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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頁，共2頁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函

地址：22041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2段7號1

8樓

承辦人：龔奕寬

電話：02-27747110

傳真：02-87734154

受文者：保德信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葛貝特先生

）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月17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投字第110037678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所報變更經理之「PGIM保德信全球醫療生化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等6檔基金之國外投資顧問公司，並配合修正公開

說明書一案，同意備查，並請依說明事項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公司110年12月1日(110)保信字第0512號函辦理。

二、旨揭6檔基金名稱及國外投資顧問公司：

(一)「PGIM保德信全球醫療生化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國外

投資顧問公司為Jennison Associates LLC。

(二)「PGIM保德信亞太證券投資信託基金」、「PGIM保德信

全球資源證券投資信託基金」、「PGIM保德信全球消費

商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PGIM保德信拉丁美洲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與「PGIM保德信新興趨勢組合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等5檔基金之國外投資顧問公司為PGIM Quan

titative Solutions LLC。

三、請依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募集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

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25條及本會93年11月11日金管證四字

8

111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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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頁，共2頁

裝

訂

線

第0930005499號令規定，於本會備查函送達之日起3日內

，將修正後公開說明書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正本：保德信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葛貝特先生）

副本：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代表人張錫先生） 2022/01/17
17: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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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德信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 

中華民國 111年 1月 18日 

(111)保信字第 0023號 

主 旨：本公司經理之「PGIM保德信全球醫療生化證券投資信託基金」、「PGIM保德信亞太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PGIM保德信全球資源證券投資信託基金」、「PGIM保德信全球消費商機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PGIM保德信拉丁美洲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以及「PGIM保德信新興趨勢組合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以下簡稱六檔基金）之國外投資顧問公司變更，配合修訂公開說明書乙案業經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同意備查，特此公告。 

說 明： 

一、 本次修訂事項業經金管會中華民國111年1月17日金管證投字第1100376783號函同意備查。 

二、 原先六檔基金之國外投資顧問公司Prudential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Advisers, LLC（以下

簡稱PIIA）自110年12月31日起不再提供投資顧問管理服務，因此六檔基金將另與相關投資

領域之專業投資團隊簽訂海外投資顧問契約。PIIA與後續提供服務之投資顧問同屬保德信

金融集團。 

三、 修訂後之基金公開說明書查詢網站為公開資訊觀測站（https://mops.twse.com.tw）及本公司

網站（https://www.pgim.com.tw）。 

四、 六檔基金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如下： 

（一）PGIM保德信全球醫療生化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條項 修正後文字 修正前文字 說明 

【封裡】 

四、國外

投資顧問

公司 

名稱：Jennison Associates LLC 

地址：466 Lexington Avenue 

New York, NY 10017 

電話：(212) 421-1000 

網址：https://www.jennison.com/ 

名稱：保德信國際投資顧問公司 

   (Prudential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Advisers, LLC) 

地址：Gateway Center Three, 4th 

Floor, Newark, New  

Jersey 07102, U.S.A 

電話：973-802-6000 

網址：https://www.prudential.com 

更新國外投資

顧問資訊。 

【基金概況】 

肆、基金 經理公司本著為投資人創造收益 經理公司本著為投資人創造收益 更新國外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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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修正後文字 修正前文字 說明 

投資 

四、基金

委託國外

投資顧問

公司提供

投資顧問

服務之情

形 

的理念，本基金與隸屬於美國保德

信金融集團之 Jennison Associates 

LLC 簽訂海外投資顧問契約。 

Jennison 成立於 1969 年，於美國

紐約及波士頓皆設有營業據點，專

長為主動式股票投資，並以成長型

股票為投資主軸，透過自身堅實的

基本面研究選股、高度信念與紀律

投資，締造長期卓越的超額報酬表

現。Jennison 的全球客戶群包括機

構獨立帳戶和集體信託退休計劃、

非營利基金和基金會、企業、醫院

和醫療院所、工會及公共實體等。

截至 2021/09/30，Jennison 總管理

資產達 2,409億美元，員工人數共

385人，其中由投資組合經理和研

究分析師組成的專業投資團隊達

80人。更多資訊，請至 Jennison 官

網查詢。 

的理念，本基金已與美國保德信金

融集團總公司旗下之保德信國際

投 資 顧 問 公 司 (Prudential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Advisers, 

