀行收

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安聯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800 元(100,000＊最高 1.8%＝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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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安聯投信「安聯動力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T 累積類股

(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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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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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1.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最高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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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動力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T 累積類股(美元)」之申購手續

費 3.0%及經理費最高 1.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

成不多於最高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安聯動力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T 累積類股(美元)」，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安聯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最高 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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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安聯投信「安聯動力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Mg 穩定月

收總收益類股(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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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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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1.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最高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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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動力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Mg 穩定月收總收益類股(美元)」

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最高 1.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

經理費分成不多於最高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安聯動力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Mg 穩定月收總收益

類股(美元)」，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安聯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最高 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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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安聯投信「安聯動力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Mg 穩定月

收總收益類股(澳幣避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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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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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1.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最高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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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動力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Mg 穩定月收總收益類股(澳幣避

險)」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最高 1.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最高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安聯動力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Mg 穩定月收總收益

類股(澳幣避險)」，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安聯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最高 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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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摩根投信「摩根基金 - 亞太入息基金 - JPM亞太入息(美

元) - A股(每月派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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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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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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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基金 - 亞太入息基金 - JPM亞太入息(美元) - A股(每月派息)」

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

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摩根基金 - 亞太入息基金 - JPM 亞太入息(美元) - A

股(每月派息)」，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摩根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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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摩根投信「摩根投資基金 - 多重收益基金 - JPM多重收益

(美元對沖) - A股(每月派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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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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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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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投資基金 - 多重收益基金 - JPM多重收益(美元對沖) - A股(每

月派息)」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2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

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摩根投資基金 - 多重收益基金 - JPM 多重收益(美元對

沖) - A股(每月派息)」，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摩根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0 元(100,000＊1.25%＝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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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摩根投信「摩根基金 -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 JPM新興市場

債券(美元) - A股(每月派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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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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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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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基金 -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 JPM新興市場債券(美元) - A股(每

月派息)」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1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

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摩根基金 -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 JPM 新興市場債券(美

元) - A股(每月派息)」，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摩根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50 元(100,000＊1.15%＝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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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摩根投信「摩根基金 -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 JPM新興市場

債券(澳幣對沖) - A股(利率入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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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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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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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基金 -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 JPM新興市場債券(澳幣對沖) - A

股(利率入息)」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1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

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摩根基金 -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 JPM 新興市場債券(澳

幣對沖) - A股(利率入息)」，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摩根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50 元(100,000＊1.15%＝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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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摩根投信「摩根基金 - 新興市場本地貨幣債券基金 - JPM

新興市場本地貨幣債券(美元) - A股(每月派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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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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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
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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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摩根基金 - 新興市場本地貨幣債券基金 - JPM新興市場本地貨幣債券

(美元) - A股(每月派息)」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

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摩根基金 - 新興市場本地貨幣債券基金 - JPM新興市

場本地貨幣債券(美元) - A股(每月派息)」，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摩根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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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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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摩根投信「摩根投資基金 - 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 

JPM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美元) - A股(每月派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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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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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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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投資基金 - 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 JPM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

(美元) - A股(每月派息)」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8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

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8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摩根投資基金 - 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 JPM環球

非投資等級債券(美元) - A股(每月派息)」，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摩根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850 元(100,000＊0.85%＝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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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摩根投信「摩根投資基金 - 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 

JPM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澳幣對沖) - A股(利率入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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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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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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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投資基金 - 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 JPM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

(澳幣對沖) - A股(利率入息)」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85%，本銀行銷售之

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8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摩根投資基金 - 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 JPM環球

非投資等級債券(澳幣對沖) - A股(利率入息)」，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摩根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850 元(100,000＊0.85%＝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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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摩根投信「摩根基金 -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 JPM新興市場

債券(美元) - A股(累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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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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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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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基金 -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 JPM新興市場債券(美元) - A股(累

計)」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1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摩根基金 -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 JPM 新興市場債券(美

元) - A股(累計)」，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摩根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50 元(100,000＊1.15%＝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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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摩根投信「摩根基金 - 美國複合收益債券基金 - JPM美國

複合收益債券(美元) - A股(每月派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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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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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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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基金 - 美國複合收益債券基金 - JPM美國複合收益債券(美元) - 

A 股(每月派息)」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9%，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

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9%。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摩根基金 - 美國複合收益債券基金 - JPM美國複合收

益債券(美元) - A股(每月派息)」，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摩根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900 元(100,000＊0.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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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摩根投信「摩根東協基金 - 摩根東協(美元)(累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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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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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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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東協基金 - 摩根東協(美元)(累計)」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

費 1.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摩根東協基金 - 摩根東協(美元)(累計)」，本銀行收取

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摩根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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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摩根投信「摩根基金 - 美國科技基金 - JPM美國科技(美

元) - A股(累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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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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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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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基金 - 美國科技基金 - JPM 美國科技(美元) - A 股(累計)」之

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

費分成不多於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摩根基金 - 美國科技基金 - JPM 美國科技(美元) - A

股(累計)」，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摩根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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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摩根投信「摩根基金 - 環球天然資源基金 - JPM環球天然

資源(歐元) - A股(分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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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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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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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基金 - 環球天然資源基金 - JPM環球天然資源(歐元) - A股(分

派)」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

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摩根基金 - 環球天然資源基金 - JPM 環球天然資源(歐

元) - A股(分派)」，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摩根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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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摩根投信「摩根基金 - 中國基金 - JPM中國(美元) - A 股

(分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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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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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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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基金 - 中國基金 - JPM 中國(美元) - A 股(分派)」之申購手續

費 3.0%及經理費 1.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

多於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摩根基金 - 中國基金 - JPM中國(美元) - A股(分派)」，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摩根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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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摩根投信「摩根基金 - 環球天然資源基金 - JPM環球天然

資源(美元) - A股(累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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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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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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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基金 - 環球天然資源基金 - JPM環球天然資源(美元) - A股(累

計)」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

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摩根基金 - 環球天然資源基金 - JPM 環球天然資源(美

元) - A股(累計)」，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摩根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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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摩根投信「摩根投資基金 - 歐洲策略股息基金 - JPM歐洲

策略股息(美元對沖) - A股(每月派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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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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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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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投資基金 - 歐洲策略股息基金 - JPM歐洲策略股息(美元對沖) - 

A 股(每月派息)」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

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摩根投資基金 - 歐洲策略股息基金 - JPM歐洲策略股

息(美元對沖) - A股(每月派息)」，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摩根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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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摩根投信「摩根投資基金 - 歐洲策略股息基金 - JPM歐洲

策略股息(美元對沖) - A股(累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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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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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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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投資基金 - 歐洲策略股息基金 - JPM歐洲策略股息(美元對沖) - 

A 股(累計)」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

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摩根投資基金 - 歐洲策略股息基金 - JPM歐洲策略股

息(美元對沖) - A股(累計)」，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摩根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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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摩根投信「摩根基金 - 新興市場小型企業基金 - JPM新興

市場小型企業(美元) - A股 perf(累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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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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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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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基金 - 新興市場小型企業基金 - JPM新興市場小型企業(美元) - 

A 股 perf(累計)」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

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摩根基金 - 新興市場小型企業基金 - JPM新興市場小

型企業(美元) - A股 perf(累計)」，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摩根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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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摩根投信「摩根基金 -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 JPM新興市場

債券(歐元對沖) - A股(每月派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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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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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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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基金 -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 JPM新興市場債券(歐元對沖) - A

股(每月派息)」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1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

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摩根基金 -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 JPM 新興市場債券(歐

元對沖) - A股(每月派息)」，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摩根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50 元(100,000＊1.15%＝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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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摩根投信「摩根基金 - 新興市場企業債券基金 - JPM新興

市場企業債券(美元) - A股(每月派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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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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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
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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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摩根基金 - 新興市場企業債券基金 - JPM新興市場企業債券(美元) - 

A 股(每月派息)」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

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摩根基金 - 新興市場企業債券基金 - JPM新興市場企

業債券(美元) - A股(每月派息)」，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摩根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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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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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摩根投信「摩根基金－環球債券收益基金 - JPM 環球債券

收益(美元) - A股(每月派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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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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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
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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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摩根基金－環球債券收益基金 - JPM環球債券收益(美元) - A股(每

月派息)」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摩根基金－環球債券收益基金 - JPM 環球債券收益(美

元) - A股(每月派息)」，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摩根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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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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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摩根投信「摩根基金－環球債券收益基金 - JPM 環球債券

收益(美元) - A股(累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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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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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
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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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摩根基金－環球債券收益基金 - JPM環球債券收益(美元) - A股(累

計)」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

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摩根基金－環球債券收益基金 - JPM 環球債券收益(美

元) - A股(累計)」，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摩根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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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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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摩根投信「摩根基金－環球債券收益基金 - JPM 環球債券

收益(美元) - I股(每月派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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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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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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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基金－環球債券收益基金 - JPM環球債券收益(美元) - I股(每

月派息)」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摩根基金－環球債券收益基金 - JPM 環球債券收益(美

元) - I股(每月派息)」，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摩根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500 元(100,000＊0.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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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施羅德投資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環球可轉換債券(美元)A-累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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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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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1.2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最高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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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可轉換債券(美元)A-累積」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最高 1.2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

不多於最高 1.25%。 
釋例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可轉換債券(美元)A-累積」，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施羅德投資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

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0 元(100,000＊最高

1.25%＝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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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施羅德投資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施羅德傘型基金 II－

亞洲高息股債基金(美元)A-累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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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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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 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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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羅德傘型基金 II－亞洲高息股債基金(美元)A-累積」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1.2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

多於 0~1.2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施羅德傘型基金 II－亞洲高息股債基金(美元)A-累積」，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施羅德投資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

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0 元(100,000＊
0~1.25%＝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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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施羅德投資管理（香港）有限公司「施羅德傘型基金 II－

亞洲高息股債基金(美元)A-月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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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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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 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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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羅德傘型基金 II－亞洲高息股債基金(美元)A-月配」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1.2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

多於 0~1.2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施羅德傘型基金 II－亞洲高息股債基金(美元)A-月配」，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施羅德投資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

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0 元(100,000＊
0~1.25%＝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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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施羅德投資管理（香港）有限公司「施羅德傘型基金 II－

亞洲高息股債基金(澳幣避險)A-月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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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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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 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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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羅德傘型基金 II－亞洲高息股債基金(澳幣避險)A-月配」之申購手

續費 3.0%及經理費 0~1.2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

分成不多於 0~1.2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施羅德傘型基金 II－亞洲高息股債基金(澳幣避險)A-月

配」，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施羅德投資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

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0 元(100,000＊
0~1.25%＝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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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施羅德投資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歐元股票(美元避險)A-累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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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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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1.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最高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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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歐元股票(美元避險)A-累積」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最高 1.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

不多於最高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歐元股票(美元避險)A-累積」，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施羅德投資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

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最高

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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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施羅德投資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新興市場(美元)A1-累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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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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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1.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最高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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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新興市場(美元)A1-累積」之申購手續費 3.0%

及經理費最高 1.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最高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新興市場(美元)A1-累積」，本銀

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施羅德投資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

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最高

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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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施羅德投資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新興亞洲(美元)A1-累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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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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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1.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最高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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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新興亞洲(美元)A1-累積」之申購手續費 3.0%

及經理費最高 1.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最高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新興亞洲(美元)A1-累積」，本銀

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施羅德投資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

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最高

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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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施羅德投資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新興歐洲(美元)A1-累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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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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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1.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最高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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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新興歐洲(美元)A1-累積」之申購手續費 3.0%

及經理費最高 1.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最高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新興歐洲(美元)A1-累積」，本銀

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施羅德投資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

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最高

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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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施羅德投資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環球能源(美元)A1-累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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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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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1.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最高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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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能源(美元)A1-累積」之申購手續費 3.0%

及經理費最高 1.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最高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能源(美元)A1-累積」，本銀

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施羅德投資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

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最高

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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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施羅德投資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亞洲優勢(美元)A-累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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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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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1.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最高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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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亞洲優勢(美元)A-累積」之申購手續費 3.0%及

經理費最高 1.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最高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亞洲優勢(美元)A-累積」，本銀

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施羅德投資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

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最高

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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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施羅德投資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環球股息基金(美元)AX-月配固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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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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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1.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最高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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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股息基金(美元)AX-月配固定」之申購手

續費 3.0%及經理費最高 1.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

分成不多於最高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股息基金(美元)AX-月配固

定」，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施羅德投資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

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最高

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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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施羅德投資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歐元企業債券(美元避險)A-累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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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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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0.7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最高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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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歐元企業債券(美元避險)A-累積」之申購手續

費 3.0%及經理費最高 0.7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

分成不多於最高 0.75%。 
釋例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歐元企業債券(美元避險)A-累積」，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施羅德投資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

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750 元(100,000＊最高

0.7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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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景順投信「景順歐洲大陸企業基金 A-年配息股 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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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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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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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順歐洲大陸企業基金 A-年配息股 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

費 1.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景順歐洲大陸企業基金 A-年配息股 美元」，本銀行收取

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景順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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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景順投信「景順中國基金 A-年配息股 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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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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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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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順中國基金 A-年配息股 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75%，

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7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景順中國基金 A-年配息股 美元」，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

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景順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750 元(100,000＊1.75%＝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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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景順投信「景順印度股票基金 A-年配息股 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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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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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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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順印度股票基金 A-年配息股 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景順印度股票基金 A-年配息股 美元」，本銀行收取之通

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景順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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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聯博投信「聯博-美國收益基金 A2 股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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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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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1%。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達二百萬元揭露門檻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聯博-美國收益基金 A2股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1%，本

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聯博-美國收益基金 A2 股美元」，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

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聯博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00 元(100,000＊1.1%＝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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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聯博投信「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2股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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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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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1.4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 1.25~1.45%。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達二百萬元揭露門檻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2 股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

費 1.25~1.4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1.4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元於「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2股美元」，本銀行收取

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聯博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450 元(100,000＊1.25~1.45%＝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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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聯博投信「聯博-美國收益基金 AT 股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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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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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1%。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達二百萬元揭露門檻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聯博-美國收益基金 AT股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1%，本

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聯博-美國收益基金 AT 股美元」，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

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聯博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00 元(100,000＊1.1%＝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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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聯博投信「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T股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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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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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1.4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 1.25~1.45%。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達二百萬元揭露門檻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T 股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

費 1.25~1.4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1.4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元於「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T股美元」，本銀行收取

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聯博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450 元(100,000＊1.25~1.45%＝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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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聯博投信「聯博-歐洲收益基金 A2 股歐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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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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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1%。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達二百萬元揭露門檻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聯博-歐洲收益基金 A2股歐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1%，本

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聯博-歐洲收益基金 A2 股歐元」，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

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聯博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00 元(100,000＊1.1%＝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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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聯博投信「聯博-歐洲收益基金 AT 股歐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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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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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1%。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達二百萬元揭露門檻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聯博-歐洲收益基金 AT股歐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1%，本

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聯博-歐洲收益基金 AT 股歐元」，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

