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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歡迎您成為元大證券財富管理的貴賓客戶，為滿足高淨值客戶之投資理財及其他需求，本

公司財富管理服務提供您專業的投資理財諮詢及多元金融服務，協助實現您的投資理財規劃。 

就相關投資理財服務，惠請詳閱本客戶權益手冊(包含載於附錄與元大證券財富管理業務相

關之運用指示書)，並妥善保存本手冊，以作為日後投資理財參考。如欲進一步查詢相關資訊或

有任何疑問，歡迎洽詢您專屬的財富管理業務人員，或致電(02)2714-9887 (或 0800-037-888)，

元大證券財富管理同仁將竭誠為您提供尊崇服務。 

二、財富管理客戶權益介紹 

(一) 財富管理服務之定義 

本公司財富管理服務係就相關金融商品，提供客戶財富管理諮詢顧問及金融商品銷售

服務，暨以信託方式為客戶執行資產配置服務。 

(二) 財富管理客戶注意事項 

為保障您的權益，依據「證券商辦理財富管理業務應注意事項」及其他相關法令，請

您注意以下事宜： 

(1) 開戶審查作業 

開戶時敬請依據本公司規定，提示個人相關文件詳實填寫財富管理信託開戶相

關文件，並提供新台幣 30 萬元 (自然人客戶) 或 300 萬元以上 (法人客戶) 之資

產證明或依本公司規定辦理。本公司保留是否同意客戶開戶之權利。 

(2) 客戶投資風險分級作業 

為協助您瞭解自身投資屬性及風險承受度，請詳實回答客戶基本資料及投資風

險等級等相關問題並簽章確認，本公司將以之作為您未來投資理財規劃之用。

您的財富管理業務人員將依據您的投資屬性及風險承受等級，配合個別商品或

投資組合之風險類別，提供您適合之商品或投資組合。 

(3) 投資相關文件確認及簽署 

請您於投資個別金融商品前，詳閱交易文件、產品說明書及風險預告書等相關

文件，確認投資後，並請於指示書親簽確認。 

(4) 客戶資料之維護及更新 

為提供您正確且完整之投資理財服務，當您的基本資料變更時，煩請至本公司

或電洽客戶服務中心貴賓專線 0800-037-888，依據本公司相關程序，完成客戶資

料更新，並請配合本公司定期及不定期之客戶風險等級分級更新作業。 

(三) 財富管理客戶資料保密措施 

為維護您的權益本公司將採嚴格措施來保護您的資料，除依相關作業程序管理

外，尚運用安全的軟硬體設備進行資料的傳輸、建立防火牆機制以防止您的資料遭到

非法存取外，並依相關資料檔案執行安全維護計劃具體措施，按業務權責嚴格限制未

被授權人員接觸或使用您的資料。 

 

三、商品內容說明 

    本公司財富管理業務所提供予客戶投資之金融商品，主要係透過「特定金錢信託」、「特定

單獨管理運用有價證券信託」及「委託人指定營運範圍或方法之單獨管理運用有價證券信託(有

價證券出借業務)方式為之，亦即委託人(客戶)與受託人（本公司）簽訂「財富管理信託契約」，

由委託人交付金錢、有價證券予受託人，並以之作為信託財產，而由委託人本人或其委任之第

三人，就該信託財產之運用範圍或方法為具體運用指示(如對投資標的、投資金額、扣款方式、

期間等之指示)，並由受託人依該具體運用指示將信託財產投資於特定之金融商品或為有價證券

運用／處分。或委託人交付有價證券予受託人，並以之作為信託財產，委託人同意受託人依「台

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有價證券借貸辦法」及其相關規約章則將信託財產用於辦理有價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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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出借。 

(一) 理財規劃服務及法定可承作商品說明 

本公司財富管理業務人員所提供之理財規劃服務項目，目前將以金融商品投資規劃、

有價證券運用／出借為主。未來將視業務發展狀況，增加退休金規劃、租稅諮詢、負

債管理等總體性財務規劃業務項目。各項規劃細項涵蓋： 

 評量個人理財規劃目標、分析評估客戶的財務狀況與需求、擬定合宜理財規劃方

案、控管理財規劃等。 

 說明適合於客戶需求的各種不同投資商品，分析與管理客戶所投資商品的投資組

合。 

 綜合財富管理客戶需求與財富管理業務人員評估結果，提出理財規劃報告供財富

管理客戶作為決策參考。 

 客戶決定其理財計畫，提出相關商品需求後，說明本公司所能提供之相關金融商

品，送請客戶參考。 

 未來將依業務發展需要，依客戶特性、需求，提供結合金融商品投資之租稅規劃

服務。 

依據相關法令規範，本公司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辦理財富管理業務，客戶信託財產之

運用範圍如下： 

 銀行存款 

 政府公債、國庫券、可轉讓之銀行定期存單及商業票據 

 債券附條件交易 

 國內上市、上櫃及興櫃有價證券 

 國內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期貨信託基金 

 衍生性金融商品 

 國內期貨交易所交易之期貨商品 

 國外或涉及外匯之投資 

 其他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者 

依據相關法令規範，本公司以特定有價證券信託方式辦理財富管理業務，客戶信託財

產之運用範圍如下： 

 運用型有價證券信託 

 處分型有價證券信託 

依據相關法令規範，本公司以指定營運範圍或方法之單獨管理運用有價證券信託以下

列方式進行有價證券出借交易： 

 定價交易 

 競價交易 

 議借交易 

本公司將視財富管理客戶需要，配合相關法規修正及金融市場發展適時提供、引進或

開發合於法令規定之各式商品，以滿足客戶全方位需要，達成理財服務之即時性要求。 

(二) 金融商品介紹  

目前本公司所提供之主要財富管理金融商品謹簡介如下，相關資訊如經本公司公告或

通知更新者，以更新者為準。 

(1) 新台幣活期存款 

客戶得隨時以帳戶撥轉方式存款、取款，而保有高度流動性，又能孳生利息；結

息日及其他配置新台幣活期存款事項(包含費用，若有)，依相關銀行之規定辦理。 

(2) 外幣活期存款 

 客戶得憑約定方式，隨時以帳戶撥轉方式辦理存入或提領。 

 得配置外幣活期存款之幣別，以相關銀行所掛牌買賣之各種外幣為原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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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銀行未公告計息之幣別，其存款不計息；結息日及其他配置外幣活期存款