LLC)簽訂投資顧問契約。身為金

融業領導品牌的保德信金融集團

(Prudential Financial)，在亞洲、美

國、歐洲、拉丁美洲皆有營運據點，

總受託管理資產約美金 1.721 兆

(截至 2020/12/31)，全球員工人數

約 41,671 人，透過多樣化的金融

產品及服務，包括人壽保險，年金，

退休相關服務，共同基金，投資管

理和不動產服務等，保德信多元且

富有才能的員工致力於幫助個人

和機構客戶增長並保護他們的財

富。在美國，公司讓人熟知能詳的

「岩石」象徵，代表了穩健、專業、

實力堅強、以及創新的特質，並已

通過時間的考驗。需要更多資訊，

可 上 網 站 

http://www.news.prudential.com/。 

顧 問 介 紹 。

(P.15~16) 

（二）PGIM保德信亞太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條項 修正後文字 修正前文字 說明 

【封裡】 

四、國外

投資顧問

公司 

名稱：PGIM Quantitative Solutions 

LLC 

地址：Two Gateway Center, Sixth 

Floor, Newark, NJ 07102 

電話：+1 (866) 748-0643 

名稱：保德信國際投資顧問公司 

   (Prudential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Advisers, LLC) 

地址：Gateway Center Three, 4th 

Floor, Newark, New  

更新國外投資

顧問資訊。 

https://www.jennison.com/
https://www.jennis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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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修正後文字 修正前文字 說明 

網址：

https://www.pgimquantitativesolutio

ns.com/ 

Jersey 07102, U.S.A 

電話：973-802-6000 

網址：https://www.prudential.com 

【基金概況】 

肆、基金

投資 

四、基金

委託國外

投資顧問

公司提供

投資顧問

服務之情

形 

經理公司本著為投資人創造收益

的理念，本基金與隸屬於美國保德

信金融集團之 PGIM Quantitative 

Solutions LLC 簽訂海外投資顧問

契約。 

PGIM Quantitative Solutions，成立

於 1975 年，總部位於美國，於

2004 年成為 PGIM, Inc.的全資子

公司，主要專長為量化股票和多重

資產投資，堅信以基本面為基礎的

系統性投資過程，是持續增加價值

的有效方法。PGIM Quantitative 

Solutions 的全球客戶群包括企業

和公共退休計劃、非營利基金和基

金會、主權財富基金、多雇主退休

計劃以及領先金融服務企業。截至

2021/09/30 ， PGIM Quantitative 

Solutions總管理資產達 1,137億美

元，投資團隊平均投資年資約 17

年。更多資訊，請至 PGIM 

Quantitative Solutions 官網查詢。 

經理公司本著為投資人創造收益

的理念，本基金已與美國保德信金

融集團總公司旗下之保德信國際

投 資 顧 問 公 司 (Prudential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Advisers, 

LLC)簽訂投資顧問契約。身為金

融業領導品牌的保德信金融集團

(Prudential Financial)，在亞洲、美

國、歐洲、拉丁美洲皆有營運據點，

總受託管理資產約美金 1.721 兆

（截至 2020/12/31），全球員工人

數約 41,671 人，透過多樣化的金

融產品及服務，包括人壽保險，年

金，退休相關服務，共同基金，投

資管理和不動產服務等，保德信多

元且富有才能的員工致力於幫助

個人和機構客戶增長並保護他們

的財富。在美國，公司讓人熟知能

詳的「岩石」象徵，代表了穩健、

專業、實力堅強、以及創新的特質，

並已通過時間的考驗。需要更多資

訊 ， 可 上 網 站 

http://www.news.prudential.com/。 

更新國外投資

顧 問 介 紹 。

(P.15) 