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聯博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00 元(100,000＊1.1%＝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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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聯博投信「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T股歐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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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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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1.4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 1.25~1.45%。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達二百萬元揭露門檻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T 股歐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

費 1.25~1.4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1.4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元於「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T股歐元」，本銀行收取

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聯博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450 元(100,000＊1.25~1.45%＝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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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聯博投信「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T股歐元避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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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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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1.4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 1.25~1.45%。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達二百萬元揭露門檻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T 股歐元避險」之申購手續費 3.0%及

經理費 1.25~1.4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 1.25~1.4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元於「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T股歐元避險」，本銀行

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聯博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450 元(100,000＊1.25~1.45%＝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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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聯博投信「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2股歐元避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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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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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1.4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 1.25~1.45%。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達二百萬元揭露門檻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2 股歐元避險」之申購手續費 3.0%及

經理費 1.25~1.4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 1.25~1.4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元於「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2股歐元避險」，本銀行

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聯博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450 元(100,000＊1.25~1.45%＝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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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聯博投信「聯博-美國收益基金 AT股歐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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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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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1%。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達二百萬元揭露門檻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聯博-美國收益基金 AT股歐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1%，本

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元於「聯博-美國收益基金 AT股歐元」，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

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聯博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00 元(100,000＊1.1%＝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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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聯博投信「聯博-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T股澳幣避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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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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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1%。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達二百萬元揭露門檻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聯博-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T 股澳幣避險」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1%，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元於「聯博-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T股澳幣避險」，本銀行收取之

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聯博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00 元(100,000＊1.1%＝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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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聯博投信「聯博-美國收益基金 AT股澳幣避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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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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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1%。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達二百萬元揭露門檻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聯博-美國收益基金 AT股澳幣避險」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1%，

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元於「聯博-美國收益基金 AT股澳幣避險」，本銀行收取之通路

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聯博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00 元(100,000＊1.1%＝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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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聯博投信「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T股澳幣避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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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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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1.4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 1.25~1.45%。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達二百萬元揭露門檻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T 股澳幣避險」之申購手續費 3.0%及

經理費 1.25~1.4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 1.25~1.4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元於「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T股澳幣避險」，本銀行

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聯博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450 元(100,000＊1.25~1.45%＝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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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聯博投信「聯博-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T股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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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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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1%。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達二百萬元揭露門檻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聯博-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T股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1%，

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元於「聯博-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T股美元」，本銀行收取之通路

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聯博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00 元(100,000＊1.1%＝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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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聯博投信「聯博-美國收益基金 AT股歐元避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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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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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1%。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達二百萬元揭露門檻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聯博-美國收益基金 AT股歐元避險」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1%，

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元於「聯博-美國收益基金 AT股歐元避險」，本銀行收取之通路

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聯博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00 元(100,000＊1.1%＝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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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聯博投信「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T股紐幣避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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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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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1.4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 1.25~1.45%。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達二百萬元揭露門檻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T 股紐幣避險」之申購手續費 3.0%及

經理費 1.25~1.4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 1.25~1.4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元於「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T股紐幣避險」，本銀行

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聯博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450 元(100,000＊1.25~1.45%＝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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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聯博投信「聯博-美國收益基金 AT股紐幣避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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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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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1%。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達二百萬元揭露門檻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聯博-美國收益基金 AT股紐幣避險」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1%，

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元於「聯博-美國收益基金 AT股紐幣避險」，本銀行收取之通路

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聯博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00 元(100,000＊1.1%＝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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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聯博投信「聯博-美國收益基金 AT股加幣避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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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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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1%。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達二百萬元揭露門檻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聯博-美國收益基金 AT股加幣避險」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1%，

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元於「聯博-美國收益基金 AT股加幣避險」，本銀行收取之通路

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聯博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00 元(100,000＊1.1%＝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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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聯博投信「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T股加幣避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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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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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1.4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 1.25~1.45%。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達二百萬元揭露門檻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T 股加幣避險」之申購手續費 3.0%及

經理費 1.25~1.4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 1.25~1.4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元於「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T股加幣避險」，本銀行

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聯博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450 元(100,000＊1.25~1.45%＝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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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聯博投信「聯博-歐洲收益基金 AT股美元避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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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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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1%。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達二百萬元揭露門檻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聯博-歐洲收益基金 AT股美元避險」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1%，

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元於「聯博-歐洲收益基金 AT股美元避險」，本銀行收取之通路

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聯博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00 元(100,000＊1.1%＝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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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聯博投信「聯博-歐洲收益基金 AT股澳幣避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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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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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1%。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達二百萬元揭露門檻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聯博-歐洲收益基金 AT股澳幣避險」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1%，

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元於「聯博-歐洲收益基金 AT股澳幣避險」，本銀行收取之通路

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聯博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00 元(100,000＊1.1%＝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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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聯博投信「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A(穩定月配)南

非幣避險級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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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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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1.4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 1.25~1.45%。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達二百萬元揭露門檻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A(穩定月配)南非幣避險級別」之申

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25~1.4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

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1.4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A(穩定月配)南非幣避

險級別」，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聯博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450 元(100,000＊1.25~1.45%＝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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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聯博投信「聯博-美國收益基金 AA(穩定月配)級別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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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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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1%。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達二百萬元揭露門檻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聯博-美國收益基金 AA(穩定月配)級別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

理費 1.1%，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聯博-美國收益基金 AA(穩定月配)級別美元」，本銀行收

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聯博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00 元(100,000＊1.1%＝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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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聯博投信「聯博-美國收益基金 AA(穩定月配)澳幣避險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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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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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1%。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達二百萬元揭露門檻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聯博-美國收益基金 AA(穩定月配)澳幣避險級別」之申購手續費 3.0%

及經理費 1.1%，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聯博-美國收益基金 AA(穩定月配)澳幣避險級別」，本銀

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聯博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00 元(100,000＊1.1%＝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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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聯博投信「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A(穩定月配)級

別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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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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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1.4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 1.25~1.45%。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達二百萬元揭露門檻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A(穩定月配)級別美元」之申購手續

費 3.0%及經理費 1.25~1.4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

分成不多於 1.25~1.4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A(穩定月配)級別美元」，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聯博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450 元(100,000＊1.25~1.45%＝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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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聯博投信「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A(穩定月配)澳

幣避險級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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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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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1.4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 1.25~1.45%。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達二百萬元揭露門檻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A(穩定月配)澳幣避險級別」之申購

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25~1.4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

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1.4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A(穩定月配)澳幣避險

級別」，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聯博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450 元(100,000＊1.25~1.45%＝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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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聯博投信「聯博-房貸收益基金 AA(穩定月配)級別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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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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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1%。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達二百萬元揭露門檻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聯博-房貸收益基金 AA(穩定月配)級別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

理費 1.1%，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聯博-房貸收益基金 AA(穩定月配)級別美元」，本銀行收

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聯博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00 元(100,000＊1.1%＝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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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聯博投信「聯博-歐洲收益基金 AA(穩定月配)美元避險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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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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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1%。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達二百萬元揭露門檻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聯博-歐洲收益基金 AA(穩定月配)美元避險級別」之申購手續費 3.0%

及經理費 1.1%，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聯博-歐洲收益基金 AA(穩定月配)美元避險級別」，本銀

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聯博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00 元(100,000＊1.1%＝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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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聯博投信「聯博-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A(穩定月配)級別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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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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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1%。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達二百萬元揭露門檻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聯博-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A(穩定月配)級別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

及經理費 1.1%，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聯博-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A(穩定月配)級別美元」，本銀

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聯博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00 元(100,000＊1.1%＝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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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聯博投信「聯博-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A(穩定月配)澳幣避險

級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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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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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1%。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達二百萬元揭露門檻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聯博-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A(穩定月配)澳幣避險級別」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1%，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 1.1%。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聯博-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A(穩定月配)澳幣避險級別」，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聯博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00 元(100,000＊1.1%＝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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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聯博投信「聯博-美國收益基金 AA(穩定月配)部分利率避險

級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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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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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1%。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達二百萬元揭露門檻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聯博-美國收益基金 AA(穩定月配)部分利率避險級別」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1%，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 1.1%。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聯博-美國收益基金 AA(穩定月配)部分利率避險級別」，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聯博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00 元(100,000＊1.1%＝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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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聯博投信「聯博-房貸收益基金 AA(穩定月配)澳幣避險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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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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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1%。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達二百萬元揭露門檻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聯博-房貸收益基金 AA(穩定月配)澳幣避險級別」之申購手續費 3.0%

及經理費 1.1%，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聯博-房貸收益基金 AA(穩定月配)澳幣避險級別」，本銀

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聯博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00 元(100,000＊1.1%＝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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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聯博投信「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A(穩定月配)英

鎊避險級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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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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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1.4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 1.25~1.45%。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達二百萬元揭露門檻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A(穩定月配)英鎊避險級別」之申購

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25~1.4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

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1.4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A(穩定月配)英鎊避險

級別」，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聯博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450 元(100,000＊1.25~1.45%＝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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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聯博投信「聯博-美國收益基金 AA(穩定月配)英鎊避險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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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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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1%。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達二百萬元揭露門檻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聯博-美國收益基金 AA(穩定月配)英鎊避險級別」之申購手續費 3.0%

及經理費 1.1%，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聯博-美國收益基金 AA(穩定月配)英鎊避險級別」，本銀

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聯博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00 元(100,000＊1.1%＝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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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聯博投信「聯博-美國收益基金 AA(穩定月配)南非幣避險級

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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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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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1%。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達二百萬元揭露門檻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聯博-美國收益基金 AA(穩定月配)南非幣避險級別」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1%，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 1.1%。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聯博-美國收益基金 AA(穩定月配)南非幣避險級別」，本

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聯博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00 元(100,000＊1.1%＝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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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聯博投信「聯博-歐洲收益基金 AA(穩定月配)澳幣避險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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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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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1%。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達二百萬元揭露門檻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聯博-歐洲收益基金 AA(穩定月配)澳幣避險級別」之申購手續費 3.0%

及經理費 1.1%，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聯博-歐洲收益基金 AA(穩定月配)澳幣避險級別」，本銀

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聯博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00 元(100,000＊1.1%＝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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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聯博投信「聯博-歐洲收益基金 AA(穩定月配)級別歐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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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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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1%。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達二百萬元揭露門檻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聯博-歐洲收益基金 AA(穩定月配)級別歐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

理費 1.1%，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聯博-歐洲收益基金 AA(穩定月配)級別歐元」，本銀行收

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聯博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00 元(100,000＊1.1%＝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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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聯博投信「聯博-亞洲股票基金 AD股澳幣避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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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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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7%。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達二百萬元揭露門檻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聯博-亞洲股票基金 AD股澳幣避險」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7%，

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7%。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元於「聯博-亞洲股票基金 AD股澳幣避險」，本銀行收取之通路

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聯博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700 元(100,000＊1.7%＝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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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聯博投信「聯博-精選美國股票基金 A 股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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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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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8%。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達二百萬元揭露門檻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聯博-精選美國股票基金 A 股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8%，

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8%。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聯博-精選美國股票基金 A 股美元」，本銀行收取之通路

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聯博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800 元(100,000＊1.8%＝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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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聯博投信「聯博-新興市場多元收益基金 AD月配級別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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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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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6%。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達二百萬元揭露門檻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聯博-新興市場多元收益基金 AD 月配級別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

經理費 1.6%，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6%。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元於「聯博-新興市場多元收益基金 AD月配級別美元」，本銀行

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聯博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600 元(100,000＊1.6%＝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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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聯博投信「聯博-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A(穩定月配)南非幣避

險級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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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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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1%。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達二百萬元揭露門檻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聯博-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A(穩定月配)南非幣避險級別」之申購手續

費 3.0%及經理費 1.1%，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

多於 1.1%。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聯博-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A(穩定月配)南非幣避險級別」，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聯博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00 元(100,000＊1.1%＝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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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路博邁投信「路博邁投資基金 - NB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T

月配息類股(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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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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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8%（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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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博邁投資基金 - NB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T月配息類股(美元)」之申

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1.8%，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

費分成不多於 0~1.8%。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路博邁投資基金 - NB 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T 月配息類

股(美元)」，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路博邁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800 元(100,000＊0~1.8%＝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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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百達投顧「百達-水資源-R 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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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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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2.9%（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最高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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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達-水資源-R 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最高 2.9%，本銀行

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最高 2.9%。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百達-水資源-R 美元」，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百達投顧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2900 元(100,000＊最高 2.9%＝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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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百達投顧「百達-機器人科技-P 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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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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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2.40%（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最高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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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達-機器人科技-P 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最高 2.40%，

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最高 2.40%。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百達-機器人科技-P 美元」，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百達投顧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2400 元(100,000＊最高 2.40%＝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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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百達投顧「百達-環境機會-P 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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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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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2.40%（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最高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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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達-環境機會-P 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最高 2.40%，本

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最高 2.40%。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百達-環境機會-P美元」，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百達投顧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2400 元(100,000＊最高 2.40%＝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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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百達投顧「百達-家族企業-P 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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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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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2.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最高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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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達-家族企業-P 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最高 2.4%，本銀

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最高 2.4%。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百達-家族企業-P美元」，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百達投顧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2400 元(100,000＊最高 2.4%＝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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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百達投顧「百達-保安-P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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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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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2.40%（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最高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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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達-保安-P 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最高 2.40%，本銀行

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最高 2.40%。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百達-保安-P美元」，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百達投顧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2400 元(100,000＊最高 2.40%＝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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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野村投信「晉達環球策略基金 - 亞洲股票基金 C 收益股

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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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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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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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達環球策略基金 - 亞洲股票基金 C 收益股份」之申購手續費 3.0%

及經理費 2.2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2.2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晉達環球策略基金 - 亞洲股票基金 C 收益股份」，本銀

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野村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2250 元(100,000＊2.25%＝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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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野村投信「晉達環球策略基金 - 環球特許品牌基金 C 收益

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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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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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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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達環球策略基金 - 環球特許品牌基金 C 收益股份」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2.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 2.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晉達環球策略基金 - 環球特許品牌基金 C 收益股份」，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野村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2500 元(100,000＊2.5%＝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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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野村投信「晉達環球策略基金 - 環球策略股票基金 C 收益

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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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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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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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達環球策略基金 - 環球策略股票基金 C 收益股份」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2.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 2.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晉達環球策略基金 - 環球策略股票基金 C 收益股份」，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野村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2500 元(100,000＊2.5%＝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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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野村投信「晉達環球策略基金 - 環球特許品牌基金 C 收益

-2 股份 (澳幣避險 IRD，月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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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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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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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達環球策略基金 - 環球特許品牌基金 C 收益-2 股份 (澳幣避險 

IRD，月配)」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2.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

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2.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晉達環球策略基金 - 環球特許品牌基金 C 收益-2 股份 

(澳幣避險 IRD，月配)」，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野村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2500 元(100,000＊2.5%＝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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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富達投信「富達基金－美元債券基金 (A 股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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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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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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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達基金－美元債券基金 (A 股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7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7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富達基金－美元債券基金 (A 股美元)」，本銀行收取之