事項(包含費用，若有)，依相關銀行之規定辦理。 

(3) 基金 

A. 商品說明 

 共同基金係集合眾多投資人資金，由專業投資管理機構操作管理投資標

的之投資計畫。 

 投資損益按基金持有人所持有的單位數比例分攤，追求合理報酬並分散

風險。 

 境外基金係指在國外註冊之共同基金，國內基金則於台灣註冊登記。 

 A 股境外基金係指「申購時收取手續費之境外基金」；B 股境外基金係指

「遞延至贖回時收取手續費之境外基金」。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係指追蹤標的指數之變化且在各國證券交易所上

市交易之基金，其投資組合內容為一籃子指數成分標的，經由購買單一

憑證即可參與標的指數的表現，結合股票交易之便利性與共同基金風險

分散之優點。 

B. 類型 

 依註冊地：國內基金、境外基金。 

 依買賣方式：封閉式基金、開放式基金、指數股票型基金。 

 依投資標的：股票型基金、債券型基金、指數型基金、債券股票平衡式

基金、組合型基金等。 

 依投資地區：全球型基金、區域型基金、單一國家基金等。 

C. 最低申購金額 

 台幣信託：國內基金最低信託金額單筆申購為新台幣壹萬元，定期定額

新台幣參仟元；A 股境外基金最低信託金額單筆申購為新台幣伍萬元，B

股境外基金最低信託金額為新台幣壹拾萬元，A、B 股境外基金定期定額

最低信託金額均為新台幣伍仟元。如有其他規定者，從其規定。 

 外幣信託：A 股境外基金最低信託金額單筆申購為美元壹仟伍佰元，B

股境外基金最低信託金額為美元伍仟元，A、B 股境外基金定期定額最低

信託金額均為美元壹佰伍拾元，其他幣別依受託人規定辦理。如有其他

規定者，從其規定。 

 定期定額扣款日為每月 8 日、18 日或 28 日 (遇假日順延)。 

D. 基金產品投資須知及風險說明 

 本公司受託投資之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或同意生效，惟不表示絕無風險。

基金經理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基金經理公

司除盡善良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不負責基金之盈虧，亦不保證最低之

收益，客戶投資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投資人須知/風險預告書。 

 本公司受託投資之基金已備有公開說明書 (或其中譯本) 或投資人須

知，有關基金應負擔之費用（含分銷費用）及投資所涉風險已揭露於基

金之公開說明書或投資人須知中，客戶可至本公司營業處所索取或至公

開資訊觀測站 (http://newmops.tse.com.tw) 、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

(http://www.fundclear.com.tw)自行下載參閱 。 

(4) 海外債券 

A. 商品說明 

未連結股權、利率、匯率、指數、商品、信用事件或其他利益等之外國政府

相關債券、金融債券及公司債。 

B. 最低申購金額 

http://www.fundclea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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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債券發行人之產品說明書所載者為準。 

C. 風險說明 

基本風險包含利率風險、流動性風險、信用風險、匯兌風險、事件風險、國

家風險、通貨膨脹風險、發行機構行使提前買回債券權利風險、再投資風險、

交割風險、本金轉換風險及其它風險等事項。各債券之具體風險，以債券發

行人於相關產品說明書所載之風險說明文字為準。 

(5) 衍生性金融商品 

A. 商品說明 

衍生性金融商品為衍生自股權、利率、匯率、商品、信用事件或其他利益等

之合約型商品，投資目的在於隨著連結標的之漲跌獲得較佳之報酬機會。投

資人可依據個別投資風險屬性及資金運用之需求，選擇適合之產品。 

B. 類型 

衍生性金融商品之發行者為經主管機關核准經營該項交易業務之金融機

構，且信用評等須達一定標準。相關商品包含「保本型商品交易(PGN)」、「股

權連結商品交易（ELN）」及其他類型商品。 

 「保本型商品交易（Principal Guarantee Notes,簡稱 PGN）」 係由固定收

益商品再加上參與分配連結標的資產正報酬之權利所組合而成之衍生性

金融商品交易。在該項商品交易中，金融機構與交易相對人約定，金融

機構依交易條件賣出具一定保障程度之固定收益商品，並同時由交易相

對人取得於未來特定到期日以現金結算方式參與分配連結標的資產正報

酬之權利。  

 「股權連結商品交易（Equity-linked Notes,簡稱 ELN）」股權連結商品，

係由固定收益商品再加上股權標的資產選擇權所組合而成之衍生性金融

商品交易。在該項商品交易中，金融機構與交易相對人約定，金融機構

依交易條件賣出固定收益商品，並同時向交易相對人買入或賣出於未來

特定到期日以現金結算方式收取差價之股權標的資產選擇權。若股權標

的資產表現不佳，有可能導致到期本金無法 100%返還。另外，此類產品

仍有流動性風險，即提前解約有可能損及原始投資金額，因為解約價格

在商品存續的期間內是浮動的，因此解約之交易價格須俟商品賣出時才

能確定，因此提前解約無法保本保息。建議客戶應仔細評估各產品之優

劣以挑選最適合自己風險承擔能力及期望報酬的金融商品。 

C. 注意事項 

衍生性商品之發行條件 (如保本與否、收益計算及給付方式等) 不同，投資

前請詳閱各產品之產品條件內容說明。 

D. 風險告知 

衍生性商品之風險，依其發行條件而有所不同，故詳細風險內容請詳閱各產

品特約條款中之風險揭露事項。以下謹概述其共通風險： 

 基本風險：包含最低收益風險、投資人提前贖回風險、利率風險、流動

性風險、信用風險、匯兌風險、事件風險、國家風險、通貨膨脹風險及

交割風險等。   

 個別商品之風險：包含發行機構行使提前買回權之風險、再投資風險、

與連結標的連動之風險、通貨膨脹風險、本金轉換風險等。  

 投資標的為信用連結型商品者之風險：包含無法履行債務之風險、破產

風險、及重整風險等事項。  

(6) 境外結構型商品 

A. 商品說明及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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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結構型商品係指於中華民國境外發行，以固定收益商品結合連結股權、

利率、匯率、指數、商品、信用事件或其他利益等衍生性金融商品之複合式

商品，以債券方式發行，且依「境外結構型商品審查及管理規範」審查通過

者。 

B. 注意事項 

各檔境外結構型商品之發行條件 (如保本與否、收益計算及給付方式等) 不

同，投資前客戶請詳閱境外結構型商品發行人所製作之中文投資人須知、產

品說明書及其他商品文件。 

C. 風險告知 

依境外結構型商品發行人所製作中文投資人須知、產品說明書及其他相關商

品文件所示。 

(三) 有價證券運用/處分介紹 

 運用型有價證券信託：係指持有有價證券之投資人，將其持有之有價證券充分運

用，以提高其所持有有價證券之運用收益為目的者；有價證券之運用方式則依委

託人指示而定。 

 處分型有價證券信託：指委託人與受託人訂定信託契約中指定交付信託，並於信

託契約中載明處分有價證券之方式及條件後，由委託人將有價證券登記交付予受

託人，並由受託人依信託契約內容處分有價證券，於信託期間屆滿時，扣除相關

稅賦後，將處分所得交付予受益人之信託。 

(四) 有價證券出借介紹 

 委託人與本公司簽訂「委託人指定營運範圍或方法之單獨管理運用有價證券信

託」契約進行有價證券出借交易，依「台灣證券交易所有價證券借貸辦法」將委

託人交付之有價證券以定價、競價或議借方式進行出借，並將借券人支付之出借

費用、信託財產產生之股息股利，依信託契約之約定給付予受益人。 

 

