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摩根多元入息成長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定義 第一條 定義  

第三十三

款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指本基

金所發行之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分為累積型新臺幣計價

受益權單位、月配息型新臺

幣計價受益權單位、累積型

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月配

息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及

月配息型人民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累積型受益權單位(含

新臺幣計價及美元計價二類

別)不分配收益，月配息型受

益權單位(含新臺幣計價、美

元計價及人民幣計價三類

別)分配收益。 

第三十三

款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指本基

金所發行之各類型受益權

單位，分為累積型新臺幣計

價受益權單位、月配息型新

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月配

息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

及月配息型人民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累積型新臺幣計

價受益權單位不分配收

益，月配息型受益權單位

(含新臺幣計價、美元計價

及人民幣計價三類別)分配

收益。 

配合新增累積

型美元計價受

益權單位，爰

修訂各類型受

益權單位之定

義。 

第三十四

款 

累積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

位：指累積型新臺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及累積型美元計價

受益權單位之總稱。 

 (新增) 配合新增累積

型美元計價受

益權單位，爰

增訂累積型各

計價類別受益

權 單 位 之 定

義。 

第三十七

款 

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指累

積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

月配息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

位及月配息型人民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之總稱。 

第三十六

款 

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指月

配息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

位及月配息型人民幣計價

受益權單位之總稱。 

配合新增累積

型美元計價受

益權單位，爰

修訂外幣計價

受益權單位之

定義。 

第三條 基金總面額 第三條 基金總面額  

第一項 本基金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

高為新臺幣參佰億元，最低

為新臺幣參億元。第一次追

加募集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

新臺幣壹佰億元，合計本基

金淨發行總面額為新臺幣肆

第一項 本基金首次淨發行總面額

最高為新臺幣參佰億元，最

低為新臺幣參億元。第一次

追加募集淨發行總面額最

高為新臺幣壹佰億元，合計

本基金淨發行總面額為新

1.配合經理公

司修正外幣核

准額度之控管

方式，修正後

係以基準受益

權單位總數控

附件三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佰億元。其中， 

(一)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新

臺幣壹佰億元，每一新臺幣

計價受益權單位面額為新臺

幣壹拾元。第一次追加募集

之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新臺

幣壹佰億元，合計本基金新

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淨發

行總面額為新臺幣貳佰億

元，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

最高為貳拾億個基準受益權

單位。 

(二) 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等

值新臺幣貳佰億元，淨發行

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貳拾

億個基準受益權單位，各外

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面額如

下： 

1.每一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

面額為美元壹拾元。 

2.每一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面額為人民幣壹拾元。 

臺幣肆佰億元。其中， 

(一)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

為新臺幣壹佰億元，每一新

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面額

為新臺幣壹拾元。第一次追

加募集之淨發行總面額最

高為新臺幣壹佰億元，合計

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之淨發行總面額為新

臺幣貳佰億元。 

(二) 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

新臺幣貳佰億元，其中包

括： 

1.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首

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等

值新臺幣壹佰億元，每一美

元計價受益權單位面額為

美元壹拾元。 

2.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

等值新臺幣壹佰億元，每一

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面

額為人民幣壹拾元。 

管，爰明訂淨

發行受益權單

位總數。 

2.修正後係以

基準受益權單

位總數控管，

爰不再細分各

該外幣幣別額

度而統一以外

幣 總 額 度 為

準，爰修正本

項各款文字。 

第二項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與基

準受益權單位之換算比率為

1:1；各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與基準受益權單位之換算比

率，以各該外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面額按本基金成立日前

一營業日或首次銷售日當日

依本契約第二十條第二項第

三款之規定所取得各該外幣

計價受益權單位之兌換匯率

換算為新臺幣後，除以基準

受益權單位面額得出，以四

第二項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一受

益權單位得換算為一基準

受益權單位。有關各類型受

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總數

詳公開說明書。 

配合本次變更