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富達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750 元(100,000＊0.7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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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富達投信「富達基金－美元債券基金 (A 股月配息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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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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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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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達基金－美元債券基金 (A股月配息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

理費 0.7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7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富達基金－美元債券基金 (A 股月配息美元)」，本銀行

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富達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750 元(100,000＊0.7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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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富達投信「富達基金－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股月配

息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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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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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
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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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富達基金－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股月配息美元)」之申購手續

費 3.0%及經理費 1%，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 1%。 
釋例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富達基金－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股月配息美元)」，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富達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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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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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富達投信「富達基金－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股月配

息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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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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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
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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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富達基金－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股月配息美元)」之申購手續

費 3.0%及經理費 1%，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 1%。 
釋例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富達基金－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股月配息美元)」，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富達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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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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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富達投信「富達基金－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股累計

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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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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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
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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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富達基金－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股累計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 
釋例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富達基金－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股累計美元)」，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富達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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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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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富達投信「富達基金－歐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股累計

美元避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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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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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
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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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富達基金－歐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股累計美元避險)」之申購手

續費 3.0%及經理費 1%，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

多於 1%。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富達基金－歐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 股累計美元避

險)」，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富達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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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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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富達投信「富達基金－歐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股月配

息美元避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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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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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
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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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富達基金－歐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股月配息美元避險)」之申購

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

不多於 1%。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富達基金－歐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 股月配息美元

避險)」，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富達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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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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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富達投信「富達基金－新興市場基金 (A 股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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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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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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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達基金－新興市場基金 (A 股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富達基金－新興市場基金 (A 股美元)」，本銀行收取之

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富達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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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富達投信「富達基金－太平洋基金 (A 股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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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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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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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達基金－太平洋基金 (A股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5%，

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富達基金－太平洋基金 (A 股美元)」，本銀行收取之通

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富達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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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富達投信「富達基金－德國基金 (A 股歐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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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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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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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達基金－德國基金 (A股歐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5%，

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富達基金－德國基金 (A 股歐元)」，本銀行收取之通路

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富達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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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富達投信「富達基金－拉丁美洲基金 (A 股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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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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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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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達基金－拉丁美洲基金 (A 股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富達基金－拉丁美洲基金 (A 股美元)」，本銀行收取之

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富達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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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富達投信「富達基金－泰國基金 (A 股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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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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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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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達基金－泰國基金 (A股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5%，

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富達基金－泰國基金 (A 股美元)」，本銀行收取之通路

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富達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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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富達投信「富達基金－印度聚焦基金 (A 股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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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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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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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達基金－印度聚焦基金 (A 股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富達基金－印度聚焦基金 (A 股美元)」，本銀行收取之

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富達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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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富達投信「富達基金－中國聚焦基金 (A 股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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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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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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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達基金－中國聚焦基金 (A 股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富達基金－中國聚焦基金 (A 股美元)」，本銀行收取之

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富達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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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富達投信「富達基金-全球通膨連結債券基金(美元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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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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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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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達基金-全球通膨連結債券基金(美元累積)」之申購手續費 3.0%及

經理費 0.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富達基金-全球通膨連結債券基金(美元累積)」，本銀行

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富達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500 元(100,000＊0.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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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聯博投信「聯博多重資產傘型基金之聯博亞太多重資產基

金-AD 類型(新台幣)(銷售合約終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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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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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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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多重資產傘型基金之聯博亞太多重資產基金-AD 類型(新台幣)(銷

售合約終止)」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6%，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

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6%。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聯博多重資產傘型基金之聯博亞太多重資產基金-AD 類

型(新台幣)(銷售合約終止)」，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聯博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600 元(100,000＊1.6%＝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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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聯博投信「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TA 類型(新台

幣)(銷售合約終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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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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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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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TA 類型(新台幣)(銷售合約終止)」之

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

費分成不多於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TA 類型(新台幣)(銷售合

約終止)」，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聯博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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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統一投信「統一強棒貨幣市場基金(銷售合約終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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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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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8%（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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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強棒貨幣市場基金(銷售合約終止)」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08%，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08%。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統一強棒貨幣市場基金(銷售合約終止)」，本銀行收取

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統一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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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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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匯豐中華投信「匯豐中國 A股匯聚基金(台幣) (銷售合約終

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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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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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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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豐中國 A 股匯聚基金(台幣) (銷售合約終止)」之申購手續費 3.0%

及經理費 1.8%，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8%。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匯豐中國 A 股匯聚基金(台幣) (銷售合約終止)」，本銀

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匯豐中華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

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800 元(100,000＊1.8%＝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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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國泰投信「國泰台灣貨幣市場基金 (銷售合約終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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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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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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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台灣貨幣市場基金 (銷售合約終止)」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

費 0.07%，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07%。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國泰台灣貨幣市場基金 (銷售合約終止)」，本銀行收取

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國泰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70 元(100,000＊0.0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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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宏利投信「宏利中國離岸債券基金-B 類型(新臺幣)(銷售合

約終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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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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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
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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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宏利中國離岸債券基金-B 類型(新臺幣)(銷售合約終止)」之申購手續

費 3.0%及經理費 1%，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 1%。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宏利中國離岸債券基金-B 類型(新臺幣)(銷售合約終

止)」，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宏利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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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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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復華投信「復華全球債券組合基金(銷售合約終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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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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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
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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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復華全球債券組合基金(銷售合約終止)」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復華全球債券組合基金(銷售合約終止)」，本銀行收取

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復華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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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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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安本環球基金「安本標準 -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 月配息 

美元 (已撤銷核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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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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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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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本標準 -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 月配息 美元 (已撤銷核備)」之申

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

分成不多於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安本標準 -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 月配息 美元 (已撤銷

核備)」，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安本環球基金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

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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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安本環球基金「安本標準 -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 累積 美

元 (已撤銷核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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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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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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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本標準 -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 累積 美元 (已撤銷核備)」之申購

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

成不多於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安本標準 -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 累積 美元 (已撤銷核

備)」，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安本環球基金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

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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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安本環球基金「安本標準 - 新興市場小型公司基金 A 累積 

美元 (已撤銷核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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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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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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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本標準 - 新興市場小型公司基金 A 累積 美元 (已撤銷核備)」之

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7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

理費分成不多於 1.7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安本標準 - 新興市場小型公司基金 A 累積 美元 (已撤

銷核備)」，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安本環球基金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

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750 元(100,000＊1.75%＝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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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安本環球基金「安本標準 - 歐元高收益債券基金 A 月配息 

歐元 (已撤銷核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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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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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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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本標準 - 歐元高收益債券基金 A 月配息 歐元 (已撤銷核備)」之

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2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

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安本標準 - 歐元高收益債券基金 A 月配息 歐元 (已撤

銷核備)」，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安本環球基金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

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0 元(100,000＊1.25%＝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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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安本環球基金「安本標準 - 新興市場股票基金 A 累積 美

元 (已撤銷核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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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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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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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本標準 - 新興市場股票基金 A 累積 美元 (已撤銷核備)」之申購

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7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

分成不多於 1.7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安本標準 - 新興市場股票基金 A 累積 美元 (已撤銷核

備)」，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安本環球基金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

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750 元(100,000＊1.75%＝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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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安本環球基金「安本標準 - 環球永續及責任投資股票基金 

A 累積 美元 (已撤銷核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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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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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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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本標準 - 環球永續及責任投資股票基金 A 累積 美元 (已撤銷核

備)」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

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安本標準 - 環球永續及責任投資股票基金 A 累積 美元 

(已撤銷核備)」，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安本環球基金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

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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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安本環球基金「安本標準 - 亞洲小型公司基金 A 累積 美

元 (已撤銷核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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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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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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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本標準 - 亞洲小型公司基金 A 累積 美元 (已撤銷核備)」之申購

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7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

分成不多於 1.7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安本標準 - 亞洲小型公司基金 A 累積 美元 (已撤銷核

備)」，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安本環球基金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

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750 元(100,000＊1.75%＝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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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安本環球基金「安本標準 - 印度股票基金 A 累積 美元 (已

撤銷核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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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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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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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本標準 - 印度股票基金 A 累積 美元 (已撤銷核備)」之申購手續

費 3.0%及經理費 1.7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

不多於 1.7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安本標準 - 印度股票基金 A 累積 美元 (已撤銷核備)」，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安本環球基金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

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750 元(100,000＊1.75%＝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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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野村投信「NN(L)歐元高股息基金 X 股對沖級別澳幣(月

配)(銷售合約終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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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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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
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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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L)歐元高股息基金 X股對沖級別澳幣(月配)(銷售合約終止)」之申

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2%，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

成不多於 2%。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NN(L)歐元高股息基金 X 股對沖級別澳幣(月配)(銷售合

約終止)」，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野村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2000 元(100,000＊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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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瑞銀投信「瑞銀 (盧森堡) 美元永續基金 K-1(銷售合約終

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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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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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9%（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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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 (盧森堡) 美元永續基金 K-1(銷售合約終止)」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19%，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 0.19%。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瑞銀 (盧森堡) 美元永續基金 K-1(銷售合約終止)」，本

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瑞銀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90 元(100,000＊0.19%＝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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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富蘭克林投顧「美盛銳思美國小型公司機會基金-A 類美元

累積 (銷售合約終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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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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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1.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最高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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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盛銳思美國小型公司機會基金-A 類美元累積 (銷售合約終止)」之

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最高 1.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

經理費分成不多於最高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美盛銳思美國小型公司機會基金-A類美元累積 (銷售合

約終止)」，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富蘭克林投顧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

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最高 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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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富蘭克林投顧「美盛西方資產美國核心增值債券基金 A類股

美元累積型(銷售合約終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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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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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1.00%（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最高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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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盛西方資產美國核心增值債券基金 A 類股美元累積型(銷售合約終

止)」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最高 1.00%，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

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最高 1.00%。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美盛西方資產美國核心增值債券基金 A 類股美元累積型

(銷售合約終止)」，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富蘭克林投顧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

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000 元(100,000＊最高 1.0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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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富蘭克林投顧「美盛西方資產美國核心增值債券基金 A類股

美元配息型(D)(銷售合約終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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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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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1.00%（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最高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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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盛西方資產美國核心增值債券基金 A 類股美元配息型(D)(銷售合約

終止)」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最高 1.00%，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

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最高 1.00%。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美盛西方資產美國核心增值債券基金 A 類股美元配息型

(D)(銷售合約終止)」，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富蘭克林投顧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

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000 元(100,000＊最高 1.0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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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富蘭克林投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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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合約終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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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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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1.00%（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最高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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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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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

合約終止)」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最高 1.00%，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

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最高 1.00%。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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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合約終止)」，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富蘭克林投顧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

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000 元(100,000＊最高 1.0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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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景順投信「景順新興市場精選股票基金(撤銷核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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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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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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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順新興市場精選股票基金(撤銷核備)」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景順新興市場精選股票基金(撤銷核備)」，本銀行收取

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景順投信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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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Jupiter「木星全球-木星動力債券基金L類美元(H)累積(撤

銷核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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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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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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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星全球-木星動力債券基金 L 類美元(H)累積(撤銷核備)」之申購手

續費 3.0%及經理費 1.2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

成不多於 1.2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木星全球-木星動力債券基金 L 類美元(H)累積(撤銷核

備)」，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Jupiter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0 元(100,000＊1.25%＝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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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Jupiter「木星全球-木星動力債券基金L類美元(H)月收(撤

銷核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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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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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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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星全球-木星動力債券基金 L 類美元(H)月收(撤銷核備)」之申購手

續費 3.0%及經理費 1.2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

成不多於 1.2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木星全球-木星動力債券基金 L 類美元(H)月收(撤銷核

備)」，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Jupiter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0 元(100,000＊1.25%＝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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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Jupiter「木星印度精選基金 L 類股 英鎊年收益(撤銷核

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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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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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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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星印度精選基金 L 類股 英鎊年收益(撤銷核備)」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7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 1.7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木星印度精選基金 L 類股 英鎊年收益(撤銷核備)」，本

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Jupiter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750 元(100,000＊1.75%＝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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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瑞銀(盧森堡)策略基金 - 收益型 - 歐元(撤銷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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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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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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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盧森堡)策略基金 - 收益型 - 歐元(撤銷核備)」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1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 1.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瑞銀(盧森堡)策略基金 - 收益型 - 歐元(撤銷核備)」，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50 元(100,000＊1.15%＝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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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瑞銀(盧森堡)策略基金 - 固定收益型 - 歐元(撤銷

核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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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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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6%（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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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盧森堡)策略基金 - 固定收益型 - 歐元(撤銷核備)」之申購手

續費 3.0%及經理費 0.86%，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

成不多於 0.86%。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瑞銀(盧森堡)策略基金 - 固定收益型 - 歐元(撤銷核

備)」，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860 元(100,000＊0.86%＝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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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瑞銀(盧森堡)策略基金 - 成長型 - 歐元(撤銷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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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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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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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盧森堡)策略基金 - 成長型 - 歐元(撤銷核備)」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44%，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 1.44%。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瑞銀(盧森堡)策略基金 - 成長型 - 歐元(撤銷核備)」，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440 元(100,000＊1.44%＝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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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瑞銀(盧森堡)全球戰略配置基金 - 美元 (已撤銷核

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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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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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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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盧森堡)全球戰略配置基金 - 美元 (已撤銷核備)」之申購手續

費 3.0%及經理費 1.63%，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

不多於 1.63%。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瑞銀(盧森堡)全球戰略配置基金 - 美元 (已撤銷核備)」，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630 元(100,000＊1.63%＝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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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瑞銀(盧森堡)全球戰略配置基金 - 歐元 (已撤銷核

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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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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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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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盧森堡)全球戰略配置基金 - 歐元 (已撤銷核備)」之申購手續

費 3.0%及經理費 1.63%，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

不多於 1.63%。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瑞銀(盧森堡)全球戰略配置基金 - 歐元 (已撤銷核備)」，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630 元(100,000＊1.63%＝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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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Aberdeen「安本環球-中國股票基金 A累積 (已撤銷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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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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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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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本環球-中國股票基金 A累積 (已撤銷核備)」之申購手續費 3.0%及

經理費 1.7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7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元於「安本環球-中國股票基金 A累積 (已撤銷核備)」，本銀行

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Aberdeen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750 元(100,000＊1.75%＝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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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M&G Securities「M&G (Lux) Optimal Income Fund A H 

USD 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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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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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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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 (Lux) Optimal Income Fund A H USD Acc」之申購手續費 3.0%及

經理費 1.2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M&G (Lux) Optimal Income Fund A H USD Acc」，本銀

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M&G Securitie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

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0 元(100,000＊1.25%＝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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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M&G Securities「M&G (Lux) Optimal Income Fund A H 

USD In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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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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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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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 (Lux) Optimal Income Fund A H USD Inc」之申購手續費 3.0%及

經理費 1.2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M&G (Lux) Optimal Income Fund A H USD Inc」，本銀