四、費用收取方式說明 

    投資本公司所提供各財富管理商品之相關收費標準，及本公司獲取之報酬謹說明如下。收

費標準及報酬如有調整，以經調整者為準。 

(一) 基金 

(1) 特定金錢信託投資國內外基金相關費用說明： 

基於不同收費方式及項目，國內、外基金得發行不同種類之基金股份或受益權單

位。境外基金就其申購所收取之手續費時點而言，可分為申購時收取手續費之 A

股境外基金與遞延至贖回時收取手續費之 B 股境外基金。委託人投資國內外基

金，應負擔之費用茲表列如下，所列費用規定如有調整時，應依最新之規定辦理；

若適用特定優惠活動者，相關費用以優惠活動公告者為準。 

 

單位：新台幣元 

 收費標準 

最低費用 

境外基金  

(含指數股票型基

金；“ETF”) 

國內基金 (含國內

ETF) 

單筆 

(註 2) 
定期定額 單筆 定期定額 

(遞延)申購

手續費 

(註 1) 

依各基金公司相關手續費率收

取，費率為 0 至 5%，最低收費依

右欄說明。 

無 無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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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管理費 

(註 3) 

每年 0.2%計算，於贖回時依贖回

金額及持有天數扣收。最低收費

依右欄說明。 

500 200 200 100 

轉換手續費 

(註 4) 

基金轉換時，受託人將收取右欄

之轉換手續費，加計轉換前基金

與轉換後基金申購手續費之差額

(若有)。 

 50 元(國內基金) 

500 元(境外基金) 

贖回手續費 

(註 5) 

單筆投資/定時定額投資受託人

不收贖回手續費。 

屬 ETF 者收取贖回

金額百分之 1.5 之贖

回手續費。 

 

直接在集中市場交易

ETF，買進手續費為千

分之 1.425，賣出的費

用除了千分之 1.425 手

續費，加千分之 1 的交

易稅。 

註 1：國內基金及 A 股境外基金於申購時一次由委託人給付予受託人，費用為信

託本金乘以適用費率；B 股境外基金於贖回時給付，費用為市價與信託本

金孰低者乘以適用費率。 

B 股境外基金申購時暫不需繳納申購手續費，但贖回時基金公司將收取遞

延申購手續費，並自贖回總額中逕行扣除。 

註 2：單筆申購境外基金所涉匯款至基金發行機構帳戶之匯款作業處理費，每筆

收費 0~3 美元，於申購時一次由委託人給付予受託人。 

註 3：如受託人另有規定，相關費用得依適用匯率以等值外幣支付。 

註 4：於每次基金轉換時由委託人另行一次支付予受託人；如受託人另有規定，

前開費用得依適用匯率以等值外幣支付。另基金轉換時，基金公司或將另

依相關商品文件，內扣或外收轉換費用。 

註 5：於贖回基金時由委託人一次給付予受託人，如受託人另有規定，得依適用

匯率以等值外幣支付。 

(2) 以特定金錢信託投資國內外基金相關信託報酬說明： 

受託人受託配置委託人信託資金於國內及境外基金，所收取之信託報酬如下。 

A. 手續費及信託管理費： 

本權益手冊四、(一). (1) 「特定金錢信託投資國內外基金相關費用說明」項

下，由委託人支付予受託人之費用，為受託人之信託報酬。 

B. 申購時之通路服務費 (通路服務費並非屬於委託人應支付予受託人的費

用，而屬於交易相對人 (如基金公司) 應支付予受託人的報酬) 

 服務費標準：國內基金、A 股及 B 股境外基金之年費率為 0%至 0.5%。 

 計算方式：以信託本金乘以費率計算之。  

 支付時間及方式：由基金公司或其他交易相對人給付予受託人，於申購

時一次給付；此服務費如係已內含於基金公開說明書所載之相關費用

中，則將由基金公司逕自各基金之每日淨資產價值中扣除。 

C. 持有期間之通路服務費 (通路服務費並非屬於委託人應支付予受託人的費

用，而屬於交易相對人 (如基金公司) 應支付予受託人的報酬) 

 服務費標準：國內基金、A 股及 B 股境外基金之年費率為 0%至 1%。 

 計算方式：以受託人之基金淨資產價值乘上費率計算之。  

 支付時間及方式：由基金公司或其他交易相對人給付予受託人，支付方

式依各基金公司而有所不同，可能採月、季、半年、年度支付方式為之；

此服務費如係已包含於基金公開說明書所規定之費用，將由基金公司逕

自各基金之每日淨資產價值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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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項目：依各基金公司製作之公開說明書、投資人須知及其他商品文件，暨受

託人規定辦理。 

(4) 投資作業相關說明： 

A. 定期定額基金規定：(定期定額每月扣款日期可選 8 日、18 日或 28 日。為確

保申購成功，請務必於指定之每月扣款日之前一個營業日，維持約定扣款帳戶

中有足夠金額。) 

(一)定時定額扣款投資國內及境外基金，若因約定之扣款銀行帳戶存款金額不

足致扣款失敗，除委託人終止定時定額扣款約定者外，受託人將於約定扣款

日續行扣款。 

(二)申請定時定額投資或變更原定時定額約定者，將於本公司接受申請後生

效；若該生效日大於(含)當月扣款日者，將於次一月份開始扣款。 

(三)定期定額方式信託投資者，部份轉換(轉申購)其它投資標的後之每期扣款

投資標的，仍為轉換前之原始投資標的。 

(四)定期定額方式信託投資者若欲變更扣款投資標的，請另行申請新約辦理；

若欲終止扣款原始投資標的，請以異動申請變更原定時定額約定。 

B. 當營業日基金申購及淨值計算： 

(一)國內基金︰ 於每營業日交易時間上午 9 點至下午 3 點申請者，為當營業

日之交易；所申購基金之淨值計價基準日係依各基金公司公告者為準。 

(二)境外基金︰ 於每營業日交易時間上午 9 點至下午 3 點申請者，為當營業

日之交易；所申購基金之淨值計價基準日係依各基金公司公告者為準。 

C. 基金轉換(轉申購)規定︰ 

(一)申請部份轉換(轉申購)者，該部份轉出之信託金額不得低於受託人所訂單

筆最低信託金額，且保留未轉換之信託金額市值不得低於受託人所訂之單筆

及定期定額最低信託金額。 

(二)以定期定額方式信託投資者，部份轉換後每期扣款之投資標的，仍為轉換

前之原始投資標的。 

(三)轉換僅限同一基金管理公司所發行，且以依受託人規定受理轉換(轉申購)

