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瑞銀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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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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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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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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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

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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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瑞銀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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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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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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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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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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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瑞銀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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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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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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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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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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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瑞銀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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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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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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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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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

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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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瑞銀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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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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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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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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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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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瑞銀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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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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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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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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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

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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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瑞銀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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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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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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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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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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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瑞銀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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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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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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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

分成不多於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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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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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瑞銀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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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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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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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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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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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瑞銀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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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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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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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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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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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瑞銀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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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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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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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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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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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瑞銀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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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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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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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

費分成不多於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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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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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瑞銀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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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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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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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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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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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瑞銀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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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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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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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

分成不多於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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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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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瑞銀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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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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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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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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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

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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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瑞銀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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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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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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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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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

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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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瑞銀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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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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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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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

分成不多於 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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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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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瑞銀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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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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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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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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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

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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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瑞銀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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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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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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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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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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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瑞銀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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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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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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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

多於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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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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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瑞銀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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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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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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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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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

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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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瑞銀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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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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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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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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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瑞銀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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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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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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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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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

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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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瑞銀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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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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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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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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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

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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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瑞銀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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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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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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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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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

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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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瑞銀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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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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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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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

不多於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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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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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瑞銀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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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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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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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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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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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瑞銀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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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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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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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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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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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瑞銀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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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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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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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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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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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瑞銀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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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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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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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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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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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瑞銀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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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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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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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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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

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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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瑞銀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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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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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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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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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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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瑞銀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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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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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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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

理費分成不多於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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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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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瑞銀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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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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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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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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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

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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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瑞銀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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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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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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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

不多於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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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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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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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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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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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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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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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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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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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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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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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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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

不多於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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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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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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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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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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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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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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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

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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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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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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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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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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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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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

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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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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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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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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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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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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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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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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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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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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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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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

分成不多於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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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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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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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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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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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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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

不多於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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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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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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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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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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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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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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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

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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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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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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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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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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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

理費分成不多於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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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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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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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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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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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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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

費分成不多於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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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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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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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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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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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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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

不多於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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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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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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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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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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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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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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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

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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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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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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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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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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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

費分成不多於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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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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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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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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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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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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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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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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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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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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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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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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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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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

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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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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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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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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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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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

分成不多於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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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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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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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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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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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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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

不多於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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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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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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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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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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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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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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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

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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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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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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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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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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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

經理費分成不多於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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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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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貝萊德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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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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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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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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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

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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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貝萊德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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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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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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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

多於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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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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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貝萊德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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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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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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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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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

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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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貝萊德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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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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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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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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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

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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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貝萊德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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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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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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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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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

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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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貝萊德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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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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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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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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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

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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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貝萊德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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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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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1%。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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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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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

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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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貝萊德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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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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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1%。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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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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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

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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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貝萊德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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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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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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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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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

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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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貝萊德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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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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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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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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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

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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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貝萊德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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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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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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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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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

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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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貝萊德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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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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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1%。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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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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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

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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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貝萊德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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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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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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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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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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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貝萊德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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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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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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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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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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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貝萊德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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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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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1%。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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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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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

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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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貝萊德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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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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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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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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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

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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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貝萊德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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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本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9%（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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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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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

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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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貝萊德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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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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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1%。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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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

成不多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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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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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貝萊德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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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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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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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

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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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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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貝萊德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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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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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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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

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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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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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貝萊德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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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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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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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

費分成不多於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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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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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貝萊德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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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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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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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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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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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貝萊德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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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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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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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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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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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貝萊德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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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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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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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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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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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貝萊德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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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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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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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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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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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貝萊德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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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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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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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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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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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貝萊德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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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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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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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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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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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貝萊德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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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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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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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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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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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貝萊德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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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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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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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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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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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貝萊德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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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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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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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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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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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貝萊德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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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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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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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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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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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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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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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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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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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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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貝萊德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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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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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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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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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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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貝萊德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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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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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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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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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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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貝萊德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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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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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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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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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

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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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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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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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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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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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

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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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貝萊德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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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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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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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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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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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貝萊德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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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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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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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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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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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貝萊德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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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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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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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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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貝萊德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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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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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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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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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貝萊德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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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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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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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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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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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貝萊德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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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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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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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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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駿利亨德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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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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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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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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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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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駿利亨德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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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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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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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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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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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駿利亨德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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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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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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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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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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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駿利亨德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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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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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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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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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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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駿利亨德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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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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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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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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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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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駿利亨德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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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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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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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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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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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安聯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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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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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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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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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

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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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安聯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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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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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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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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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

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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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安聯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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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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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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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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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

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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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安聯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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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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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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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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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

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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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安聯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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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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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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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

不多於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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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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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安聯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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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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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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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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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

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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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安聯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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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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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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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

成不多於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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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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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安聯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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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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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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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

經理費分成不多於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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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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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安聯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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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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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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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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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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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摩根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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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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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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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

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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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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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摩根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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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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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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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

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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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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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摩根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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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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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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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

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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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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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摩根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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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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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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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

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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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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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摩根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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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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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1%。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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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

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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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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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摩根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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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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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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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

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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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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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摩根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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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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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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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

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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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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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摩根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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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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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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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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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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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摩根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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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本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9%（含經銷費（Distribution Fee、
12b-1 Fee）等），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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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

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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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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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摩根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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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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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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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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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

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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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摩根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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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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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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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

費分成不多於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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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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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摩根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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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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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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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

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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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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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摩根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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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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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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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

多於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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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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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摩根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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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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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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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

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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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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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摩根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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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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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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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

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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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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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摩根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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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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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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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