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M&G Securitie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

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0 元(100,000＊1.25%＝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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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PIMCO「PIMCO GIS Income Fund E Class USD Accu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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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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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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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MCO GIS Income Fund E Class USD Accumulation」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4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 1.4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PIMCO GIS Income Fund E Class USD Accumulation」，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PIMCO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

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450 元(100,000＊1.45%＝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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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PIMCO「PIMCO GIS Income Fund E Class EUR (Hedged) 

Accumula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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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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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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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MCO GIS Income Fund E Class EUR (Hedged) Accumulation」之申

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4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

費分成不多於 1.4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PIMCO GIS Income Fund E Class EUR (Hedged) 

Accumulation」，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PIMCO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

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450 元(100,000＊1.45%＝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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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PIMCO「PIMCO GIS Income Fund E Class USD Inco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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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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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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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MCO GIS Income Fund E Class USD Income」之申購手續費 3.0%及

經理費 1.4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4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PIMCO GIS Income Fund E Class USD Income」，本銀行

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PIMCO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

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450 元(100,000＊1.45%＝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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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Barings「Barings European Loan Fund Tranche E USD 

Accumulation Shar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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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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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
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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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Barings European Loan Fund Tranche E USD Accumulation Shares」

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

費分成不多於 1%。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 Barings European Loan Fund Tranche E USD 

Accumulation Shares」，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Baring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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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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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Barings「Barings European Loan Fund Tranche E AUD 

Accumulation Shar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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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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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
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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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Barings European Loan Fund Tranche E AUD Accumulation Shares」

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

費分成不多於 1%。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 Barings European Loan Fund Tranche E AUD 

Accumulation Shares」，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Baring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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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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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FRANKLIN TEMPLETON INVESTMENTS「Legg Mason Western 

Asset Macro Opportunities Bond Fund Class A US$ Accumulat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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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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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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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g Mason Western Asset Macro Opportunities Bond Fund Class 

A US$ Accumulating」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

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Legg Mason Western Asset Macro Opportunities Bond 

Fund Class A US$ Accumulating」，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FRANKLIN TEMPLETON INVESTMENT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

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1.5%＝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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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PIMCO「PIMCO GIS Capital Securities Fund E Class USD 

Accumula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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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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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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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MCO GIS Capital Securities Fund E Class USD Accumulation」

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69%，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

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69%。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PIMCO GIS Capital Securities Fund E Class USD 

Accumulation」，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PIMCO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

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690 元(100,000＊1.69%＝1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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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FRANKLIN TEMPLETON INVESTMENTS「Legg Mason Western 

Asset Macro Opportunities Bond Fund Class A US$ Distributing (M) Plus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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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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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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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g Mason Western Asset Macro Opportunities Bond Fund Class 

A US$ Distributing (M) Plus (e)」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5%，本銀行銷

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Legg Mason Western Asset Macro Opportunities Bond 

Fund Class A US$ Distributing (M) Plus (e)」，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FRANKLIN TEMPLETON INVESTMENT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

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1.5%＝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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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UBS (Cay) China A Opportunity-Class A (re-

open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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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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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
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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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 (Cay) China A Opportunity-Class A (re-opening)」之申購手

續費 3.0%及經理費 2%，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

多於 2%。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UBS (Cay) China A Opportunity-Class A (re-

opening)」，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2000 元(100,000＊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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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Invesco Management SA「Invesco Zodiac Funds - Invesco 

US Senior Loan H $ 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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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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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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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co Zodiac Funds - Invesco US Senior Loan H $ Acc」之申購

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8%，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

成不多於 0.8%。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Invesco Zodiac Funds - Invesco US Senior Loan H $ 

Acc」，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Invesco Management SA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

付：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800 元(100,000＊0.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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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Invesco Management SA「Invesco Zodiac Funds - Invesco 

US Senior Loan HX $ M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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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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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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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co Zodiac Funds - Invesco US Senior Loan HX $ MD」之申購

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8%，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

成不多於 0.8%。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Invesco Zodiac Funds - Invesco US Senior Loan HX 

$ MD」，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Invesco Management SA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

付：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800 元(100,000＊0.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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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Partners Group (UK) Limited「Partners Group Global 

Value SICAV R EUR 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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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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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43%（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 2.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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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ners Group Global Value SICAV R EUR Acc」之申購手續費 3.0%

及經理費 2.1143%，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2.1143%。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Partners Group Global Value SICAV R EUR Acc」，本

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Partners Group (UK) Limited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

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2114 元(100,000＊2.1143%＝

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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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Partners Group (UK) Limited「Partners Group Global 

Value SICAV R USD 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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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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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5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 2.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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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ners Group Global Value SICAV R USD Acc」之申購手續費 3.0%

及經理費 2.1354%，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2.1354%。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Partners Group Global Value SICAV R USD Acc」，本

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Partners Group (UK) Limited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

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2135 元(100,000＊2.1354%＝

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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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Invesco Management SA「Invesco Zodiac Funds - Invesco 

US Senior Loan HHX AUD Monthly Distribu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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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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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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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co Zodiac Funds - Invesco US Senior Loan HHX AUD Monthly 

Distribution」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8%，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

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8%。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Invesco Zodiac Funds - Invesco US Senior Loan HHX 

AUD Monthly Distribution」，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Invesco Management SA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

付：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800 元(100,000＊0.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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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Lux) S.A.,「Schroder 

GAIA Sirios US Equity A Accumulation US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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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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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
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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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roder GAIA Sirios US Equity A Accumulation USD」之申購手續

費 3.0%及經理費 2%，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 2%。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Schroder GAIA Sirios US Equity A Accumulation USD」，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Lux) S.A.,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

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2000 元

(100,000＊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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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Vontobel Asset Management S.A.,「Variopartner SICAV 

- MIV Global Medtech Fund P3 US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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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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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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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opartner SICAV - MIV Global Medtech Fund P3 USD」之申購手

續費 3.0%及經理費 1.4%，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

不多於 1.4%。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Variopartner SICAV - MIV Global Medtech Fund P3 

USD」，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Vontobel Asset Management S.A.,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

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400 元(100,000＊1.4%＝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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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UBS (Lux) Key Selection SICAV - European Growth 

and Income (EUR) P-8%-mdi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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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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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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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 (Lux) Key Selection SICAV - European Growth and Income 

(EUR) P-8%-mdist」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36%，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

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36%。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UBS (Lux) Key Selection SICAV - European Growth 

and Income (EUR) P-8%-mdist」，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360 元(100,000＊1.36%＝1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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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UBS (Lux) Key Selection SICAV - European Growth 

and Income (EUR) (USD hedged) P-8%-mdi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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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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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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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 (Lux) Key Selection SICAV - European Growth and Income 

(EUR) (USD hedged) P-8%-mdist」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4%，本銀行銷售

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4%。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UBS (Lux) Key Selection SICAV - European Growth 

and Income (EUR) (USD hedged) P-8%-mdist」，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400 元(100,000＊1.4%＝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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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UBS (Lux) Equity SICAV - Euro Countries Income 

Sustainable (EUR) P-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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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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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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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 (Lux) Equity SICAV - Euro Countries Income Sustainable 

(EUR) P-acc」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28%，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

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8%。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UBS (Lux) Equity SICAV - Euro Countries Income 

Sustainable (EUR) P-acc」，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80 元(100,000＊1.28%＝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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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 (Europe)「JPMorgan Funds - 

China A-Share Opportunities Fund A (acc) - US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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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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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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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Morgan Funds - China A-Share Opportunities Fund A (acc) - 

USD」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

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JPMorgan Funds - China A-Share Opportunities Fund 

A (acc) - USD」，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 (Europe)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

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
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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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AXA「AXA World Funds - Framlington Robotech A 

Capitalisation US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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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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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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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A World Funds - Framlington Robotech A Capitalisation USD」

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

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 AXA World Funds - Framlington Robotech A 

Capitalisation USD」，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AXA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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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UBS (Lux) Strategy SICAV - Systematic Allocation 

Portfolio Defensive (USD) P-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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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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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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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 (Lux) Strategy SICAV - Systematic Allocation Portfolio 

Defensive (USD) P-acc」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06%，本銀行銷售之申購

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06%。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UBS (Lux) Strategy SICAV - Systematic Allocation 

Portfolio Defensive (USD) P-acc」，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060 元(100,000＊1.06%＝1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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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UBS (Lux) Strategy SICAV - Systematic Allocation 

Portfolio Defensive (USD) P-4%-mdi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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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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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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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 (Lux) Strategy SICAV - Systematic Allocation Portfolio 

Defensive (USD) P-4%-mdist」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06%，本銀行銷售之

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06%。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UBS (Lux) Strategy SICAV - Systematic Allocation 

Portfolio Defensive (USD) P-4%-mdist」，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060 元(100,000＊1.06%＝1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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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UBS (Lux) Strategy SICAV - Systematic Allocation 

Portfolio Medium (USD) P-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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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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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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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 (Lux) Strategy SICAV - Systematic Allocation Portfolio 

Medium (USD) P-acc」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2%，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

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UBS (Lux) Strategy SICAV - Systematic Allocation 

Portfolio Medium (USD) P-acc」，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00 元(100,000＊1.2%＝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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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UBS (Lux) Strategy SICAV - Systematic Allocation 

Portfolio Medium (USD) P-4%-mdi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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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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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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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 (Lux) Strategy SICAV - Systematic Allocation Portfolio 

Medium (USD) P-4%-mdist」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2%，本銀行銷售之申購

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UBS (Lux) Strategy SICAV - Systematic Allocation 

Portfolio Medium (USD) P-4%-mdist」，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00 元(100,000＊1.2%＝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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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UBS (Lux) Strategy SICAV - Systematic Allocation 

Portfolio Medium (USD) (EUR hedged) P-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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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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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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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 (Lux) Strategy SICAV - Systematic Allocation Portfolio 

Medium (USD) (EUR hedged) P-acc」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24%，本銀行

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4%。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UBS (Lux) Strategy SICAV - Systematic Allocation 

Portfolio Medium (USD) (EUR hedged) P-acc」，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40 元(100,000＊1.24%＝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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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UBS (Lux) Strategy SICAV - Systematic Allocation 

Portfolio Dynamic (USD) P-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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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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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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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 (Lux) Strategy SICAV - Systematic Allocation Portfolio 

Dynamic (USD) P-acc」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34%，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

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34%。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UBS (Lux) Strategy SICAV - Systematic Allocation 

Portfolio Dynamic (USD) P-acc」，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340 元(100,000＊1.34%＝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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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A&Q Neutral Alpha Strategies Limited Class J - 

Series 1 (formerly UBS Neutral Alpha Strategies Lim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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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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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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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 Neutral Alpha Strategies Limited Class J - Series 1 

(formerly UBS Neutral Alpha Strategies Limit」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2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A&Q Neutral Alpha Strategies Limited Class J - 

Series 1 (formerly UBS Neutral Alpha Strategies Limit」，本銀行收取之通路

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0 元(100,000＊1.25%＝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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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UBS (Lux) Key Selection SICAV - Multi Strategy 

Alternatives (EUR) (USD hedged) P-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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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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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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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 (Lux) Key Selection SICAV - Multi Strategy Alternatives 

(EUR) (USD hedged) P-acc」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84%，本銀行銷售之申

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84%。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UBS (Lux) Key Selection SICAV - Multi Strategy 

Alternatives (EUR) (USD hedged) P-acc」，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840 元(100,000＊0.84%＝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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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UBS (Lux) Real Estate Funds Selection - Global 

(GBP hedged) P-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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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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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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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 (Lux) Real Estate Funds Selection - Global (GBP hedged) P-

acc」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6%，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

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6%。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UBS (Lux) Real Estate Funds Selection - Global 

(GBP hedged) P-acc」，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600 元(100,000＊1.6%＝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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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UBS (Lux) Real Estate Funds Selection - Global 

(USD hedged) P-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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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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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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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 (Lux) Real Estate Funds Selection - Global (USD hedged) P-

acc」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6%，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

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6%。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UBS (Lux) Real Estate Funds Selection - Global 

(USD hedged) P-acc」，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600 元(100,000＊1.6%＝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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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UBS (Lux) Real Estate Funds Selection - Global 

(USD hedged) P-di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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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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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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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 (Lux) Real Estate Funds Selection - Global (USD hedged) P-

dist」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6%，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6%。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UBS (Lux) Real Estate Funds Selection - Global 

(USD hedged) P-dist」，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600 元(100,000＊1.6%＝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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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UBS (Lux) Real Estate Funds Selection - Global 

(EUR) P-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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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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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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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 (Lux) Real Estate Funds Selection - Global (EUR) P-acc」

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6%，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

理費分成不多於 1.6%。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UBS (Lux) Real Estate Funds Selection - Global 

(EUR) P-acc」，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600 元(100,000＊1.6%＝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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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UBS (Lux) Bond SICAV - 2024 (USD) P-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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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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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3%（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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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 (Lux) Bond SICAV - 2024 (USD) P-acc」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

理費 0.63%，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63%。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UBS (Lux) Bond SICAV - 2024 (USD) P-acc」，本銀行

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630 元(100,000＊0.63%＝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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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UBS (Lux) Bond SICAV - 2024 (USD) P-qdi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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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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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3%（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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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 (Lux) Bond SICAV - 2024 (USD) P-qdist」之申購手續費 3.0%及

經理費 0.63%，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63%。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UBS (Lux) Bond SICAV - 2024 (USD) P-qdist」，本銀

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630 元(100,000＊0.63%＝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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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AXA「AXA World Funds - Framlington Digital Economy A 

Capitalisation US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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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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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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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A World Funds - Framlington Digital Economy A Capitalisation 

USD」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

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AXA World Funds - Framlington Digital Economy A 

Capitalisation USD」，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AXA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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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UBS (Lux) Strategy SICAV - Dynamic Income (USD) 

P-mdi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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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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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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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 (Lux) Strategy SICAV - Dynamic Income (USD) P-mdist」之申

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07%，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

費分成不多於 1.07%。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UBS (Lux) Strategy SICAV - Dynamic Income (USD) 

P-mdist」，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070 元(100,000＊1.07%＝1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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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Partners Group「Partners Group Global Value SICAV R-

N EUR 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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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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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4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 2.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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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ners Group Global Value SICAV R-N EUR Acc」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2.134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

多於 2.134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Partners Group Global Value SICAV R-N EUR Acc」，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Partners Group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

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2135 元(100,000＊2.1345%＝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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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Partners Group「Partners Group Global Value SICAV R-

N USD 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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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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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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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ners Group Global Value SICAV R-N USD Acc」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2.134%，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

多於 2.134%。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Partners Group Global Value SICAV R-N USD Acc」，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Partners Group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

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2134 元(100,000＊2.134%＝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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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Wellington「Wellington Multi-Sector Credit Fund USD 

UD A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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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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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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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ington Multi-Sector Credit Fund USD UD Ac」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40%，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 0.4%。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Wellington Multi-Sector Credit Fund USD UD Ac」，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Wellington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400 元(100,000＊0.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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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Wellington「Wellington Multi-Sector Credit Fund USD 