者為限（但國內與境外基金不得互轉；A 股及 B 股基金亦不得互轉）。若原為

貨幣型基金轉換(轉申購)為其他類型基金，或原為國內債券型基金轉換(轉申

購)為股票型基金，須依受託人規定，另行補足基金轉換(轉申購)間之手續費

差額。 

(四)基金轉換(轉申購)之淨值計價基準日，係依各基金公司公告者為準。 

(五)原投資標的之受益權單位數尚未確認前，不得進行轉換(轉申購)與贖回。 

D. 基金贖回之規定 

(一)單筆信託其信託資金部分贖回者，所保留未贖回信託金額市值不得低於受

託人所訂之單筆最低信託金額。定期定額部份贖回之信託金額者，帳上所保留

信託金額市值不得低於受託人所訂定期定額最低信託金額。 

(二)基金贖回之淨值計價基準日，係依各基金公司公告者為準。 

(三)原投資標的之受益權單位數尚未確認前，不得進行轉換(轉申購)與贖回。 

E.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限以股數為買進/詢價圈購之指示。 

(二) 海外債券 

(1) 信託管理費 

自申購日起，分別依其實際信託期間，以本公司訂定之計算方式及費率計算 (目

前為年利率 0.2%)，於撥付贖回款項時扣收，每次最低扣收金額為等值新台幣 200

元整。 

(2) 信託手續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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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手續費依本公司公告之手續費而定，依產品不同而有不同費率，以信託本金

乘以費率計算之，由客戶給付予本公司。 

(3) 通路服務費 (通路服務費並非屬於委託人應支付予受託人的費用，而係屬於交易

相對人應支付予受託人的報酬) 

由交易對手支付予本公司，費率將視市場情形而定。 

(4) 前述費用規定如有調整時，應依最新之規定辦理。 

(三) 衍生性商品 

(1) 信託管理費 

自申購日起，分別依其實際信託期間，以本公司訂定之計算方式及費率計算(目

前為年 0.2%)，於撥付贖回款項時扣收，每次最低扣收金額為等值新台幣 200 元

整。 

(2) 信託手續費 

信託手續費依本公司公告之手續費而定，依產品不同而有不同費率，以信託本金

乘以費率計算之，由客戶給付予本公司。 

(3) 通路服務費 (通路服務費並非屬於委託人應支付予受託人的費用，而係屬於交易

相對人應支付予受託人的報酬) 

由交易對手支付予本公司，費率將視市場情形而定。 

(4) 前述費用規定如有調整時，應依最新之規定辦理。 

(四) 境外結構型商品 

(1) 信託管理費 

自申購日起，分別依其實際信託期間，以本公司訂定之計算方式及費率計算 (目

前為年率 0.2%)，於撥付贖回款項時扣收，每次最低扣收金額為等值新台幣 200

元整。 

(2) 信託手續費 

投資特定境外結構型商品之申購、贖回手續費及其他費用(若有)，依境外結構型

商品發行人所製作中文投資人須知、產品說明書及其他相關商品文件之相 

關規定 (如適用，並依本公司就各檔商品所為之費用說明) 辦理。 

(3) 通路服務費 

本公司因受理客戶投資境外結構型商品，自發行機構或總代理人取得之報酬、費

用、折讓等各項利益 (簡稱「通路服務費」)，其性質屬受託人自發行機構所得

報酬，並非屬於委託人應支付予受託人的費用。通路服務費之費率，依境外結構

型商品發行機構、總代理人及受託人間共同簽訂之書面契約所示，境外結構型商

品非以專業投資人為銷售對象者，通路服務費之費率範圍依產品年限，每年收取

費率範圍不得超過受理投資該商品總金額之 0.5％，全部年限收取之費率合計不

得超過受理投資該商品總金額之 5％。就委託人認購之境外結構型商品，受託人

將於自發行機構或總代理人收取通路服務費後另行告知委託人。 

(4) 前述費用規定如有調整時，應依最新之規定辦理。 

(五) 運用型/處分型有價證券 

(1) 特定單獨管理運用有價證券信託相關服務之報酬標準、種類、計算方法、支付時

期及方法如下： 

A.開戶費：依服務內容個別議定。 

B. 信託管理費：依服務內容個別議定。 

C. 信託契約修改費：依服務內容個別議定。 

D. 上開各項報酬由受託人逕自信託財產專戶扣收或由委託人另行撥轉。 

E. 前述費用規定如有調整時，應依最新之規定辦理。 

(2) 特定單獨管理運用有價證券信託交易相關服務其他各項費用負擔及其支付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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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A. 信託財產管理運用所生之各項規費、稅捐及其他費用，由受託人逕自信託財

產專戶扣取或由委託人另行撥轉。 

B. 相關費用若由信託財產支付者，倘信託專戶之存款不足以扣抵時，委託人應

於經通知後十日內補足，或於該期現內申請返還信託資產前補足，未於前述

期限內補足，受託人將處分信託財產以支應清償。 

(六) 有價證券出借 
(1) 有價證券出借相關服務之報酬標準、種類、計算方法、支付時期及方法如下： 

定、競價： 

A.開戶費：新臺幣伍佰元整，委託人應於簽訂本開戶契約時一次支付予受託人。

(註：該項費用為應支付予臺灣證券交易所開設信託保管劃撥帳戶費用) 