（三）PGIM保德信全球資源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條項 修正後文字 修正前文字 說明 

【封裡】 

https://www.pgimquantitativesolutions.com/about-us
https://www.pgimquantitativesolutions.com/abou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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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修正後文字 修正前文字 說明 

四、國外

投資顧問

公司 

名稱：PGIM Quantitative Solutions 

LLC 

地址：Two Gateway Center, Sixth 

Floor, Newark, NJ 07102 

電話：+1 (866) 748-0643 

網址：

https://www.pgimquantitativesolutio

ns.com/ 

名稱：保德信國際投資顧問公司 

   (Prudential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Advisers, LLC) 

地址：Gateway Center Three, 4th 

Floor, Newark, New  

Jersey 07102, U.S.A 

電話：973-802-6000 

網址：https://www.prudential.com 

更新國外投資

顧問資訊。 

【基金概況】 

肆、基金

投資 

四、基金

委託國外

投資顧問

公司提供

投資顧問

服務之情

形 

經理公司本著為投資人創造收益

的理念，本基金與隸屬於美國保德

信金融集團之 PGIM Quantitative 

Solutions LLC 簽訂海外投資顧問

契約。 

PGIM Quantitative Solutions，成立

於 1975 年，總部位於美國，於

2004 年成為 PGIM, Inc.的全資子

公司，主要專長為量化股票和多重

資產投資，堅信以基本面為基礎的

系統性投資過程，是持續增加價值

的有效方法。PGIM Quantitative 

Solutions 的全球客戶群包括企業

和公共退休計劃、非營利基金和基

金會、主權財富基金、多雇主退休

計劃以及領先金融服務企業。截至

2021/09/30 ， PGIM Quantitative 

Solutions總管理資產達 1,137億美

元，投資團隊平均投資年資約 17

年。更多資訊，請至 PGIM 

Quantitative Solutions 官網查詢。 

經理公司本著為投資人創造收益

的理念，本基金已與美國保德信金

融集團總公司旗下之保德信國際

投 資 顧 問 公 司 (Prudential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Advisers, 

LLC)簽訂投資顧問契約。身為金

融業領導品牌的保德信金融集團

(Prudential Financial)，在亞洲、美

國、歐洲、拉丁美洲皆有營運據點，

總受託管理資產約美金 1.721 兆

(截至 2020/12/31)，全球員工人數

約 41,671 人，透過多樣化的金融

產品及服務，包括人壽保險，年金，

退休相關服務，共同基金，投資管

理和不動產服務等，保德信多元且

富有才能的員工致力於幫助個人

和機構客戶增長並保護他們的財

富。在美國，公司讓人熟知能詳的

「岩石」象徵，代表了穩健、專業、

實力堅強、以及創新的特質，並已

通過時間的考驗。需要更多資訊，

可 上 網 站 

更新國外投資

顧 問 介 紹 。

(P.14) 

https://www.pgimquantitativesolutions.com/about-us
https://www.pgimquantitativesolutions.com/abou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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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修正後文字 修正前文字 說明 

http://www.news.prudential.com/。 

（四）PGIM保德信全球消費商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條項 修正後文字 修正前文字 說明 

【封裡】 

四、國外

投資顧問

公司 

名稱：PGIM Quantitative Solutions 

LLC 

地址：Two Gateway Center, Sixth 

Floor, Newark, NJ 07102 

電話：+1 (866) 748-0643 

網址：

https://www.pgimquantitativesolutio

ns.com/ 

名稱：保德信國際投資顧問公司 

   (Prudential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Advisers, LLC) 