UD Q1 D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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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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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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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ington Multi-Sector Credit Fund USD UD Q1 Di」之申購手續

費 3.0%及經理費 0.40%，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

不多於 0.4%。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Wellington Multi-Sector Credit Fund USD UD Q1 Di」，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Wellington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400 元(100,000＊0.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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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Capital Group「Capital Group New Perspective Fund 

(LUX)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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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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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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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ital Group New Perspective Fund (LUX) B」之申購手續費 3.0%

及經理費 1.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Capital Group New Perspective Fund (LUX) B」，本銀

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Capital Group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

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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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Blackstone「Blackstone Real Estate Income:Trust 

iCapital Offshore Access:Fund SPC A-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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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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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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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lackstone Real Estate Income:Trust iCapital Offshore 

Access:Fund SPC A-acc」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2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

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Blackstone Real Estate Income:Trust iCapital 

Offshore Access:Fund SPC A-acc」，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Blackstone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0 元(100,000＊1.25%＝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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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Blackstone「Blackstone Real Estate Income:Trust 

iCapital Offshore Access:Fund SPC A-distribu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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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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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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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lackstone Real Estate Income:Trust iCapital Offshore 

Access:Fund SPC A-distribution」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25%，本銀行銷

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Blackstone Real Estate Income:Trust iCapital 

Offshore Access:Fund SPC A-distribution」，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Blackstone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0 元(100,000＊1.25%＝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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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UBS (Lux) Real Estate Funds Selection - Global 

(USD hedged) K-1-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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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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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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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 (Lux) Real Estate Funds Selection - Global (USD hedged) K-

1-acc」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2%，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UBS (Lux) Real Estate Funds Selection - Global 

(USD hedged) K-1-acc」，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00 元(100,000＊1.2%＝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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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UBS (Lux) Real Estate Funds Selection - Global 

(EUR) K-1-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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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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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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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 (Lux) Real Estate Funds Selection - Global (EUR) K-1-acc」

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2%，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

理費分成不多於 1.2%。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UBS (Lux) Real Estate Funds Selection - Global 

(EUR) K-1-acc」，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00 元(100,000＊1.2%＝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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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FRANKLIN TEMPLETON INVESTMENTS「Legg Mason Western 

Asset Macro Opportunities Bond Fund Class A AUD Distributing (M) (Hdg) 

Plus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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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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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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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g Mason Western Asset Macro Opportunities Bond Fund Class 

A AUD Distributing (M) (Hdg) Plus (e)」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5%，本

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Legg Mason Western Asset Macro Opportunities Bond 

Fund Class A AUD Distributing (M) (Hdg) Plus (e)」，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

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FRANKLIN TEMPLETON INVESTMENT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

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1.5%＝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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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Multi Manager Access II - Sustainable Investing 

Balanced EUR-hedged P-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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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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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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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Multi Manager Access II - Sustainable Investing Balanced EUR-

hedged P-acc」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09%，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

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09%。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Multi Manager Access II - Sustainable Investing 

Balanced EUR-hedged P-acc」，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090 元(100,000＊1.09%＝1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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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AllianceBernstein「AB - RMB Income Plus Portfolio AT 

In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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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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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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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AB - RMB Income Plus Portfolio AT Inc」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

費 1.1%，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AB - RMB Income Plus Portfolio AT Inc」，本銀行收

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AllianceBernstein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00 元(100,000＊1.1%＝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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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Multi Manager Access II - Sustainable Investing 

Balanced USD P-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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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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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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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Multi Manager Access II - Sustainable Investing Balanced USD 

P-acc」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09%，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09%。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Multi Manager Access II - Sustainable Investing 

Balanced USD P-acc」，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090 元(100,000＊1.09%＝1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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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UBS (HK) Fund Series - Credit Income Opportunity 

(USD) Class A USD-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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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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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3%（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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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 (HK) Fund Series - Credit Income Opportunity (USD) Class 

A USD-acc」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093%，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

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093%。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UBS (HK) Fund Series - Credit Income Opportunity 

(USD) Class A USD-acc」，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093 元(100,000＊1.093%＝1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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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UBS (HK) Fund Series - Credit Income Opportunity 

(USD) Class A USD-mdi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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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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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3%（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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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 (HK) Fund Series - Credit Income Opportunity (USD) Class 

A USD-mdist」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093%，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

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093%。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UBS (HK) Fund Series - Credit Income Opportunity 

(USD) Class A USD-mdist」，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093 元(100,000＊1.093%＝1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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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PIMCO「PIMCO GIS Global Investment Grade Credit Fund 

E Class USD Accumula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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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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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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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MCO GIS Global Investment Grade Credit Fund E Class USD 

Accumulation」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39%，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

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39%。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PIMCO GIS Global Investment Grade Credit Fund E 

Class USD Accumulation」，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PIMCO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

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390 元(100,000＊1.39%＝1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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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Barings「Barings European Loan Fund Tranche E USD 

Distribution Shar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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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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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
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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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Barings European Loan Fund Tranche E USD Distribution Shares」

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

費分成不多於 1%。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 Barings European Loan Fund Tranche E USD 

Distribution Shares」，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Baring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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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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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Key Alternative Platform ICAV - Long Term Themes 

Alternatives Fund USD J-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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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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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
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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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Key Alternative Platform ICAV - Long Term Themes Alternatives 

Fund USD J-acc」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

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Key Alternative Platform ICAV - Long Term Themes 

Alternatives Fund USD J-acc」，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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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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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Algebris「Algebris UCITS Funds plc - Algebris 

Financial Credit Fund WD EUR In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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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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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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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gebris UCITS Funds plc - Algebris Financial Credit Fund WD 

EUR Inc」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Algebris UCITS Funds plc - Algebris Financial 

Credit Fund WD EUR Inc」，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Algebri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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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Algebris「Algebris UCITS Funds plc - Algebris 

Financial Credit Fund WD USD In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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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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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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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gebris UCITS Funds plc - Algebris Financial Credit Fund WD 

USD Inc」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Algebris UCITS Funds plc - Algebris Financial 

Credit Fund WD USD Inc」，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Algebri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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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BlackRock「BlackRock Global Funds - Next Generation 

Technology Fund A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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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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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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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ckRock Global Funds - Next Generation Technology Fund A2」

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

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 BlackRock Global Funds - Next Generation 

Technology Fund A2」，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BlackRock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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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UBS (Lux) Equity SICAV - All China (USD) P-a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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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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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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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 (Lux) Equity SICAV - All China (USD) P-acc」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72%，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 1.72%。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UBS (Lux) Equity SICAV - All China (USD) P-acc」，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720 元(100,000＊1.72%＝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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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Man GLG「Man GLG Japan CoreAlpha Equity Class D H 

US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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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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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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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 GLG Japan CoreAlpha Equity Class D H USD」之申購手續費 3.0%

及經理費 1.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Man GLG Japan CoreAlpha Equity Class D H USD」，本

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Man GLG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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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Man GLG「Man GLG Japan CoreAlpha Equity Class D J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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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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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63%（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 1.4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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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 GLG Japan CoreAlpha Equity Class D JPY」之申購手續費 3.0%

及經理費 1.4963%，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4963%。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Man GLG Japan CoreAlpha Equity Class D JPY」，本銀

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Man GLG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496 元(100,000＊1.4963%＝1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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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BNY MELLON「BNY Mellon Global Funds PLC - BNY Mellon 

Mobility Innovation Fund USD K 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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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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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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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NY Mellon Global Funds PLC - BNY Mellon Mobility Innovation 

Fund USD K Acc」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4%，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

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4%。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BNY Mellon Global Funds PLC - BNY Mellon Mobility 

Innovation Fund USD K Acc」，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BNY MELLON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400 元(100,000＊1.4%＝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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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UBS (Lux) Equity SICAV - All China (USD) Q-a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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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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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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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 (Lux) Equity SICAV - All China (USD) Q-acc」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03%，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 1.03%。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UBS (Lux) Equity SICAV - All China (USD) Q-acc」，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030 元(100,000＊1.03%＝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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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Schroder「 Schroder GAIA Wellington Pagosa C 

Accumulation US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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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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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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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roder GAIA Wellington Pagosa C Accumulation USD」之申購手

續費 3.0%及經理費 1.2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

成不多於 1.2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Schroder GAIA Wellington Pagosa C Accumulation 

USD」，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Schroder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0 元(100,000＊1.25%＝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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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 士 銀 行 在 台 分 行 銷 售 PIMCO 「 PIMCO GIS Diversified Income Fund 

Institutional USD Inco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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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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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9%（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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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MCO GIS Diversified Income Fund Institutional USD Income」

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69%，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

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69%。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PIMCO GIS Diversified Income Fund Institutional 

USD Income」，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PIMCO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

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690 元(100,000＊0.69%＝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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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UBS (Lux) Real Estate Funds Selection - Global 

(EUR) Q-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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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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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
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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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UBS (Lux) Real Estate Funds Selection - Global (EUR) Q-acc」

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

費分成不多於 1%。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UBS (Lux) Real Estate Funds Selection - Global 

(EUR) Q-acc」，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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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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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UBS (Lux) Real Estate Funds Selection - Global 

(USD hedged) Q-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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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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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
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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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UBS (Lux) Real Estate Funds Selection - Global (USD hedged) Q-

acc」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

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UBS (Lux) Real Estate Funds Selection - Global 

(USD hedged) Q-acc」，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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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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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Fedelity「Fidelity Funds - Pacific Fund Y-US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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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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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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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delity Funds - Pacific Fund Y-USD」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8%，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8%。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Fidelity Funds - Pacific Fund Y-USD」，本銀行收取

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Fedelity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800 元(100,000＊0.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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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UBS (Lux) Equity SICAV - Long Term Themes (USD) 

Q-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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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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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2%（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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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 (Lux) Equity SICAV - Long Term Themes (USD) Q-acc」之申購

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82%，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

分成不多於 0.82%。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UBS (Lux) Equity SICAV - Long Term Themes (USD) 

Q-acc」，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820 元(100,000＊0.82%＝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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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UBS (HK) Fund Series - Credit Income Opportunity 

(USD) Class Q USD-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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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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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6%（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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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 (HK) Fund Series - Credit Income Opportunity (USD) Class 

Q USD-acc」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56%，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

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56%。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UBS (HK) Fund Series - Credit Income Opportunity 

(USD) Class Q USD-acc」，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560 元(100,000＊0.56%＝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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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UBS (HK) Fund Series - Credit Income Opportunity 

(USD) Class Q USD-mdi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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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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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6%（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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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 (HK) Fund Series - Credit Income Opportunity (USD) Class 

Q USD-mdist」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56%，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

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56%。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UBS (HK) Fund Series - Credit Income Opportunity 

(USD) Class Q USD-mdist」，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560 元(100,000＊0.56%＝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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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AllianceBernstein「AB FCP I - European Income 

Portfolio W2 USD 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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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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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9%（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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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FCP I - European Income Portfolio W2 USD H」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39%，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 0.39%。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AB FCP I - European Income Portfolio W2 USD H」，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AllianceBernstein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390 元(100,000＊0.39%＝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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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AllianceBernstein「AB FCP I - European Income 

Portfolio WT USD 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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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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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9%（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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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FCP I - European Income Portfolio WT USD H」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39%，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 0.39%。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AB FCP I - European Income Portfolio WT USD H」，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AllianceBernstein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390 元(100,000＊0.39%＝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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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PIMCO「PIMCO GIS Global Bond Fund Institutional USD 

Inco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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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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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9%（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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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MCO GIS Global Bond Fund Institutional USD Income」之申購手

續費 3.0%及經理費 0.49%，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

成不多於 0.49%。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PIMCO GIS Global Bond Fund Institutional USD 

Income」，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PIMCO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

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490 元(100,000＊0.49%＝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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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PIMCO「PIMCO GIS Global Investment Grade Credit Fund 

Institutional USD Inco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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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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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9%（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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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MCO GIS Global Investment Grade Credit Fund Institutional 

USD Income」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49%，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

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49%。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PIMCO GIS Global Investment Grade Credit Fund 

Institutional USD Income」，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PIMCO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

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490 元(100,000＊0.49%＝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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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PIMCO「PIMCO GIS Income Fund Institutional USD 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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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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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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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MCO GIS Income Fund Institutional USD Income」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5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 0.5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PIMCO GIS Income Fund Institutional USD Income」，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PIMCO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

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550 元(100,000＊0.55%＝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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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FRANKLIN TEMPLETON INVESTMENTS「Legg Mason Western 

Asset Macro Opportunities Bond Fund Class X US$ Accumulat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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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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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
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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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Legg Mason Western Asset Macro Opportunities Bond Fund Class 

X US$ Accumulating」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

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Legg Mason Western Asset Macro Opportunities Bond 

Fund Class X US$ Accumulating」，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FRANKLIN TEMPLETON INVESTMENT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

或投信)支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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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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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FRANKLIN TEMPLETON INVESTMENTS「Legg Mason Western 

Asset Macro Opportunities Bond Fund Class X US$ Distributing (M) Plus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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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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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
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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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Legg Mason Western Asset Macro Opportunities Bond Fund Class 

X US$ Distributing (M) Plus (e)」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本銀行銷售

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Legg Mason Western Asset Macro Opportunities Bond 

Fund Class X US$ Distributing (M) Plus (e)」，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FRANKLIN TEMPLETON INVESTMENT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

或投信)支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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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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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UBS (CAY) China A Opportunity Class Q Sha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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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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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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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 (CAY) China A Opportunity Class Q Shares」之申購手續費 3.0%

及經理費 1.3%，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3%。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UBS (CAY) China A Opportunity Class Q Shares」，本

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300 元(100,000＊1.3%＝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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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Schroder「Schroder International Selection Fund 

Global Convertible Bond C Accumulation US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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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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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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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roder International Selection Fund Global Convertible Bond 

C Accumulation USD」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7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

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7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Schroder International Selection Fund Global 

Convertible Bond C Accumulation USD」，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Schroder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750 元(100,000＊0.7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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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UBS (Lux) Money Market Fund - EUR  Sustainable 

Q-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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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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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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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 (Lux) Money Market Fund - EUR  Sustainable Q-acc」之申購

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12%，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

分成不多於 0.12%。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UBS (Lux) Money Market Fund - EUR  Sustainable Q-

acc」，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0 元(100,000＊0.1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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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UBS (Lux) Money Market Fund - USD  Sustainable 

Q-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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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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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9%（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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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 (Lux) Money Market Fund - USD  Sustainable Q-acc」之申購

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19%，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

分成不多於 0.19%。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UBS (Lux) Money Market Fund - USD  Sustainable Q-

acc」，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90 元(100,000＊0.19%＝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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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UBS (Lux) Emerging Economies Fund - Global Bonds 

(USD) Q-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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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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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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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 (Lux) Emerging Economies Fund - Global Bonds (USD) Q-acc」

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64%，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