B.信託管理費：以有價證券出借期間計收，依該筆出借信託資產價格(每日證券

收盤價格×借券數量(股數))，以本公司訂定之費率計算(目前為年率0.2%)，由

受託人自借券收入中逕行扣收。 

C.績效管理費：按每次出借收入，扣除依證交所規定之費率應給付證交所之借

貸服務費、應給付證券商之手續費及(若有)其他費用及營業稅後餘額之百分之

20計收，由受託人自借券收入中逕行扣收。 

D.權益補償處理費：信託財產出借期間，若有價證券發行公司分配股息紅利，

致借券人應對出借人為權益補償者，受託人將以該權益補償(股票股息以面額

計算)之5%計算權益補償處理費，並於受託人取得該權益補償時，逕行扣除。 

E.前述費用規定如有調整時，應依最新之規定辦理。 

議價： 

A.開戶費：同定、競價。 

B.信託管理費：同定、競價。 

C.績效管理費：按每次出借收入，扣除依證交所規定之費率應給付證交所之手

續費、應給付證券商之手續費及(若有)其他費用及營業稅後餘額之百分之20

計收，由受託人自借券收入中逕行扣收。 

D.權益補償處理費：同定、競價。 

E.前述費用規定如有調整時，應依最新之規定辦理。 

(2) 借券交易相關服務其他各項費用負擔及其支付方法如下： 

定、競價： 

A. 因信託財產管理、運用所產生之相關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匯款手續費及信託

財產交易手續費（包括但不限於受託人因借券交易成交後，依證交所規定之

費率給付證交所之借貸服務費及給付證券商之手續費），均由受託人逕自信

託財產中扣除支付。 

B. 受託人所委任之證券商於辦理出借交易時，如因出借交易支出必要費用、負

擔必要債務或致受損害，委託人同意由信託財產中扣除支付以償還該證券

商。 

C. 相關費用若由信託財產支付者，倘信託專戶之存款不足以扣抵時，委託人應

於經通知後十日內補足，或於該期限內申請返還信託資產前補足，未於前述

期限內補足，受託人將處分信託財產以支應清償。 

議價： 

A. 因信託財產管理、運用所產生之相關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匯款手續費及信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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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交易手續費（包括但不限於受託人於借券交易成交後，依證交所規定之

費率給付證交所之手續費及給付證券商之手續費），均由受託人逕自信託財

產中扣除支付。 

B. 同定、競價。 

C. 同定、競價。 

五、理財投資風險說明 

    貴客戶以特定單獨管理運用金錢暨有價證券信託及委託人指定營運範圍或方法之單獨管理

運用有價證券信託(有價證券出借業務)之投資/運用/處分國內外有價證券及其他投資標的，將涉

及如下風險： 

(一) 委託人將信託資金交付受託人配置於投資標的前，應確實詳閱投資標的之相關資料及

其規定並瞭解其投資風險，包括但不限於可能發生之投資標的跌價、匯兌損失所導致

之本金虧損，或投資標的暫時贖回及解散清算等風險。且各項投資標的之公開說明書

／產品說明書或風險預告書等資料並無法揭露所有風險及其他重要事項，委託人在從

事相關交易前應詳細瞭解有關的金融知識，並基於獨立審慎之投資判斷後，憑以決定

各項投資指示。 

(二) 本信託資金運用管理所生之資本利得及其孳息等收益，悉數歸委託人所享有；受託人

不為信託本金及投資收益之保證；投資所生之風險、費用及稅捐亦悉數由委託人負

擔，如發生相關風險事件，在最差情況下，委託人有可能損失所有投資本金；投資標

的為基金時，基金以往之績效不代表未來之表現，亦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收益。 

(三) 投資國外有價證券之風險，除如(一)、(二)項所述者外，並有下列較常見之風險，委託

人應就受託人逐案交付之投資標的產品說明書詳加閱讀及充分明瞭投資標的之交易

特性及風險後慎選投資標的。 

 (1) 國外投資標的係於國外證券市場交易，應遵照當地國家之法令及交易市場之規定

辦理，其或與我國法規不同。 

 (2) 投資標的於募集期間內未達募集金額致無法發行，或因市場波動劇烈致交易對象

無法依產品說明書所述條件發行投資標的時，交易對象得不發行投資標的，此際，

將由受託人無息退還委託人原信託金額及手續費。 

 (3) 投資標的發行內容以交易對象出版之英文版公開說明書、產品說明書為主要參考

之依據，委託人應詳加閱讀及充分瞭解，自行決定是否投資並自行承擔風險。因

投資標的交易特性或市場波動等因素，公開說明書、產品說明書內所列舉之發行

日、評價日及提前贖回等發行條件於交易日後以交易相對人正式確認者為準。 

 (4) 交易相對人及標的資產組合內各股票之發行公司可能發生併購、下市、國有化、

重整及破產等情形，故即使該等機構及標的資產目前評等極高，不保證未來不可

能發生價格或信用等風險。 

 (5) 所投資標的若以外幣計價，申購與贖回具有匯兌風險，尤其匯率波動時刻須謹慎

處理。 

 (6) 受託人僅為受託投資機構，不擔保投資收益，及交易相對人及投資標的之債信評

等，亦不承擔與投資標的有關之任何風險(包括但不限於與交易相對人就投資標的

所生給付義務有關者)。 

(四) 委託人應瞭解，投資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除具有前述 1.至 3.項之風險外，並附有下列

較常見之風險，委託人應就受託人逐案交付之投資標的產品說明書詳加閱讀及充分明

瞭投資標的之交易特性及風險後基於本身判斷慎選投資標的。 

 

 (1) 委託人於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前，應根據自己的實際經驗、交易之目的來了

解從事該商品交易對其財務狀況可能產生之影響及其適切性。從事衍生性金融商

品交易之風險將會因其商品性質及個別客戶之屬性而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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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委託人之投資標的可能因匯率、利率水準、市場價格或波動率反向變動而產生市

場風險，或因市場流動不佳導致買賣價差擴大而產生流動性風險，而使進行的衍

生性金融商品交易發生損失。 

 (3)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尚有可能因交易對象未能履行交割義務或因風險控管系 

統、流程失誤、交易交割程序差錯或報表系統有誤而產生交易損失。 

(五) 投資標的之公開說明書、產品說明書有強制買回或贖回規定者，委託人於接獲交易相

對人強制買回或贖回通知時，須遵照辦理，若委託人逾期未辦理者，受託人得逕自為

委託人辦理。 

(六) 受託人辦理本項業務，應盡善良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惟不擔保委託人於本

項投資之本金、收益、管理或運用績效，委託人應自負盈虧。本項信託資金非屬銀行

存款，故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七) 受託人提供委託人投資標的之公開說明書、產品說明書及其他商品文件，非屬銷售建