外幣核准額度

之控管方式，

變更後各類型

受益權單位換

算為基準受益

權單位之方式

非以 1:1 方式

計算，準此，

爰將「各類型

受益權單位每

一受益權單位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捨五入計算至小數點第一

位。 

得換算為一基

準 受 益 權 單

位 」 文 字 刪

除。 

另明訂外幣計

價受益權單位

與基準受益權

單位之換算比

率。 

第五項 

第三款 

召開全體受益人會議或跨類

型受益人會議時，各類型受

益憑證受益人之每受益權單

位有一表決權，進行出席數

及投票數之計算。 

第五項 

第三款 

召開全體受益人會議或跨

類型受益人會議時，各類型

受益權單位數按本條第二

項換算為基準受益權單位

數，進行出席數及投票數之

計算。 

配合第 3 條第

5 項第 2 款文

字修訂。 

第四條 受益憑證之發行 第四條 受益憑證之發行  

第二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分下列類型

發行，即累積型新臺幣計價

受益憑證、月配息型新臺幣

計價受益憑證、累積型美元

計價受益憑證、月配息型美

元計價受益憑證及月配息型

人民幣計價受益憑證。 

第二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分下列類

型發行，即累積型新臺幣計

價受益憑證、月配息型新臺

幣計價受益憑證、月配息型

美元計價受益憑證及月配

息型人民幣計價受益憑證。 

配合新增累積

型美元計價受

益權單位，爰

修訂文字。 

第五條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第五條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第二項 

第二款 

本基金成立日起，各類型受

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

價格為申購日當日該類型受

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

價值。但累積型美元計價受

益權單位首次銷售日當日之

發行價格依其面額。 

第二項 

第二款 

本基金成立日起，各類型受

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發

行價格為申購日當日該類

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

淨資產價值。 

配合本基金新

增累積型美元

計價受益權單

位，爰明訂累

積型美元計價

受益權單位首

次銷售日當日

之發行價格依

其面額。 

第二項 

第三款 

本基金成立後，部分類型受

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為零

者，該類型每受益權單位之

 (新增) 明訂部分類型

受益權單位之

淨資產價值為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發行價格，為經理公司於經

理公司網站揭露之銷售價

格。前述銷售價格係依該類

型受益權單位最近一次公告

之發行價格。 

零者，該類型

每受益權單位

之發行價格，

為經理公司於

經理公司網站

揭露之銷售價

格。 

第六項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各類型

受益權單位之特性，訂定其

受理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除

能證明申購人係於受理截止

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外，

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

之交易。受理申購申請之截

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

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

於公開說明書、相關銷售文

件或經理公司網站。申購人

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

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公

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

匯撥至基金帳戶。投資人透

過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金，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

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或證

券商。除經理公司及經理公

司所委任並以自己名義為投

資人申購基金之基金銷售機

構得收受申購價金外，其他

基金銷售機構僅得收受申購

書件，申購人應依基金銷售

機構之指示，將申購價金直

接匯撥至基金保管機構設立

之基金專戶。經理公司應以

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

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

第六項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各類

型受益權單位之特性，訂定

其受理本基金申購申請之

截止時間，除能證明申購人

係於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

申購申請者外，逾時申請應

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受

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經

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並

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

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

公司網站。申購人應於申購

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併同

申購價金交付經理公司或

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

撥至基金帳戶。投資人透過

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金，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

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或

證券商。除經理公司及經理

公司所委任並以自己名義

為投資人申購基金之基金

銷售機構得收受申購價金

外，其他基金銷售機構僅得

收受申購書件，申購人應依

基金銷售機構之指示，將申

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金保

管機構設立之基金專戶。經

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

金進入基金帳戶當日淨值

參酌開放式組

合型基金（含

投 資 境 外 基

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及配合基金募

集發行銷售及

其申購或買回

作業程序第 18

條第 5 項規

定，爰修訂文

字。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算申購單位數。申購本基金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投