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64%。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UBS (Lux) Emerging Economies Fund - Global Bonds 

(USD) Q-acc」，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640 元(100,000＊0.64%＝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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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UBS (Lux) Equity SICAV - Global Emerging Markets 

Opportunity (USD) Q-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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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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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8%（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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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 (Lux) Equity SICAV - Global Emerging Markets Opportunity 

(USD) Q-acc」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78%，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

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78%。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UBS (Lux) Equity SICAV - Global Emerging Markets 

Opportunity (USD) Q-acc」，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780 元(100,000＊0.78%＝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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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UBS (Lux) Equity Fund - Greater China (USD) Q-

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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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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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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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 (Lux) Equity Fund - Greater China (USD) Q-acc」之申購手續

費 3.0%及經理費 1.2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

不多於 1.2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UBS (Lux) Equity Fund - Greater China (USD) Q-

acc」，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0 元(100,000＊1.25%＝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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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UBS (Lux) Equity Fund - China Opportunity (USD) 

Q-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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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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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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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 (Lux) Equity Fund - China Opportunity (USD) Q-acc」之申購

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12%，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

分成不多於 1.12%。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UBS (Lux) Equity Fund - China Opportunity (USD) 

Q-acc」，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20 元(100,000＊1.12%＝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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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BlackRock「BlackRock Global Funds - US Dollar High 

Yield Bond Fund D2 US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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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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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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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ckRock Global Funds - US Dollar High Yield Bond Fund D2 

USD」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5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5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BlackRock Global Funds - US Dollar High Yield Bond 

Fund D2 USD」，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BlackRock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550 元(100,000＊0.55%＝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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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Invesco「Invesco Zodiac Funds - Invesco US Senior 

Loan G USD 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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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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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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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co Zodiac Funds - Invesco US Senior Loan G USD Acc」之申

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5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

費分成不多於 0.5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Invesco Zodiac Funds - Invesco US Senior Loan G 

USD Acc」，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Invesco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550 元(100,000＊0.55%＝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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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Invesco「Invesco Zodiac Funds - Invesco US Senior 

Loan GX USD In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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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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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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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co Zodiac Funds - Invesco US Senior Loan GX USD Inc」之

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5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

理費分成不多於 0.5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Invesco Zodiac Funds - Invesco US Senior Loan GX 

USD Inc」，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Invesco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550 元(100,000＊0.55%＝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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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JPM「JPMorgan Funds - Emerging Markets Debt Fund C 

(acc) - US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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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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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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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Morgan Funds - Emerging Markets Debt Fund C (acc) - USD」之

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

費分成不多於 0.5%。 
釋例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JPMorgan Funds - Emerging Markets Debt Fund C (acc) 

- USD」，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JPM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500 元(100,000＊0.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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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BlackRock「BlackRock Global Funds - Asian Tiger Bond 

Fund D2 US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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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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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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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ckRock Global Funds - Asian Tiger Bond Fund D2 USD」之申購

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

成不多於 0.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BlackRock Global Funds - Asian Tiger Bond Fund D2 

USD」，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BlackRock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500 元(100,000＊0.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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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JPM「JPMorgan Funds - Emerging Markets Debt Fund C 

(mth) - US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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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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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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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Morgan Funds - Emerging Markets Debt Fund C (mth) - USD」之

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

費分成不多於 0.5%。 
釋例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JPMorgan Funds - Emerging Markets Debt Fund C (mth) 

- USD」，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JPM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500 元(100,000＊0.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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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 士銀行在 台分行銷售 BlackRock「 BlackRock Global Funds - World 

Healthscience Fund D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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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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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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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ckRock Global Funds - World Healthscience Fund D2」之申購

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7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

分成不多於 0.7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BlackRock Global Funds - World Healthscience Fund 

D2」，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BlackRock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750 元(100,000＊0.7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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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Investec「Ninety One Global Strategy Fund - Global 

Franchise Fund IX Inc US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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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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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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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ety One Global Strategy Fund - Global Franchise Fund IX Inc 

USD」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7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7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Ninety One Global Strategy Fund - Global Franchise 

Fund IX Inc USD」，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Investec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750 元(100,000＊0.7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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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UBS (Lux) Strategy Fund - Balanced Sustainable 

(EUR) Q-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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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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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6%（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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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 (Lux) Strategy Fund - Balanced Sustainable (EUR) Q-acc」

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76%，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

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76%。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UBS (Lux) Strategy Fund - Balanced Sustainable 

(EUR) Q-acc」，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760 元(100,000＊0.76%＝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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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UBS (Lux) Strategy Fund - Balanced Sustainable 

(USD) Q-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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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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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6%（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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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 (Lux) Strategy Fund - Balanced Sustainable (USD) Q-acc」

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76%，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

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76%。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UBS (Lux) Strategy Fund - Balanced Sustainable 

(USD) Q-acc」，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760 元(100,000＊0.76%＝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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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UBS (Lux) Strategy Fund - Equity Sustainable 

(EUR) Q-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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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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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2%（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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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 (Lux) Strategy Fund - Equity Sustainable (EUR) Q-acc」之

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92%，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

理費分成不多於 0.92%。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UBS (Lux) Strategy Fund - Equity Sustainable (EUR) 

Q-acc」，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920 元(100,000＊0.92%＝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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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UBS (Lux) Strategy Fund - Growth Sustainable 

(EUR) Q-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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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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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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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 (Lux) Strategy Fund - Growth Sustainable (EUR) Q-acc」之

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84%，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

理費分成不多於 0.84%。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UBS (Lux) Strategy Fund - Growth Sustainable (EUR) 

Q-acc」，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840 元(100,000＊0.84%＝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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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UBS (Lux) Strategy Fund - Growth Sustainable 

(USD) Q-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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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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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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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 (Lux) Strategy Fund - Growth Sustainable (USD) Q-acc」之

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84%，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

理費分成不多於 0.84%。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UBS (Lux) Strategy Fund - Growth Sustainable (USD) 

Q-acc」，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840 元(100,000＊0.84%＝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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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UBS (Lux) Strategy Fund - Yield Sustainable (USD) 

Q-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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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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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8%（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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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 (Lux) Strategy Fund - Yield Sustainable (USD) Q-acc」之申

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68%，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

費分成不多於 0.68%。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UBS (Lux) Strategy Fund - Yield Sustainable (USD) 

Q-acc」，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680 元(100,000＊0.68%＝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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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BlackRock「BlackRock Global Funds - Euro-Markets 

Fund D2 USD Hedg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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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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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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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ckRock Global Funds - Euro-Markets Fund D2 USD Hedged」之

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7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

理費分成不多於 0.7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BlackRock Global Funds - Euro-Markets Fund D2 USD 

Hedged」，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BlackRock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750 元(100,000＊0.7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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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JPM「JPMorgan Investment Funds - Europe Strategic 

Dividend Fund C (acc) - USD (hedg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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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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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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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Morgan Investment Funds - Europe Strategic Dividend Fund C 

(acc) - USD (hedged)」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6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

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6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JPMorgan Investment Funds - Europe Strategic 

Dividend Fund C (acc) - USD (hedged)」，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JPM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650 元(100,000＊0.65%＝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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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UBS (Lux) Strategy Fund - Balanced Sustainable 

(USD) Q-mdi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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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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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6%（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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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 (Lux) Strategy Fund - Balanced Sustainable (USD) Q-mdist」

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76%，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

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76%。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UBS (Lux) Strategy Fund - Balanced Sustainable 

(USD) Q-mdist」，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760 元(100,000＊0.76%＝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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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UBS (Lux) Strategy Fund - Fixed Income 

Sustainable (USD) Q-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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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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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2%（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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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 (Lux) Strategy Fund - Fixed Income Sustainable (USD) Q-

acc」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52%，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52%。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UBS (Lux) Strategy Fund - Fixed Income Sustainable 

(USD) Q-acc」，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520 元(100,000＊0.52%＝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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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Allianz「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Fund - Allianz 

Euroland Equity Growth RT EU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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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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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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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Fund - Allianz Euroland Equity Growth 

RT EUR」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7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7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Fund - Allianz Euroland 

Equity Growth RT EUR」，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Allianz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750 元(100,000＊0.7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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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Allianz「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Fund - Allianz 

Income and Growth RT US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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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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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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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Fund - Allianz Income and Growth RT 

USD」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6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6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Fund - Allianz Income 

and Growth RT USD」，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Allianz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650 元(100,000＊0.65%＝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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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Allianz「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Fund - Allianz 

Income and Growth RM (H2-AU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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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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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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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Fund - Allianz Income and Growth RM 

(H2-AUD)」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6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

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6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Fund - Allianz Income 

and Growth RM (H2-AUD)」，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Allianz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650 元(100,000＊0.65%＝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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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Allianz「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Fund - Allianz 

Income and Growth RM US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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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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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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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Fund - Allianz Income and Growth RM 

USD」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6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6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Fund - Allianz Income 

and Growth RM USD」，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Allianz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650 元(100,000＊0.65%＝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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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Allianz「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Fund - Allianz 

Income and Growth RM (H2-EU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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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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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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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Fund - Allianz Income and Growth RM 

(H2-EUR)」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6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

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6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Fund - Allianz Income 

and Growth RM (H2-EUR)」，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Allianz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650 元(100,000＊0.65%＝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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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Robeco「Robeco Asia-Pacific Equities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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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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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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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co Asia-Pacific Equities F $」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7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7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Robeco Asia-Pacific Equities F $」，本銀行收取之通

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Robeco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

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750 元(100,000＊0.7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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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Schroder「Schroder International Selection Fund EURO 

Corporate Bond Z Accumulation USD Hedg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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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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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7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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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roder International Selection Fund EURO Corporate Bond Z 

Accumulation USD Hedged」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375%，本銀行銷售之申

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37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Schroder International Selection Fund EURO 

Corporate Bond Z Accumulation USD Hedged」，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Schroder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375 元(100,000＊0.375%＝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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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Capital Group「Capital Group New Perspective Fund 

(LUX) Z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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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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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2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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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ital Group New Perspective Fund (LUX) ZL」之申購手續費 3.0%

及經理費 0.52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52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Capital Group New Perspective Fund (LUX) ZL」，本

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Capital Group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

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525 元(100,000＊0.525%＝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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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Capital Group「Capital Group New Perspective Fund 

(LUX) ZLh-EU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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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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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2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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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ital Group New Perspective Fund (LUX) ZLh-EUR」之申購手續

費 3.0%及經理費 0.52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

不多於 0.52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Capital Group New Perspective Fund (LUX) ZLh-EUR」，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Capital Group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

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525 元(100,000＊0.525%＝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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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AllianceBernstein「AB - Select US Equity Portfolio W 

USD 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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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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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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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 Select US Equity Portfolio W USD Acc」之申購手續費 3.0%及

經理費 0.4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4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AB - Select US Equity Portfolio W USD Acc」，本銀

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AllianceBernstein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450 元(100,000＊0.45%＝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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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AXA「AXA World Funds - Framlington Digital Economy F 

Capitalisation US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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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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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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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A World Funds - Framlington Digital Economy F Capitalisation 

USD」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7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7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AXA World Funds - Framlington Digital Economy F 

Capitalisation USD」，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AXA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750 元(100,000＊0.7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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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Jupiter「Jupiter Dynamic Bond D USD HscM In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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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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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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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piter Dynamic Bond D USD HscM Inc」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Jupiter Dynamic Bond D USD HscM Inc」，本銀行收取

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Jupiter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500 元(100,000＊0.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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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Wellington「Wellington Multi-Sector Credit Fund USD 

UN A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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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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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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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ington Multi-Sector Credit Fund USD UN Ac」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4%，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 0.4%。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Wellington Multi-Sector Credit Fund USD UN Ac」，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Wellington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400 元(100,000＊0.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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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Wellington「Wellington Multi-Sector Credit Fund USD 

UN Q1 D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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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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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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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ington Multi-Sector Credit Fund USD UN Q1 Di」之申購手續

費 3.0%及經理費 0.4%，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

多於 0.4%。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Wellington Multi-Sector Credit Fund USD UN Q1 Di」，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Wellington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400 元(100,000＊0.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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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Wellington「Wellington Multi-Sector Credit Fund EUR 

UN A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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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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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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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ington Multi-Sector Credit Fund EUR UN AcH」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4%，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 0.4%。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Wellington Multi-Sector Credit Fund EUR UN AcH」，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Wellington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400 元(100,000＊0.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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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UBS (Lux) Strategy SICAV - Dynamic Income (USD) 

Q-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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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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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7%（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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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 (Lux) Strategy SICAV - Dynamic Income (USD) Q-acc」之申購

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47%，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

分成不多於 0.47%。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UBS (Lux) Strategy SICAV - Dynamic Income (USD) 

Q-acc」，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470 元(100,000＊0.47%＝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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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UBS (Lux) Strategy SICAV - Dynamic Income (USD) 

Q-mdi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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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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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7%（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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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 (Lux) Strategy SICAV - Dynamic Income (USD) Q-mdist」之申

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47%，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

費分成不多於 0.47%。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UBS (Lux) Strategy SICAV - Dynamic Income (USD) 

Q-mdist」，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470 元(100,000＊0.47%＝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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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Allianz「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Fund - Allianz 

Income and Growth RM (H2-Z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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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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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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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Fund - Allianz Income and Growth RM 

(H2-ZAR)」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6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

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6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Fund - Allianz Income 

and Growth RM (H2-ZAR)」，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Allianz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650 元(100,000＊0.65%＝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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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AXA「AXA World Funds - Framlington Digital Economy 

ZF Capitalisation EUR (Hedg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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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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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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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XA World Funds - Framlington Digital Economy ZF 

Capitalisation EUR (Hedged)」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5%，本銀行銷售之

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AXA World Funds - Framlington Digital Economy ZF 

Capitalisation EUR (Hedged)」，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AXA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500 元(100,000＊0.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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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AXA「AXA World Funds - Framlington Digital Economy 

ZF Capitalisation US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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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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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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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XA World Funds - Framlington Digital Economy ZF 

Capitalisation USD」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

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AXA World Funds - Framlington Digital Economy ZF 

Capitalisation USD」，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AXA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500 元(100,000＊0.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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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AXA「AXA World Funds - Framlington Robotech ZF 

Capitalisation US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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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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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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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A World Funds - Framlington Robotech ZF Capitalisation USD」

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

理費分成不多於 0.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AXA World Funds - Framlington Robotech ZF 

Capitalisation USD」，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AXA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500 元(100,000＊0.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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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UBS (Lux) Bond SICAV - 2024 (USD) Q-qdi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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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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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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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 (Lux) Bond SICAV - 2024 (USD) Q-qdist」之申購手續費 3.0%及

經理費 0.44%，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44%。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UBS (Lux) Bond SICAV - 2024 (USD) Q-qdist」，本銀

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440 元(100,000＊0.44%＝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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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Key Alternative Platform ICAV - Long Term Themes 

Alternatives Fund USD Q-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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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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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
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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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Key Alternative Platform ICAV - Long Term Themes Alternatives 