議或要約說明。委託人應充分了解投資商品之內容、交易條件後，基於自主獨立判斷

決定後，自行決定投資指示並完全承受任何可能產生之投資損失及風險。 

(八) 以特定單獨管理運用有價證券信託，將涉及之風險(包括但不限於)： 

一、委託人應依契約約定繳納相關稅費，倘嗣後因主管機關或規定或法令變更，依規

定須補繳稅款或退回溢繳稅款者，應由委託人自行負責處理相關申報、繳納或其

他手續，受託人毋須負責。 

二、本信託財產之管理所生之資本利得及其孳息收益等悉數歸委託人所享有，本信託

因信託法第六條撤銷之風險、本標的信託財產是否合法完整性之風險及委託人陳

述不實之風險等，均由委託人自行承擔，受託人不負擔信託財產之損失亦不保證

最低之收益。 

(九) 以指定營運範圍或方法之單獨管理運用有價證券信託(有價證券出借業務)，將涉及之

風險(包括但不限於)： 

一、定價及競價： 

1、受託人依本開戶契約管理、運用信託財產所生之各項風險（包括但不限於政治、

經濟、市場、交易對象、交易過程及課稅方式等變更所產生之各項風險）悉由委

託人自行承擔。 

2、受託人依法不得擔保信託本金之返還，亦不得擔保信託財產之管理或運用之績效，

保證或承諾有價證券出借交易之最低收益率，委託人應自負信託財產管理或運用

之風險及盈虧。 

3、借券人違約時，證交所若以現金了結，可能發生無法完全回復出借有價證券之風

險： 

(1) 受託人以證交所定價或競價方式辦理出借交易時，借券人違約之認定標準、違

約追繳或墊償等相關權利義務，係依證交所「有價證券借貸辦法」及其相關規

約章則之規定辦理，並由證交所負責辦理違約追繳或墊償等相關事項。 

(2) 定價交易及競價交易之違約風險雖係由證交所承擔，委託人無須承擔借券人之

信用風險，但發生借券人違約事件時(包含受託人申請提前還券或出借屆期

時，借券人未依規定返還有價證券；借券人未如期更換合格擔保品或補足擔保

品差額；借券人違背相關費用及標的證券權益之給付義務；及其他依據證交所

「有價證券借貸辦法」及其相關規約章則，關於有價證券出借交易之借券人違

約事件)，證交所若無法於違約發生後，於證交所「有價證券借貸辦法」及其

相關規約章則規定之特定期間內(現為含違約事件發生日三個營業日內)，補回

同檔、同等數額之有價證券，證交所將依該期間末日(現為含違約事件發生日

第三個營業日)之交易市場收盤價計算，以現金償還，了結出借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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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發生前款所述借券人違約由證交所以現金了結之事件時，將發生可能無法完全

回復出借有價證券之風險，此風險將由受益人承擔。 

4、有價證券出借，因非屬存款及保險商品，不受存款保險、保險安定基金或相關保

障機制之保障。 

5、辦理有價證券信託出借之委託人就已出借之有價證券將無法立即進行買賣交易，

委託人將有市場價格或流動性風險。 

二、議價： 

1、受託人依本開戶契約管理、運用信託財產所生之各項風險（包括但不限於政治、

經濟、市場、交易對象、交易過程及課稅方式等變更所產生之各項風險）悉由委

託人自行承擔。 

2、受託人依法不得擔保信託本金之返還，亦不得擔保信託財產之管理或運用之績效，

保證或承諾有價證券出借交易之最低收益率，委託人應自負信託財產管理或運用

之風險及盈虧。 

3、受託人於辦理出借交易事務時，委託人知悉並瞭解出借交易可能因違約所生之信

用風險如下： 

受託人以議借方式辦理出借交易，係由受託人辦理借券擔保品之收存、洗價、更

換、處分、領回及權息返還等相關作業(以下簡稱「擔保品相關作業」)。受託人辦

理擔保品相關作業，準用「有價證券借貸定價交易及競價交易擔保品管理應行注

意事項」適用於定價及競價出借交易擔保品相關作業之相關規範，惟若發生借券

人違約事件(包含委託人申請提前還券或出借屆期時，借券人未依規定返還有價證

券；借券人未如期更換合格擔保品或補足擔保品差額；借券人違背相關費用及標

的證券權益之給付義務；及其他依據證交所「有價證券借貸辦法」及其相關規約

章則所規範之借券人違約事件)，而受託人在違約事件發生後兩個營業日內，因充

作擔保品之現金不足或(擔保品為有價證券者)處分擔保品所得現金不足或市場流

動性不足或因其他任何原因，無法自交易市場或櫃檯買賣中心買回出借之有價證

券者，受託人應即將擔保品或處分擔保品所得現金撥入信託帳戶，了結該筆出借

交易，受託人不負墊款買回出借有價證券之義務。故於極端市場狀況下，有可能

發生受益人無法回復或完全回復所出借有價證券之風險，此等風險將由受益人承

擔。 

4、辦理有價證券信託出借之委託人就已出借之有價證券將無法立即進行買賣交易，

委託人將有市場價格或流動性風險。 

六、銷售其他機構發行商品相關事項 

    目前其他機構發行，由本公司銷售之金融商品主要為各類型國內及境外基金。本公司提供

其他機構商品時，該機構將提供客戶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等商品文件，該等文件將載明商

品特性、所涉及風險、手續費及其他費用說明等重要事項，客戶於投資前應仔細閱讀相關文件。

此等文件之內容，不表示本公司為任何要約或要約之引誘，本公司與客戶之權義關係，悉依與

客戶簽訂之契約等相關法律文件為準，除相關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本公司不負其他商品本身所

致生之法律上責任。 

七、各項理財服務內容說明之方式 

    本公司財富管理業務提供顧客個人化的綜合理財服務及全方位理財諮詢。 

(一) 專屬服務： 

舒適、隱密之理財中心及理財旗艦店設置貴賓服務區，由專屬財富管理業務人員為客

戶量身訂作個別的理財規劃及各項理財優惠專案。 

(二) 帳務服務： 

本公司會定期寄發對帳單及不定期寄發重要事項通知。信託業務對帳單內容包含信託

資本、信託費用及信託孳息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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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通路服務： 