地址：Gateway Center Three, 4th 

Floor, Newark, New  

Jersey 07102, U.S.A 

電話：973-802-6000 

網址：https://www.prudential.com 

更新國外投資

顧問資訊。 

【基金概況】 

肆、基金

投資 

四、基金

委託國外

投資顧問

公司提供

投資顧問

服務之情

形 

經理公司本著為投資人創造收益

的理念，本基金與隸屬於美國保德

信金融集團之 PGIM Quantitative 

Solutions LLC 簽訂海外投資顧問

契約。 

PGIM Quantitative Solutions，成立

於 1975 年，總部位於美國，於

2004 年成為 PGIM, Inc.的全資子

公司，主要專長為量化股票和多重

資產投資，堅信以基本面為基礎的

系統性投資過程，是持續增加價值

的有效方法。PGIM Quantitative 

Solutions 的全球客戶群包括企業

和公共退休計劃、非營利基金和基

金會、主權財富基金、多雇主退休

計劃以及領先金融服務企業。截至

2021/09/30 ， PGIM Quantitative 

經理公司本著為投資人創造收益

的理念，本基金已與美國保德信金

融集團總公司旗下之保德信國際

投 資 顧 問 公 司 (Prudential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Advisers, 

LLC)簽訂投資顧問契約。身為金

融業領導品牌的保德信金融集團

(Prudential Financial)，在亞洲、美

國、歐洲、拉丁美洲皆有營運據點，

總受託管理資產約美金 1.721 兆

（截至 2020/12/31），全球員工人

數約 41,671 人，透過多樣化的金

融產品及服務，包括人壽保險，年

金，退休相關服務，共同基金，投

資管理和不動產服務等，保德信多

元且富有才能的員工致力於幫助

個人和機構客戶增長並保護他們

更新國外投資

顧 問 介 紹 。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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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修正後文字 修正前文字 說明 

Solutions總管理資產達 1,137億美

元，投資團隊平均投資年資約 17

年。更多資訊，請至 PGIM 

Quantitative Solutions 官網查詢。 

的財富。在美國，公司讓人熟知能

詳的「岩石」象徵，代表了穩健、

專業、實力堅強、以及創新的特質，

並已通過時間的考驗。需要更多資

訊 ， 可 上 網 站 

http://www.news.prudential.com/。 

（五）PGIM保德信拉丁美洲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條項 修正後文字 修正前文字 說明 

【封裡】 

四、國外

投資顧問

公司 

名稱：PGIM Quantitative Solutions 

LLC 

地址：Two Gateway Center, Sixth 

Floor, Newark, NJ 07102 

電話：+1 (866) 748-0643 

網址：

https://www.pgimquantitativesolutio

ns.com/ 

名稱：保德信國際投資顧問公司 

   (Prudential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Advisers, LLC) 

地址：Gateway Center Three, 4th 

Floor, Newark, New  

Jersey 07102, U.S.A 

電話：973-802-6000 

網址：https://www.prudential.com 

更新國外投資

顧問資訊。 

【基金概況】 

肆、基金

投資 

四、基金

委託國外

投資顧問

公司提供

投資顧問

服務之情

形 

經理公司本著為投資人創造收益

的理念，本基金與隸屬於美國保德

信金融集團之 PGIM Quantitative 

Solutions LLC 簽訂海外投資顧問

契約。 

PGIM Quantitative Solutions，成立

於 1975 年，總部位於美國，於

2004 年成為 PGIM, Inc.的全資子

公司，主要專長為量化股票和多重

資產投資，堅信以基本面為基礎的

系統性投資過程，是持續增加價值

的有效方法。PGIM Quantitative 

經理公司本著為投資人創造收益

的理念，本基金已與美國保德信金

融集團總公司旗下之保德信國際

投 資 顧 問 公 司 (Prudential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Advisers, 

LLC)簽訂投資顧問契約。身為金

融業領導品牌的保德信金融集團

(Prudential Financial)，在亞洲、美

國、歐洲、拉丁美洲皆有營運據點，

總受託管理資產約美金 1.721 兆

（截至 2020/12/31），全球員工人

數約 41,671 人，透過多樣化的金

更新國外投資

顧 問 介 紹 。

(P.14~P.15) 

https://www.pgimquantitativesolutions.com/about-us
https://www.pgimquantitativesolutions.com/abou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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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utions 的全球客戶群包括企業