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

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

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

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

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

戶者，或該等機構因依銀行

法第四十七之三條設立之金

融資訊服務事業跨行網路系

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申購款

項未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

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匯撥至

基金專戶者，亦以申購當日

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申購

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時，基金銷售機構以自己名

義為投資人申購或投資人於

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

扣繳申購外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之申購款項時，該等機構

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

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

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申購

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

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

專戶或取得該等機構提供已

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

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

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不同

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

以該買回價款實際轉入所申

購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

計價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

為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

數。但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

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

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

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

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

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

價金匯撥基金專戶者，或該

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四十

七之三條設立之金融資訊

服務事業跨行網路系統之

不可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

未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

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匯撥

至基金專戶者，亦以申購當

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申

購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時，基金銷售機構以自己名

義為投資人申購或投資人

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

帳戶扣繳申購外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之申購款項時，該

等機構已於受理申購或扣

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

前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

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

營業日經理公司確認申購

款項已匯入基金專戶或取

得該等機構提供已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

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

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受

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不同

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

以該買回價款實際轉入所

申購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單位數。基金銷售機構之款

項收付作業透過證券集中保

管事業辦理者，該事業如已

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前將申購價金指示匯

撥，且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

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確認申

購款項已匯入基金專戶，或

取得該事業提供已於受理申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前指

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

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

單位數。 

值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申

購之單位數。 

第十三條 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

與責任 

第十三條 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

與責任 

 

第九項 

第二款 

於本契約終止，清算本基金

時，依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受

益權比例分派予各該類型受

益權單位受益人其所應得之

資產。 

第九項 

第二款 

於本契約終止，清算本基金

時，依各類型受益權比例分

派予受益人其所應得之資

產。 

配合本基金新

增累積型美元

計價受益權單

位，爰修訂文

字。 

第十五項 基金保管機構及國外受託保

管機構除依法令規定、金管

會指示或本契約另有訂定

外，不得將本基金之資料訊

息及其他保管事務有關之內

容提供予他人。其董事、監

察人、經理人、業務人員及

其他受僱人員，亦不得以職

務上所知悉之消息從事有價

證券買賣之交易活動或洩露

予他人。 

第十五項 基金保管機構除依法令規

定、金管會指示或本契約另

有訂定外，不得將本基金之

資料訊息及其他保管事務

有關之內容提供予他人。其

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業

務人員及其他受僱人員，亦

不得以職務上所知悉之消

息從事有價證券買賣之交

易活動或洩露予他人。 

配合本基金投

資海外，爰修

訂文字。  

第十四條 運用本基金投資證券及從事

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之基本方

針及範圍 

第十四條 運用本基金投資證券及從

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之基

本方針及範圍 

 

第八項 

第七款 

投資於任一公司發行、保證

或背書之短期票券及有價證

第八項 

第七款 

投資於任一公司發行、保證

或背書之短期票券總金

參酌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管理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券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但