客戶將享受本公司綿密之的服務網路，及本公司所配置專屬之財富管理業務人員，就

近提供最即時之專屬服務。 

(四) 講座服務： 

本公司將不定期舉辦音樂賞析、藝術鑑賞、稅務理財等多元化講座，為顧客圓滿理性

與感性兼具的人生。 

(五) 整合服務： 

客戶將得透過元大金控跨產品的整合服務，接受全方位之理財服務。 

八、客戶申訴與本公司處理方式及程序 

(一) 財富管理(信託)客戶的申訴意見，係由客服中心經由下列管道及程序受理： 

(1) 申訴專線電話：0800-037888；(02)2718-5886 

(2) 申訴電郵信箱：webmaster@yuanta.com 

(3) 書面或臨櫃：本公司各營業單位 

(4) 客服中心服務時間：交易日上午 8 時 ～ 晚間 8 時 

(二) 回應申訴程序： 

本公司受理申訴後，將即由專人處理，並儘速向客戶回報處理結果，倘客戶對回覆內

容未盡滿意，客戶得以書面通知本公司財富管理部（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 225

號 6 樓）作進一步處理。 

(三) 調查申訴程序 

財富管理部接獲客戶申訴，經部門主管評估情節重大者，應研議處理方案，依本公司

分層負責權限陳報，並副知稽核部，以調查申訴始末。 

(四) 其他 

本公司財富管理業務人員向您推介其他機構發行之投資商品時，若發生推介不實商品

或未善盡風險預告之爭議，您得依上述申訴管道向本公司提出異議，本公司將立即為

您處理；另，本公司如推介、銷售其他機構發行之商品，有關推介不實商品或未善盡

風險預告之責任，將由本公司負責。就相關爭議於必要時您並得向中華民國信託業商

業同業公會請求調處。 

九、本公司營業單位據點及服務電話 

營業單位 電話 傳真 地址 

財富管理部 02-2718-1234 02-2717-4922 104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225號2樓 

松江 02-2501-0655 02-2504-5000 104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139號3樓及3樓之1 

館前 02-2311-3030 02-2381-9972 100台北市中正區開封街一段2號3樓 

華山 02-2322-3388 02-2322-1699 100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85號3樓 

南海 02-2397-5399 02-2397-5335 100台北市南海路1號4樓 

台北 02-2383-0968 02-2383-1630 100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86號6樓 

東門 02-2395-9988 02-2341-8883 100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148號4樓 

西門 02-2389-3388 02-2375-5215 100台北市寶慶路69號3樓 

大同 02-2559-8585 02-2559-5887 103台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66號2樓 

重慶 02-2556-5111 02-2559-3694 103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一段73號2樓 

承德 02-2597-5888 02-2585-3989 103台北市承德路3段210號2樓 

經紀部 02-2718-1234 02-2546-0594 104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225號13樓 

復興 02-2718-3456 02-2718-3440 104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225號3樓 

南京 02-2718-8888 02-2546-3828 104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19號2樓 

復北 02-2509-5998 02-2509-4846 104台北市復興北路420號3樓 

八德 02-2578-6666 02-2579-8195 105台北市八德路三段32號3樓 

民生 02-8787-2118 02-8787-3054 105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五段171、171-3號1F 

http://www.yuanta.com.tw/new/center/contact_index.htm


 14 
                                                                                                                

營業單位 電話 傳真 地址 

松山 02-2753-5888 02-2762-1144 105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92號2樓 

大安 02-2754-1866 02-2754-1733 106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347號3樓 

忠孝 02-2776-6288 02-2750-0030 106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300號3樓  

仁愛 02-2706-7777 02-2706-4449 106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237號2F 

敦南 02-2775-2121 02-2711-4989 106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225號2樓 

敦信 02-2703-6263 02-2702-3476 106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339號10樓 

敦化 02-2754-1566 02-2705-0217 106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71號12樓 

公館 02-2368-2728 02-2362-7799 106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3段245號4樓、4樓之1 

古亭 02-2369-8877 02-2364-8866 106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37號2樓 

新和平 02-2368-7733 02-2368-5511 106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216號二樓 

忠孝鼎富 02-8773-9666 02-8773-9799 106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300號7樓 

艋舺 02-2336-3588 02-2336-2300 108台北市萬華區西園路一段200號B1 

大松山 02-8780-5277 02-8780-5270 110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5段410號3樓、3樓之1、412號3樓之2 

信義 02-8787-8732 02-2767-6161 110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293號2樓 

北天母 02-2873-7733 02-2876-5533 111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七段18號4樓之1、2 

大天母 02-2831-2888 02-2831-1345 111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六段126號4樓 

士林 02-2883-0202 02-2882-0071 111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342號2樓 

天母 02-2834-8777 02-2834-9098 111台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48之1號1、2樓 

北投 02-2896-1212 02-2895-3120 112台北市北投區北投路二段13號3樓 

北成功 02-2792-8288 02-2794-3522 114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6段160號2樓之1 

內湖 02-2793-3636 02-2794-0077 114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四段166號B1部份、168號3樓 

木柵 02-8661-9168 02-8661-9169 116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三段96號3樓之2 

景美 02-8663-8886 02-2931-6966 116台北市文山區景文街1號2樓之1 

基隆孝二 02-2420-2626 02-2420-2541 200基隆市孝二路86之5號 

基隆 02-2424-6688 02-2424-7766 201基隆市信義區信一路132號3樓 

板橋三民 02-2958-8887 02-2958-2354 220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二段40號2樓 

板橋 02-2963-8000 02-2962-9998 220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0號6樓 

府中 02-2969-7733 02-2969-7276 220新北市板橋區東門街30之2號1樓之3至7、40至44及46至56 

汐止 02-2648-2277 02-2642-2148 221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159號4樓 

新店中正 02-2915-5588 02-2911-4868 231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225之1號2樓、225號3樓 

鑫永和 02-8231-1333 02-8231-1777 234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二段2號、8號2樓 

永和 02-2920-1234 02-2922-3999 234新北市永和區福和路139號3樓 

中和 02-2245-2299 02-2245-8799 235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102號5樓 

雙和 02-2248-3388 02-2248-3344 235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232號2樓 

南勢角 02-8668-9955 02-8668-4928 235新北市中和區景新街347號6樓之1 

土城永寧 02-2270-9191 02-2260-8944 236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2段165號 

土城 02-2270-8369 02-2270-5181 236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一段255號2、3樓 

土城學府 02-2263-5000 02-2270-5557 236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一段25號1樓及B1 

樹林 02-2675-9585 02-2681-2701 238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一段99號3樓 

樹板 02-2685-3322 02-2684-6523 238新北市樹林區博愛街91號、93號5樓 

鶯歌 02-2677-6611 02-2678-7044 239新北市鶯歌區仁愛路1號8樓之2、3 

北三重 02-2971-3311 02-2971-6611 241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195號2樓 

三重 02-8985-7788 02-8985-9393 241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3段111號2樓 

發財 02-2997-1166 02-2997-1022 242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二段5號4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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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單位 電話 傳真 地址 

新盛 02-2996-9966 02-8991-0900 242新北市新莊區公園一路141號 

上新莊 02-8991-1188 02-8991-1090 242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173號2樓 

新莊 02-2997-7123 02-2997-7660 242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246號2樓 

福營 02-2201-0011 02-2206-7055 242新北市新莊區龍安路284號1樓 

東蘆 02-2288-6699 02-2288-1199 247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一路10號2樓 