Fund USD Q-acc」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

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Key Alternative Platform ICAV - Long Term Themes 

Alternatives Fund USD Q-acc」，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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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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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Key Alternative Platform ICAV - Long Term Themes 

Alternatives Fund EUR-hedged Q-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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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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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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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Alternative Platform ICAV - Long Term Themes Alternatives 

Fund EUR-hedged Q-acc」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8%，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

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8%。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Key Alternative Platform ICAV - Long Term Themes 

Alternatives Fund EUR-hedged Q-acc」，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800 元(100,000＊0.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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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AllianceBernstein「AB - American Income Portfolio WT 

USD In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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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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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9%（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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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 American Income Portfolio WT USD Inc」之申購手續費 3.0%及

經理費 0.39%，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39%。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AB - American Income Portfolio WT USD Inc」，本銀

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AllianceBernstein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390 元(100,000＊0.39%＝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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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AllianceBernstein「AB - American Income Portfolio W2 

USD In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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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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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9%（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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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 American Income Portfolio W2 USD Inc」之申購手續費 3.0%及

經理費 0.39%，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39%。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AB - American Income Portfolio W2 USD Inc」，本銀

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AllianceBernstein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390 元(100,000＊0.39%＝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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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AllianceBernstein「AB - American Income Portfolio WT 

AUD H In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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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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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9%（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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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 American Income Portfolio WT AUD H Inc」之申購手續費 3.0%

及經理費 0.39%，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39%。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AB - American Income Portfolio WT AUD H Inc」，本

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AllianceBernstein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390 元(100,000＊0.39%＝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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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AllianceBernstein「AB - Global High Yield Portfolio 

W2 USD 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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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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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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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 Global High Yield Portfolio W2 USD Acc」之申購手續費 3.0%

及經理費 0.7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7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AB - Global High Yield Portfolio W2 USD Acc」，本

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AllianceBernstein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750 元(100,000＊0.7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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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Blackstone「Blackstone Real Estate Income:Trust 

iCapital Offshore Access:Fund SPC I-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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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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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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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lackstone Real Estate Income:Trust iCapital Offshore 

Access:Fund SPC I-acc」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2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

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Blackstone Real Estate Income:Trust iCapital 

Offshore Access:Fund SPC I-acc」，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Blackstone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0 元(100,000＊1.25%＝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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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Blackstone「Blackstone Real Estate Income:Trust 

iCapital Offshore Access:Fund SPC I-distribu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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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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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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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lackstone Real Estate Income:Trust iCapital Offshore 

Access:Fund SPC I-distribution」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25%，本銀行銷

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Blackstone Real Estate Income:Trust iCapital 

Offshore Access:Fund SPC I-distribution」，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Blackstone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0 元(100,000＊1.25%＝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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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AllianceBernstein「AB - Global High Yield Portfolio 

WT USD In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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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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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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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 Global High Yield Portfolio WT USD Inc」之申購手續費 3.0%

及經理費 0.7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7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AB - Global High Yield Portfolio WT USD Inc」，本

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AllianceBernstein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750 元(100,000＊0.7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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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AllianceBernstein「AB - Global High Yield Portfolio 

WT EUR Hedged In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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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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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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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 Global High Yield Portfolio WT EUR Hedged Inc」之申購手

續費 3.0%及經理費 0.7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

成不多於 0.7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AB - Global High Yield Portfolio WT EUR Hedged 

Inc」，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AllianceBernstein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750 元(100,000＊0.7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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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Multi Manager Access II - Sustainable Investing 

Balanced EUR-hedged Q-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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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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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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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 Manager Access II - Sustainable Investing Balanced EUR-

hedged Q-acc」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4%，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

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4%。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Multi Manager Access II - Sustainable Investing 

Balanced EUR-hedged Q-acc」，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400 元(100,000＊0.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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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Multi Manager Access II - Sustainable Investing 

Balanced USD Q-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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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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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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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 Manager Access II - Sustainable Investing Balanced USD 

Q-acc」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4%，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4%。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Multi Manager Access II - Sustainable Investing 

Balanced USD Q-acc」，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400 元(100,000＊0.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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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Nordea「Nordea 1 - European High Yield Bond Fund HBC 

US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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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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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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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dea 1 - European High Yield Bond Fund HBC USD」之申購手續

費 3.0%及經理費 0.6%，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

多於 0.6%。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元於「Nordea 1 - European High Yield Bond Fund HBC USD」，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Nordea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

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600 元(100,000＊0.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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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partners Group「Partners Group Global Value SICAV E-

N USD 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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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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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11%（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 1.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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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ners Group Global Value SICAV E-N USD Acc」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6111%，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

多於 1.6111%。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Partners Group Global Value SICAV E-N USD Acc」，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partners Group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

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611 元(100,000＊1.6111%＝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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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A&Q Select SPC - Opportunistic Credit SP Q-USD-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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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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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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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 Select SPC - Opportunistic Credit SP Q-USD-1」之申購手續

費 3.0%及經理費 1.2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

不多於 1.2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A&Q Select SPC - Opportunistic Credit SP Q-USD-

1」，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0 元(100,000＊1.25%＝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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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Algebris「Algebris UCITS Funds plc - Algebris 

Financial Credit Fund C EUR 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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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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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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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Algebris UCITS Funds plc - Algebris Financial Credit Fund C 

EUR Acc」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0%，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Algebris UCITS Funds plc - Algebris Financial 

Credit Fund C EUR Acc」，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Algebri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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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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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Algebris「Algebris UCITS Funds plc - Algebris 

Financial Credit Fund C USD 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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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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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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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報酬：           未收取。 
計算說明：「Algebris UCITS Funds plc - Algebris Financial Credit Fund C 

USD Acc」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1.0%，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Algebris UCITS Funds plc - Algebris Financial 

Credit Fund C USD Acc」，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Algebri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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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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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Key Alternative Platform ICAV - Diversified 

Hedge Fund USD Q-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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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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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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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Alternative Platform ICAV - Diversified Hedge Fund USD Q-

acc」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8%，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

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8%。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Key Alternative Platform ICAV - Diversified Hedge 

Fund USD Q-acc」，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800 元(100,000＊0.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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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MIV ASSET MANAGEMENT - MIV AM「Variopartner SICAV - 

MIV Global Medtech Fund I3 US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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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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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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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opartner SICAV - MIV Global Medtech Fund I3 USD」之申購手

續費 3.0%及經理費 0.8%，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

不多於 0.8%。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Variopartner SICAV - MIV Global Medtech Fund I3 

USD」，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MIV ASSET MANAGEMENT - MIV AM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

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800 元(100,000＊0.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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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PIMCO「PIMCO GIS Diversified Income Fund W Class EUR 

(Hedged) Accumula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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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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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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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MCO GIS Diversified Income Fund W Class EUR (Hedged) 

Accumulation」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5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

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5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PIMCO GIS Diversified Income Fund W Class EUR 

(Hedged) Accumulation」，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PIMCO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

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550 元(100,000＊0.55%＝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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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PIMCO「PIMCO GIS Diversified Income Fund W Class EUR 

(Hedged) Inco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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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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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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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MCO GIS Diversified Income Fund W Class EUR (Hedged) Income」

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5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

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5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PIMCO GIS Diversified Income Fund W Class EUR 

(Hedged) Income」，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PIMCO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

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550 元(100,000＊0.55%＝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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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PIMCO「PIMCO GIS Diversified Income Fund W Class USD 

Inco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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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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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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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MCO GIS Diversified Income Fund W Class USD Income」之申購

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5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

分成不多於 0.5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PIMCO GIS Diversified Income Fund W Class USD 

Income」，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PIMCO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

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550 元(100,000＊0.55%＝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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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PIMCO「PIMCO GIS Global Investment Grade Credit Fund 

W Class USD Inco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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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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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9%（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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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MCO GIS Global Investment Grade Credit Fund W Class USD 

Income」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39%，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39%。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PIMCO GIS Global Investment Grade Credit Fund W 

Class USD Income」，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PIMCO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

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390 元(100,000＊0.39%＝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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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PIMCO「PIMCO GIS Global Bond Fund W Class USD 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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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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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9%（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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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MCO GIS Global Bond Fund W Class USD Income」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39%，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 0.39%。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PIMCO GIS Global Bond Fund W Class USD Income」，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PIMCO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

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390 元(100,000＊0.39%＝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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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UBS (Lux) Equity Fund - Biotech (USD) QL-a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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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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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6%（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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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 (Lux) Equity Fund - Biotech (USD) QL-acc」之申購手續費 3.0%

及經理費 0.66%，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66%。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UBS (Lux) Equity Fund - Biotech (USD) QL-acc」，本

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660 元(100,000＊0.66%＝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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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UBS (Lux) Key Selection SICAV - European Growth 

and Income (EUR) QL-8%-mdi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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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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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2%（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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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 (Lux) Key Selection SICAV - European Growth and Income 

(EUR) QL-8%-mdist」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62%，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

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62%。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UBS (Lux) Key Selection SICAV - European Growth 

and Income (EUR) QL-8%-mdist」，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620 元(100,000＊0.62%＝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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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AllianceBernstein「AB - RMB Income Plus Portfolio IT 

In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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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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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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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 RMB Income Plus Portfolio IT Inc」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

費 0.5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5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AB - RMB Income Plus Portfolio IT Inc」，本銀行收

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AllianceBernstein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550 元(100,000＊0.55%＝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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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UBS (Lux) Bond SICAV - USD Corporates (USD) Q-

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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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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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8%（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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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 (Lux) Bond SICAV - USD Corporates (USD) Q-acc」之申購手續

費 3.0%及經理費 0.48%，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

不多於 0.48%。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UBS (Lux) Bond SICAV - USD Corporates (USD) Q-

acc」，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480 元(100,000＊0.48%＝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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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JPM「JPMorgan Funds - China Fund C (acc) - US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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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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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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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Morgan Funds - China Fund C (acc) - USD」之申購手續費 3.0%及

經理費 0.7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7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JPMorgan Funds - China Fund C (acc) - USD」，本銀

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JPM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750 元(100,000＊0.7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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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JPM「JPMorgan Funds - China A-Share Opportunities 

Fund C (acc) - US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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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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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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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Morgan Funds - China A-Share Opportunities Fund C (acc) - 

USD」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7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7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JPMorgan Funds - China A-Share Opportunities Fund 

C (acc) - USD」，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JPM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750 元(100,000＊0.7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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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BlackRock「BlackRock Global Funds - Next Generation 

Technology Fund S2 US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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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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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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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ckRock Global Funds - Next Generation Technology Fund S2 

USD」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6%，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

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6%。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 BlackRock Global Funds - Next Generation 

Technology Fund S2 USD」，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BlackRock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600 元(100,000＊0.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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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UBS (Lux) Equity SICAV - USA Growth (USD) QL-

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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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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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6%（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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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 (Lux) Equity SICAV - USA Growth (USD) QL-acc」之申購手續

費 3.0%及經理費 0.66%，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

不多於 0.66%。 
釋例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UBS (Lux) Equity SICAV - USA Growth (USD) QL-acc」，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660 元(100,000＊0.66%＝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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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JanusHenderson「Janus Henderson Horizon Global 

Technology Leaders Fund SB2 USD 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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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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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8%（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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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us Henderson Horizon Global Technology Leaders Fund SB2 USD 

Acc」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48%，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48%。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Janus Henderson Horizon Global Technology Leaders 

Fund SB2 USD Acc」，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JanusHenderson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

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480 元(100,000＊0.48%＝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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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PIMCO「PIMCO GIS Diversified Income Fund W Class USD 

Accumula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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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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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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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MCO GIS Diversified Income Fund W Class USD Accumulation」

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5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

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5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PIMCO GIS Diversified Income Fund W Class USD 

Accumulation」，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PIMCO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

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550 元(100,000＊0.55%＝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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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PIMCO「PIMCO GIS Global Investment Grade Credit Fund 

W Class USD Accumula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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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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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9%（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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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MCO GIS Global Investment Grade Credit Fund W Class USD 

Accumulation」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39%，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

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39%。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PIMCO GIS Global Investment Grade Credit Fund W 

Class USD Accumulation」，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PIMCO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

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390 元(100,000＊0.39%＝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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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Fidelity「Fidelity Funds - US High Yield Fund RY-

Acc-US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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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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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8%（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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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delity Funds - US High Yield Fund RY-Acc-USD」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48%，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 0.48%。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Fidelity Funds - US High Yield Fund RY-Acc-USD」，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Fidelity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480 元(100,000＊0.48%＝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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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AllianceBernstein「AB - Global High Yield Portfolio 

WT AUD Hedged In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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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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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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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 Global High Yield Portfolio WT AUD Hedged Inc」之申購手

續費 3.0%及經理費 0.7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

成不多於 0.7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AB - Global High Yield Portfolio WT AUD Hedged 

Inc」，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AllianceBernstein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750 元(100,000＊0.7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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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JPM「JPMorgan Funds - China Fund C (dist) - US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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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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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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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Morgan Funds - China Fund C (dist) - USD」之申購手續費 3.0%

及經理費 0.7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7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JPMorgan Funds - China Fund C (dist) - USD」，本銀

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JPM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750 元(100,000＊0.7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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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 士銀行在 台分行銷售 BlackRock「 BlackRock Global Funds - World 

Healthscience Fund D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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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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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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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ckRock Global Funds - World Healthscience Fund D2」之申購

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7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

分成不多於 0.7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BlackRock Global Funds - World Healthscience Fund 

D2」，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BlackRock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750 元(100,000＊0.7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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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Pictet「Pictet - Global Environmental Opportunities 

H1D1 US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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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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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7%（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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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tet - Global Environmental Opportunities H1D1 USD」之申購

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67%，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

分成不多於 0.67%。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Pictet - Global Environmental Opportunities H1D1 

USD」，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Pictet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

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670 元(100,000＊0.67%＝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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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Pictet「Pictet - Robotics I US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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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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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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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tet - Robotics I USD」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8%，本銀

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8%。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Pictet - Robotics I USD」，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

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Pictet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

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800 元(100,000＊0.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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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JPM「JPMorgan Investment Funds - Europe Strategic 

Dividend Fund C (mth) - USD (hedg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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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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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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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Morgan Investment Funds - Europe Strategic Dividend Fund C 

(mth) - USD (hedged)」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6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

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6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JPMorgan Investment Funds - Europe Strategic 

Dividend Fund C (mth) - USD (hedged)」，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JPM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650 元(100,000＊0.65%＝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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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GLG Partners LP - MAN GLG「Man GLG Japan CoreAlpha 

Equity Class I H US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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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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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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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 GLG Japan CoreAlpha Equity Class I H USD」之申購手續費 3.0%

及經理費 0.7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7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Man GLG Japan CoreAlpha Equity Class I H USD」，本

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GLG Partners LP - MAN GLG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

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750 元(100,000＊0.7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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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BNY Mellon Fund Management - BNY MELLON「BNY Mellon 