投資於基金受益憑證者，不

在此限； 

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

價值之百分之十，並不得超

過新臺幣五億元； 

辦法第 10 條

第 1項第 17款

規定，爰修訂

文字。 

第十五條 收益分配 第十五條 收益分配  

第一項 本基金累積型各計價類別受

益權單位之收益全部併入基

金資產，不予分配。 

第一項 本基金累積型新臺幣計價

受益權單位之收益全部併

入基金資產，不予分配。 

配合本基金各

類型受益權單

位之定義爰修

訂文字。 

第十七條 受益憑證之買回 第十七條 受益憑證之買回  

第一項 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九十日

後，受益人得依最新公開說

明書之規定，以書面、電子

資料或其他約定方式向經理

公司或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

構提出買回之請求。經理公

司與基金銷售機構所簽訂之

銷售契約，應載明每營業日

受理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及

對逾時申請之認定及其處理

方式，以及雙方之義務、責

任及權責歸屬。受益人得請

求買回受益憑證之全部或一

部，但買回後剩餘之累積型

新臺幣計價受益憑證所表彰

之受益權單位數不及參佰個

單位者、或月配息型新臺幣

計價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

權單位不及壹萬單位者、或

累積型美元計價受益憑證所

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不及壹

佰個單位者、或月配息型美

元計價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

益權單位數不及參佰個單位

者、或月配息型人民幣計價

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單

第一項 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九十

日後，受益人得依最新公開

說明書之規定，以書面、電

子資料或其他約定方式向

經理公司或其委任之基金

銷售機構提出買回之請

求。經理公司與基金銷售機

構所簽訂之銷售契約，應載

明每營業日受理買回申請

之截止時間及對逾時申請

之認定及其處理方式，以及

雙方之義務、責任及權責歸

屬。受益人得請求買回受益

憑證之全部或一部，但買回

後剩餘之累積型新臺幣計

價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

權單位數不及參佰個單位

者、月配息型新臺幣計價受

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單

位不及壹萬單位者、或月配

息型美元計價受益憑證所

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不及

參佰個單位者、或月配息型

人民幣計價受益憑證所表

彰之受益權單位數不及貳

仟個單位者，除經經理公司

配合本次增訂

累積型美元計

價 受 益 權 單

位，爰明訂該

受益權單位之

買回受益權單

位 之 門 檻 限

制。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位數不及貳仟個單位者，除

經經理公司同意者外，不得

請求部分買回。經理公司應

依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

之特性，訂定其受理受益憑

證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除

能證明投資人係於截止時間

前提出買回請求者，逾時申

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

易。受理買回申請之截止時

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

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

開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

經理公司網站。 

同意者外，不得請求部分買

回。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之特性，訂

定其受理受益憑證買回申

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投

資人係於截止時間前提出

買回請求者，逾時申請應視

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受理

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經理

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並應

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

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

司網站。 

第二十條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第二十條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第二項 