和公共退休計劃、非營利基金和基

金會、主權財富基金、多雇主退休

計劃以及領先金融服務企業。截至

2021/09/30 ， PGIM Quantitative 

Solutions總管理資產達 1,137億美

元，投資團隊平均投資年資約 17

年。更多資訊，請至 PGIM 

Quantitative Solutions 官網查詢。 

融產品及服務，包括人壽保險，年

金，退休相關服務，共同基金，投

資管理和不動產服務等，保德信多

元且富有才能的員工致力於幫助

個人和機構客戶增長並保護他們

的財富。在美國，公司讓人熟知能

詳的「岩石」象徵，代表了穩健、

專業、實力堅強、以及創新的特質，

並已通過時間的考驗。需要更多資

訊 ， 可 上 網 站 

http://www.news.prudential.com/。 

（六）PGIM保德信新興趨勢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條項 修正後文字 修正前文字 說明 

【封裡】 

四、國外

投資顧問

公司 

名稱：PGIM Quantitative Solutions 

LLC 

地址：Two Gateway Center, Sixth 

Floor, Newark, NJ 07102 

電話：+1 (866) 748-0643 

網址：

https://www.pgimquantitativesolutio

ns.com/ 

名稱：保德信國際投資顧問公司 

   (Prudential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Advisers, LLC) 

地址：Gateway Center Three, 4th 

Floor, Newark, New  

Jersey 07102, U.S.A 

電話：973-802-6000 

網址：https://www.prudential.com 

更新國外投資

顧問資訊。 

【基金概況】 

肆、基金

投資 

四、基金

委託國外

投資顧問

公司提供

投資顧問

經理公司本著為投資人創造收益

的理念，本基金與隸屬於美國保德

信金融集團之 PGIM Quantitative 

Solutions LLC 簽訂海外投資顧問

契約。 

PGIM Quantitative Solutions，成立

於 1975 年，總部位於美國，於

經理公司本著為投資人創造收益

的理念，本基金已與美國保德信金

融集團總公司旗下之保德信國際

投 資 顧 問 公 司 (Prudential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Advisers, 

LLC)簽訂投資顧問契約。身為金

融業領導品牌的保德信金融集團

更新國外投資

顧 問 介 紹 。

(P.13~P.14) 

https://www.pgimquantitativesolutions.com/about-us
https://www.pgimquantitativesolutions.com/about-us


 
 

 

保德信投信獨立經營管理。保德信及其岩石商標為專有服務標誌，未經本公司事先同意前，不得使用。 

8 of 8 

條項 修正後文字 修正前文字 說明 

服務之情

形 

2004 年成為 PGIM, Inc.的全資子

公司，主要專長為量化股票和多重

資產投資，堅信以基本面為基礎的

系統性投資過程，是持續增加價值

的有效方法。PGIM Quantitative 

Solutions 的全球客戶群包括企業

和公共退休計劃、非營利基金和基

金會、主權財富基金、多雇主退休

計劃以及領先金融服務企業。截至

2021/09/30 ， PGIM Quantitative 

Solutions總管理資產達 1,137億美

元，投資團隊平均投資年資約 17

年。更多資訊，請至 PGIM 

Quantitative Solutions 官網查詢。 

(Prudential Financial)，在亞洲、美

國、歐洲、拉丁美洲皆有營運據點，

總受託管理資產約美金 1.721 兆

（截至 2020/12/31），全球員工人

數約 41,671 人，透過多樣化的金

融產品及服務，包括人壽保險，年

金，退休相關服務，共同基金，投

資管理和不動產服務等，保德信多

元且富有才能的員工致力於幫助

個人和機構客戶增長並保護他們

的財富。在美國，公司讓人熟知能

詳的「岩石」象徵，代表了穩健、

專業、實力堅強、以及創新的特質，

並已通過時間的考驗。需要更多資

訊 ， 可 上 網 站 

http://www.news.prudential.com/。 

 

註：由於保德信金融集團自2017年開始已變更品牌識別名稱為PGIM，為統一識別形象，投信系列基金名稱由「保

德信」變更為「PGIM保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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