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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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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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摩根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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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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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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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

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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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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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摩根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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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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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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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

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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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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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摩根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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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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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1%。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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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

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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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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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摩根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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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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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1%。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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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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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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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摩根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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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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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1%。 

贊助或提供對銷售機

構之產品說明會及員

工教育訓練 

未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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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

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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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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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摩根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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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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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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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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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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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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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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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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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

不多於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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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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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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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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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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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

多於 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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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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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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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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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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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

多於 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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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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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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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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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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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

分成不多於 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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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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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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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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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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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

不多於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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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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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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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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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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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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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

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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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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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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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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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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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

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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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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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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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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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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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

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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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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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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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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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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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

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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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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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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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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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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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

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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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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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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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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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

分成不多於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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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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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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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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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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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

分成不多於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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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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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景順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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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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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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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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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

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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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景順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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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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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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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75%。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景順中國基金 A-年配息股 美元」，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

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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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景順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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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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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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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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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

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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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聯博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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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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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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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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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聯博-美國收益基金 A2 股美元」，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

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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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聯博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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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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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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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 股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

費 1.25~1.45%，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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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

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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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聯博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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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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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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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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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聯博-美國收益基金 AT 股美元」，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

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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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聯博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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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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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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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 股美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

費 1.25~1.45%，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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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

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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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聯博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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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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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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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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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聯博-歐洲收益基金 A2 股歐元」，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

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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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聯博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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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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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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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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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聯博-歐洲收益基金 AT 股歐元」，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

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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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聯博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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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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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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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 股歐元」之申購手續費 3.0%及經理

費 1.25~1.45%，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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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

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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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聯博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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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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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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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 股歐元避險」之申購手續費 3.0%及

經理費 1.25~1.45%，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 1.25~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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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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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聯博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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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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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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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 股歐元避險」之申購手續費 3.0%及

經理費 1.25~1.45%，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 1.25~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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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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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聯博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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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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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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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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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元於「聯博-美國收益基金 AT股歐元」，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

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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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聯博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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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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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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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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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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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

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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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聯博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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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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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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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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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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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

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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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聯博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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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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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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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 股澳幣避險」之申購手續費 3.0%及

經理費 1.25~1.45%，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 1.25~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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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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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聯博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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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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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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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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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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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

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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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聯博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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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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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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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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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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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

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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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聯博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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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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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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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 股紐幣避險」之申購手續費 3.0%及

經理費 1.25~1.45%，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 1.25~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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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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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聯博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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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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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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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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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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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

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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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聯博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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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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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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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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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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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

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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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聯博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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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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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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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 股加幣避險」之申購手續費 3.0%及

經理費 1.25~1.45%，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 1.25~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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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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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聯博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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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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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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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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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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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

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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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聯博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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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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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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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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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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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

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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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聯博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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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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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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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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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

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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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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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聯博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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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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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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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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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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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

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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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聯博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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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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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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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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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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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

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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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聯博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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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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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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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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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

分成不多於 1.25~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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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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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聯博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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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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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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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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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

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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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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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聯博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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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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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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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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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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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

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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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聯博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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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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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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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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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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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

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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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聯博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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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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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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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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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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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

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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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聯博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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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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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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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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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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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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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聯博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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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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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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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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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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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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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聯博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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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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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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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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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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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

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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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聯博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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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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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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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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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

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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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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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聯博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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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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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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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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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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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

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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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聯博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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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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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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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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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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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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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聯博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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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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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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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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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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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

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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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聯博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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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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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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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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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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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

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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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聯博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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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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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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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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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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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

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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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聯博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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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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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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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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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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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

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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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聯博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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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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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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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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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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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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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聯博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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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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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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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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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

多於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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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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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路博邁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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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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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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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

費分成不多於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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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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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百達投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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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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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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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最高 2.9%。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百達-水資源-R 美元」，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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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百達投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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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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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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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最高 2.40%。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百達-機器人科技-P 美元」，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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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百達投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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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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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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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最高 2.40%。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百達-環境機會-P美元」，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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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百達投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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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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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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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

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最高 2.4%。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百達-家族企業-P美元」，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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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百達投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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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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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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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最高 2.40%。 
釋例 
台端每投資 100,000 元於「百達-保安-P美元」，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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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安本環球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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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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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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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

分成不多於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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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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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安本環球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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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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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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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

成不多於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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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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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安本環球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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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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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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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

理費分成不多於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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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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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安本環球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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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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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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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

理費分成不多於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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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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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安本環球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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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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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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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

分成不多於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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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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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安本環球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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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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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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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

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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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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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安本環球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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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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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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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

分成不多於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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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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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安本環球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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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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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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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

不多於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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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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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野村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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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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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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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

成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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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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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瑞銀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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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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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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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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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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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富蘭克林投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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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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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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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

經理費分成不多於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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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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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富蘭克林投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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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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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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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

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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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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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富蘭克林投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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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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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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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

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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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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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富蘭克林投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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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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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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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

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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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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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景順投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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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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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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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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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

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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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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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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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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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

成不多於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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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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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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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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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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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

成不多於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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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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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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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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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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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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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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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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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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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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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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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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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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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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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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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

成不多於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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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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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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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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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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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

於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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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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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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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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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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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

不多於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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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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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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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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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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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

不多於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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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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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公告本公司擔任基金中介機構之通路報酬揭露 

 

瑞銀證券台北分公司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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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

於 3.0%。 
2. 台端支付的基金轉換/轉申購手續費為 0%。 

二、境外基金機構、總代理人或投信支付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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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收取不多於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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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3.0%、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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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所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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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自

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

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

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