Global Funds PLC - BNY Mellon Mobility Innovation Fund USD E 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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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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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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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NY Mellon Global Funds PLC - BNY Mellon Mobility Innovation 

Fund USD E Acc」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4%，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

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4%。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BNY Mellon Global Funds PLC - BNY Mellon Mobility 

Innovation Fund USD E Acc」，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BNY Mellon Fund Management - BNY MELLON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

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400 元(100,000
＊0.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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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SCHRODER「Schroder International Selection Fund 

Asian Opportunities C Accumulation US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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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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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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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roder International Selection Fund Asian Opportunities C 

Accumulation USD」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7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

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7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Schroder International Selection Fund Asian 

Opportunities C Accumulation USD」，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SCHRODER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750 元(100,000＊0.7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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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Pictet「Pictet-Security I US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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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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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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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tet-Security I USD」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8%，本銀行

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8%。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Pictet-Security I USD」，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Pictet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

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800 元(100,000＊0.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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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BlackRock「BlackRock Global Funds - Systematic 

Global Equity High Income Fund D2 US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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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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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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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ckRock Global Funds - Systematic Global Equity High Income 

Fund D2 USD」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6%，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

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6%。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BlackRock Global Funds - Systematic Global Equity 

High Income Fund D2 USD」，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BlackRock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600 元(100,000＊0.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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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UBS (Lux) Bond SICAV - USD High Yield (USD) Q-

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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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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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8%（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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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 (Lux) Bond SICAV - USD High Yield (USD) Q-acc」之申購手續

費 3.0%及經理費 0.58%，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

不多於 0.58%。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UBS (Lux) Bond SICAV - USD High Yield (USD) Q-

acc」，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580 元(100,000＊0.58%＝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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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UBS (Lux) Bond Fund - Euro High Yield (EUR) (USD 

hedged) Q-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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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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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2%（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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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 (Lux) Bond Fund - Euro High Yield (EUR) (USD hedged) Q-

acc」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62%，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62%。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UBS (Lux) Bond Fund - Euro High Yield (EUR) (USD 

hedged) Q-acc」，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620 元(100,000＊0.62%＝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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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JanusHenderson「Janus Henderson Horizon Euroland 

Fund H2 HUS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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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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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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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us Henderson Horizon Euroland Fund H2 HUSD」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6%，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 0.6%。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Janus Henderson Horizon Euroland Fund H2 HUSD」，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JanusHenderson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

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600 元(100,000＊0.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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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UBS (Lux) Equity SICAV - US Total Yield 

Sustainable (USD) QL-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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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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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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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 (Lux) Equity SICAV - US Total Yield Sustainable (USD) QL-

acc」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54%，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54%。 
釋例 
台端每投資100,000元於「UBS (Lux) Equity SICAV - US Total Yield Sustainable 

(USD) QL-acc」，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540 元(100,000＊0.54%＝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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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Pictet「Pictet Family D1 US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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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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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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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tet Family D1 USD」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6%，本銀行銷

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6%。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Pictet Family D1 USD」，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Pictet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

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600 元(100,000＊0.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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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Wellington「Wellington Global Impact Fund USD D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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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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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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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ington Global Impact Fund USD D Ac」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

理費 0.6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6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Wellington Global Impact Fund USD D Ac」，本銀行收

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Wellington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650 元(100,000＊0.65%＝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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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Robeco「RobecoSAM Smart Energy Equities D US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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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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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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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coSAM Smart Energy Equities D USD」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

費 1.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RobecoSAM Smart Energy Equities D USD」，本銀行收

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Robeco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

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00 元(100,000＊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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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Wellington「Wellington Global Impact Fund USD N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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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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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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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ington Global Impact Fund USD N Ac」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

理費 0.6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6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Wellington Global Impact Fund USD N Ac」，本銀行收

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Wellington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650 元(100,000＊0.65%＝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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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Robeco「RobecoSAM Smart Energy Equities F US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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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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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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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coSAM Smart Energy Equities F USD」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

費 0.7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7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RobecoSAM Smart Energy Equities F USD」，本銀行收

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Robeco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

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750 元(100,000＊0.7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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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UBS (Lux) Strategy SICAV - Systematic Allocation 

Portfolio Defensive (USD) Q-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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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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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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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 (Lux) Strategy SICAV - Systematic Allocation Portfolio 

Defensive (USD) Q-acc」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54%，本銀行銷售之申購

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54%。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UBS (Lux) Strategy SICAV - Systematic Allocation 

Portfolio Defensive (USD) Q-acc」，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540 元(100,000＊0.54%＝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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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UBS (Lux) Strategy SICAV - Systematic Allocation 

Portfolio Medium (USD) Q-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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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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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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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 (Lux) Strategy SICAV - Systematic Allocation Portfolio 

Medium (USD) Q-acc」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6%，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

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6%。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UBS (Lux) Strategy SICAV - Systematic Allocation 

Portfolio Medium (USD) Q-acc」，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600 元(100,000＊0.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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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UBS (Lux) Strategy SICAV - Systematic Allocation 

Portfolio Dynamic (USD) Q-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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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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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6%（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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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 (Lux) Strategy SICAV - Systematic Allocation Portfolio 

Dynamic (USD) Q-acc」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66%，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

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66%。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UBS (Lux) Strategy SICAV - Systematic Allocation 

Portfolio Dynamic (USD) Q-acc」，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660 元(100,000＊0.66%＝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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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Fidelity「Fidelity Funds - US Dollar Bond Fund Y-

Acc-US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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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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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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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delity Funds - US Dollar Bond Fund Y-Acc-USD」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4%，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 0.4%。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Fidelity Funds - US Dollar Bond Fund Y-Acc-USD」，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Fidelity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400 元(100,000＊0.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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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Fidelity「Fidelity Funds - China Focus Fund Y-Acc-

US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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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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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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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delity Funds - China Focus Fund Y-Acc-USD」之申購手續費 3.0%

及經理費 0.8%，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8%。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Fidelity Funds - China Focus Fund Y-Acc-USD」，本

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Fidelity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800 元(100,000＊0.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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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JPM「JPMorgan Funds - US Aggregate Bond Fund C (acc) 

- US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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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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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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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Morgan Funds - US Aggregate Bond Fund C (acc) - USD」之申購

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4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

分成不多於 0.4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JPMorgan Funds - US Aggregate Bond Fund C (acc) - 

USD」，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JPM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450 元(100,000＊0.45%＝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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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Schroder「Schroder Asian Asset Income Fund C 

Accumulation US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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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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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2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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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roder Asian Asset Income Fund C Accumulation USD」之申購手

續費 3.0%及經理費 0.62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

成不多於 0.62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Schroder Asian Asset Income Fund C Accumulation 

USD」，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Schroder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625 元(100,000＊0.625%＝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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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Schroder「Schroder International Selection Fund EURO 

Equity K1 Accumulation USD Hedg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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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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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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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chroder International Selection Fund EURO Equity K1 

Accumulation USD Hedged」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75%，本銀行銷售之申

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7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Schroder International Selection Fund EURO Equity 

K1 Accumulation USD Hedged」，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Schroder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750 元(100,000＊0.7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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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Fidelity「Fidelity Funds - European High Yield Fund 

Y-Acc-USD Hedg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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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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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8%（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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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delity Funds - European High Yield Fund Y-Acc-USD Hedged」

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48%，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

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48%。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Fidelity Funds - European High Yield Fund Y-Acc-

USD Hedged」，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Fidelity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480 元(100,000＊0.48%＝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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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UBS (Lux) Bond Fund - Full Cycle Asian Bond 

(USD) Q-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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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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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2%（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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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 (Lux) Bond Fund - Full Cycle Asian Bond (USD) Q-acc」之申

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62%，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

費分成不多於 0.62%。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UBS (Lux) Bond Fund - Full Cycle Asian Bond (USD) 

Q-acc」，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620 元(100,000＊0.62%＝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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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JanusHenderson「Janus Henderson Horizon Pan European 

Equity Fund H2 HUS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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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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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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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us Henderson Horizon Pan European Equity Fund H2 HUSD」之

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6%，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

費分成不多於 0.6%。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Janus Henderson Horizon Pan European Equity Fund 

H2 HUSD」，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JanusHenderson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

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600 元(100,000＊0.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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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JanusHenderson「Janus Henderson Horizon Global 

Property Equities Fund H2 US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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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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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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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us Henderson Horizon Global Property Equities Fund H2 USD」

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6%，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

理費分成不多於 0.6%。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Janus Henderson Horizon Global Property Equities 

Fund H2 USD」，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JanusHenderson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

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600 元(100,000＊0.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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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UBS (Lux) Equity SICAV - Euro Countries Income 

Sustainable (EUR) (USD hedged) QL-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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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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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6%（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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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 (Lux) Equity SICAV - Euro Countries Income Sustainable 

(EUR) (USD hedged) QL-acc」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66%，本銀行銷售之

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66%。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UBS (Lux) Equity SICAV - Euro Countries Income 

Sustainable (EUR) (USD hedged) QL-acc」，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660 元(100,000＊0.66%＝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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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UBS (Lux) Key Selection SICAV - Multi Strategy 

Alternatives (EUR) (USD hedged) Q-acc (UB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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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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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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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 (Lux) Key Selection SICAV - Multi Strategy Alternatives 

(EUR) (USD hedged) Q-acc (UBF)」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44%，本銀行銷

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44%。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UBS (Lux) Key Selection SICAV - Multi Strategy 

Alternatives (EUR) (USD hedged) Q-acc (UBF)」，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440 元(100,000＊0.44%＝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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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M&G「M&G (Lux) Optimal Income J H USD 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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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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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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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 (Lux) Optimal Income J H USD Acc」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

費 0.5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5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M&G (Lux) Optimal Income J H USD Acc」，本銀行收取

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M&G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550 元(100,000＊0.55%＝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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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 士 銀 行 在 台 分 行 銷 售 PIMCO 「 PIMCO GIS Capital Securities Fund 

Institutional USD 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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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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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9%（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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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MCO GIS Capital Securities Fund Institutional USD ACC」之申

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79%，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

費分成不多於 0.79%。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PIMCO GIS Capital Securities Fund Institutional 

USD ACC」，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PIMCO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

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790 元(100,000＊0.79%＝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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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Barings「Barings European Loan Fund Tranche A USD 

Accumulation Sh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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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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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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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ings European Loan Fund Tranche A USD Accumulation Sha」之

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6%，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

費分成不多於 0.6%。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 Barings European Loan Fund Tranche A USD 

Accumulation Sha」，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Baring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600 元(100,000＊0.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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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JPM「JPMorgan Funds Asia Pacific Income Fund C ACC 

US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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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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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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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Morgan Funds Asia Pacific Income Fund C ACC USD」之申購手續

費 3.0%及經理費 0.7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

不多於 0.7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JPMorgan Funds Asia Pacific Income Fund C ACC USD」，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JPM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750 元(100,000＊0.7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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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JPM「JPMorgan Funds EmergingMarkets Small Cap Fund C 

ACC PERF US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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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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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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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Morgan Funds EmergingMarkets Small Cap Fund C ACC PERF USD」

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8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

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8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JPMorgan Funds EmergingMarkets Small Cap Fund C 

ACC PERF USD」，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JPM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850 元(100,000＊0.85%＝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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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BlackRock「BlackRock Global Funds Global Allocation 

Fund D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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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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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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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ckRock Global Funds Global Allocation Fund D2」之申購手續

費 3.0%及經理費 0.7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

不多於 0.7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BlackRock Global Funds Global Allocation Fund D2」，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BlackRock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750 元(100,000＊0.7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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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Ninetyone「Ninety One Global StrategyFund Asian 

Equity Fund IX Acc US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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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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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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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ety One Global StrategyFund Asian Equity Fund IX Acc USD」

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7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

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7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Ninety One Global StrategyFund Asian Equity Fund 

IX Acc USD」，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Ninetyone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

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750 元(100,000＊0.7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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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Fidelity「Fidelity Funds - Germany Fund Y-Acc-USD 

(hedg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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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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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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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delity Funds - Germany Fund Y-Acc-USD (hedged)」之申購手續

費 3.0%及經理費 0.8%，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

多於 0.8%。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Fidelity Funds - Germany Fund Y-Acc-USD (hedged)」，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Fidelity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800 元(100,000＊0.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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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UBS「A&Q Neutral Alpha Strategies Limited Q-US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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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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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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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 Neutral Alpha Strategies Limited Q-USD-1」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6%，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 0.6%。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A&Q Neutral Alpha Strategies Limited Q-USD-1」，本

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UBS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

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600 元(100,000＊0.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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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Schroder「Schroder International Selection Fund 

Global Convertible Bond Z Accumulation US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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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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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25%（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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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roder International Selection Fund Global Convertible Bond 

Z Accumulation USD」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625%，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

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62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Schroder International Selection Fund Global 

Convertible Bond Z Accumulation USD」，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Schroder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625 元(100,000＊0.625%＝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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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Man GLG「Man GLG Japan CoreAlpha Equity Class IXX H 

US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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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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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373%（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年率 0.5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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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 GLG Japan CoreAlpha Equity Class IXX H USD」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5373%，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

多於 0.5373%。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Man GLG Japan CoreAlpha Equity Class IXX H USD」，

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Man GLG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

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537 元(100,000＊0.537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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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 Robeco「RobecoSAM Smart Energy Equities X US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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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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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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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coSAM Smart Energy Equities X USD」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

費 0.6%，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6%。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RobecoSAM Smart Energy Equities X USD」，本銀行收

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Robeco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

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600 元(100,000＊0.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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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PIMCO GIS Euro Bond E EUR 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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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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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6%（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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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MCO GIS Euro Bond E EUR Acc」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46%，

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46%。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PIMCO GIS Euro Bond E EUR Acc」，本銀行收取之通路

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

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460 元(100,000＊0.46%＝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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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UBS O'Connor China LS Al Strat UC P-P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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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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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12b-
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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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 O'Connor China LS Al Strat UC P-PF」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

理費 2%，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2%。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UBS O'Connor China LS Al Strat UC P-PF」，本銀行收

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

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2000 元(100,000＊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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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UBS O'Connor China LS Al Strat UC Q-P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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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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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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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S O'Connor China LS Al Strat UC Q-PF」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

理費 1.4%，本銀行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4%。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UBS O'Connor China LS Al Strat UC Q-PF」，本銀行收

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

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400 元(100,000＊1.4%＝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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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銀行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士銀行在台分行銷售「PIMCO GIS Global Investment Grade Credit Fund W 

Class EUR (Hedged) Accumula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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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3.0%，其中本銀行收取不多

於 3.0%。 
2.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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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9%（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銀行收取不多於年率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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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MCO GIS Global Investment Grade Credit Fund W Class EUR 

(Hedged) Accumulation」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費 0.39%，本銀行銷售之申購

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39%。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PIMCO GIS Global Investment Grade Credit Fund W 

Class EUR (Hedged) Accumulation」，本銀行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00 元(100,000＊
3.0%=3000) 
2.  (發行上述基金之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

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390 元(100,000＊0.39%＝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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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