第二款 

第一目 

基金受益憑證、基金股份、

投資單位：上市上櫃者，以

計算日證券交易所或店頭市

場所提供之最近收盤價格為

準；持有暫停交易者，以經

理公司隸屬同一集團之評價

委員會提供之公平價格或經

理公司洽商其他獨立專業機

構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未

上市上櫃者，以計算日境外

基金經理公司公告之最新單

位淨資產價值為準；持有暫

停交易者，如暫停期間仍能

取得通知或公告淨值，以通

知或公告之淨值計算；如暫

停期間無通知或公告淨值

者，則以暫停交易前一營業

日淨值計算。 

第二項 

第二款 

第一目 

基金受益憑證、基金股份、

投資單位：上市上櫃者，以

計算日證券交易所或店頭

市場所提供之最近收盤價

格為準；未上市上櫃者，以

計算日境外基金經理公司

公告之最新單位淨資產價

值為準；持有暫停交易者，

如暫停期間仍能取得通知

或公告淨值，以通知或公告

之淨值計算；如暫停期間無

通知或公告淨值者，則以暫

停交易前一營業日淨值計

算。 

參照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資產

價 值 計 算 標

準，明訂投資

國外基金受益

憑證、基金股

份、投資單位

於 上 市 上 櫃

者，持有該標

的於暫停交易

時之資產價值

計算方式。 

第二項 

第三款 

本基金資產由外幣換算成新

臺幣，或以新臺幣換算成外

幣(含每日本基金資產價值

計算及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第二項 

第三款 

本基金資產由外幣換算成

新臺幣，或以新臺幣換算成

外幣，應以計算日路透社

(Reuters)提供之前一營業

酌修文字。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淨值換算)，應以計算日路透

社(Reuters)提供之前一營業

日外匯收盤匯率為計算依

據，如計算日當日無法取得

路透社(Reuters)外匯收盤匯

率時，則以當日彭博資訊

(Bloomberg)或其他具國際

公信力之資訊機構所提供之

前一營業日外匯收盤匯率替

代之。如均無法取得前述匯

率時，則以最近路透社

(Reuters) 或 彭 博 資 訊

(Bloomberg)之收盤匯率為

準。但基金保管機構與國外

受託保管機構間之匯款，其

匯率以實際匯款時之匯率為

準。 

日外匯收盤匯率為計算依

據，如計算日當日無法取得

路透社(Reuters)外匯收盤

匯率時，則以當日彭博資訊

(Bloomberg)或其他具國際

公信力之資訊機構所提供

之前一營業日外匯收盤匯

率替代之。如均無法取得前

述匯率時，則以最近路透社

(Reuters) 或 彭 博 資 訊

(Bloomberg)之收盤匯率為

準。但基金保管機構與國外

受託保管機構間之匯款，其

匯率以實際匯款時之匯率

為準。 

第二十一

條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

計算及公告 

第二十一

條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之計算及公告 

 

第三項 部分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

值為零者，經理公司應每營

業日於經理公司網站揭露前

一營業日該類型受益權單位

之每單位銷售價格。 

 (新增) 明訂部分受益

權單位之淨資

產 價 值 為 零

者，仍應揭露

前一營業日銷

售價格。 

第二十八

條 

受益人會議 第二十八

條 

受益人會議  

第二項 受益人自行召開受益人會

議，係指繼續持有受益憑證

一年以上，且其所表彰受益

權單位數占提出當時本基金

已發行在外受益權單位總數

百分之三以上之受益人。但

如決議事項係專屬於特定類

型受益權單位之事項者，前

述之受益人，係指繼續持有

第二項 受益人自行召開受益人會

議，係指繼續持有受益憑證

一年以上，且其所表彰基準

受益權單位數占提出當時

本基金已發行在外基準受

益權單位總數百分之三以

上之受益人。但如決議事項

係專屬於特定類型受益權

單位之事項者，前述之受益

配合第 3 條第

5 項第 3 款文

字修正。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該類型受益權單位受益憑證

一年以上，且其所表彰該類

型受益權單位數占提出當時

本基金已發行在外該類型受

益權單位總數百分之三以上

之受益人。 

人，係指繼續持有該類型受

益權單位受益憑證一年以

上，且其所表彰該類型受益

權單位數占提出當時本基

金已發行在外該類型受益

權單位總數百分之三以上

之受益人。 

第五項 受益人會議之決議，應經持

有受益權單位總數二分之一

以上受益人出席，並經出席

受益人之表決權總數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行之。但如決議

事項係有關特定類型受益權

單位之事項者，則受益人會

議僅該類型受益權單位之受

益人有權出席並行使表決

權，且受益人會議之決議，

應經持有代表已發行在外該

類型受益權單位總數二分之

一以上受益人出席，並經出

席受益人之表決權總數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行之。下列事

項不得於受益人會議以臨時

動議方式提出： 

(一) 更換經理公司或基金保

管機構； 

(二) 終止本契約。 

(三)變更本基金種類。 

第五項 受益人會議之決議，應經持

有基準受益權單位總數二

分之一以上受益人出席，並

經出席受益人之表決權總

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行

之。但如決議事項係有關特

定類型受益權單位之事項

者，則受益人會議僅該類型

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有權

出席並行使表決權，且受益

人會議之決議，應經持有代

表已發行在外該類型受益

權單位總數二分之一以上

受益人出席，並經出席受益

人之表決權總數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行之。下列事項不

得於受益人會議以臨時動

議方式提出： 

(一) 更換經理公司或基金

保管機構； 

(二) 終止本契約。 

(三) 變更本基金種類。 

配合第 3 條第

5 項第 3 款文

字修正。 

第三十一

條 

通知及公告 第三十一

條 

通知及公告  

第一項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

通知受益人之事項如下，但

專屬於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

事項，得僅通知該類型受益

權單位受益人： 

(略) 

第一項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

應通知受益人之事項如下： 

明訂專屬於各

類型受益權單

位之事項，得

僅通知該類型

受益權單位受

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