蘆洲 02-2289-1199 02-2289-8811 247新北市蘆洲區光華路11號2樓 

淡水 02-2625-1966 02-2620-9413 251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67號2、3樓 

羅東 03-953-2888 03-957-5664 265宜蘭縣羅東鎮中正北路32號 

新竹 03-545-6000 03-545-6222 300新竹市民生路276號2樓 

新竹東門 03-523-6789 03-523-3393 300新竹市東門街75號4、5樓 

竹科 03-567-9988 03-564-1066 300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一段267號3、4樓 

大統 03-522-6166 03-522-2517 300新竹市林森路196號2樓之3 

新竹經國 03-535-9888 03-535-2415 300新竹市經國路二段100號3樓 

竹北 03-553-6000 03-553-7700 302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85號3樓 

竹東 03-595-2166 03-595-2199 310新竹縣竹東鎮大鄉里大林路121號 

新壢 03-425-6766 03-425-7170 320桃園市中壢區中央西路1段120號15樓-2 

中壢 03-422-7188 03-422-7599 320桃園市中壢區中央東路7號3、4樓 

龍潭 03-480-8699 03-480-8669 325桃園市龍潭區神龍路39號 

楊梅 03-488-2688 03-488-2599 326桃園市楊梅區新成路125號2樓 

北桃園 03-332-7700 03-332-9171 330桃園巿桃園區復興路96號2樓 

成功 03-335-3399 03-335-9343 330桃園市桃園區成功路一段32號9樓 

桃園 03-337-1166 03-335-1200 330桃園市桃園區成功路一段32號9樓之一 

藝文 03-326-8777 03-326-8075 330桃園市桃園區莊敬路1段375號2樓 

南崁 03-352-7777 03-312-2277 338桃園市蘆竹區中正路311號3樓 

竹南 037-477-890 037-462-121 350苗栗縣竹南鎮博愛街29號4樓 

頭份 037-683-168 037-675-353 351苗栗縣頭份鎮中華路932號3樓 

苑裡 037-869-779 037-869-766 358苗栗縣苑裡鎮客庄里新興路31之8號、31之9號 

苗栗 037-333-611 037-362-998 360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462號4樓之1 

台中 04-2221-8777 04-22216777 400台中市中區自由路2段8號3樓之1 

向上 04-2302-8588 04-2302-2220 403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272號2樓 

台中中港 04-2328-9000 04-2328-8043 403台中市西區臺灣大道2段489號10樓之2 

台中文心 04-2233-9983 04-2233-9877 406台中市文心路四段934之1號2樓 

北屯 04-2238-9555 04-2234-1199 406台中市北屯區崇德路2段46之2號3樓 

崇德 04-2233-3398 04-2238-7400 406台中市崇德路2段46之1號 

水湳 04-2293-2233 04-2293-3355 407台中市西屯區文心路3段337號3樓 

西屯 04-2706-7171 04-2706-2243 407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256巷6號3樓之一 

南屯 04-2326-9999 04-2326-1161 408台中市向上路一段580號1樓 

太平 04-2276-8859 04-22766422 411台中市太平區中興東路50號3樓 

大里 04-2406-6598 04-2406-7200 412台中市大里區國光路二段259號2樓 

大里德芳 04-2483-3000 04-2483-2000 412台中市大里區德芳路一段63號2樓 

豐原 04-2525-2511 04-2525-2500 420台中市豐原區圓環西路23號地下1樓 

豐原站前 04-2520-4888 04-2520-9922 420台中市豐原區豐中路13號3樓 

大雅 04-2569-2988 04-2569-3018 428台中市大雅區大雅里中清東路242號3樓 

大雅民興 04-2560-8888 04-2560-1000 428台中市大雅區大雅里民興街39號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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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單位 電話 傳真 地址 

沙鹿 04-2662-3311 04-2665-1234 433台中市沙鹿區沙田路131號5樓 

清水 04-2623-8585 04-2623-0582 436台中市清水區中山路170號5樓 

大甲 04-2688-3399 04-2688-7000 437台中市大甲區中山路一段833之1號 

彰化民生 04-726-1988 04-726-1991 500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一段296號 

彰化 04-725-7001 04-725-7616 500彰化縣彰化市華山路37號3樓 

鹿港 04-775-1211 04-775-1055 505彰化縣鹿港鎮公園一路88號 

北員林 04-834-1188 04-834-3099 510彰化縣員林鎮大同路二段283號2樓 

員林 04-835-8131 04-833-7383 510彰化縣員林鎮中山南路27號3樓 

南投 049-223-2111 04-9223-2116 540南投市中山街202號4樓之2、3、5 

草屯 049-235-4506 049-231-0506 542南投縣草屯鎮中興路88號二樓 

竹山 049-265-2633 04-9265-2849 557南投縣竹山鎮集山路三段919號2樓 

嘉義 05-223-7666 05-224-2400 600嘉義市林森西路173號3樓 

民雄 05-226-8899 05-206-7979 621嘉義縣民雄鄉保生街212號 

虎尾 05-631-3000 05-631-4111 632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一段490號4樓 

斗六 05-535-3456 05-535-3569 640雲林縣斗六巿中和里中山路82號6樓 

鎮北 05-536-2088 05-535-2000 640雲林縣斗六市文化路29號3樓 

西螺 05-587-0123 05-587-0173 648雲林縣西螺鎮延平路190號、192號1、2樓 

北港 05-783-8222 05-783-1000 651雲林縣北港鎮文化路40號4樓 

赤崁 06-220-7999 06-221-8058 700台南市中西區民生路1段165號4樓 

府城 06-220-6678 06-220-7566 700台南市中西區民生路一段165號3、5樓之1 

林森 06-274-5088 06-237-8031 701台南市東區林森路二段90號B1 

台南 06-274-1866 06-238-7066 701台南市東區長榮路一段203號5樓 

大益 06-261-1151 06-263-8286 702台南市南區西門路一段223巷20號3樓 

開元 06-235-3366 06-234-8444 704台南市開元路147號3樓之1及3樓之2 

南永康 06-312-9888 06-311-0369 710台南市永康區小東路511號3樓 

永康 06-271-7766 06-271-6280 710台南市永康區永大路2段161號 

歸仁 06-330-5888 06-330-1127 711台南市歸仁區中山路二段29號3樓 

佳里 06-723-2888 06-723-2915 722台南市佳里區和平街83號7樓 

學甲 06-783-8989 06-783-0707 726台南市學甲區華宗路295號 

新營 06-635-1600 06-635-0750 730台南市新營區中山路117號2樓 

善化 06-583-0888 06-585-2447 741台南市善化區大成路281號 

六合 07-236-4788 07-236-4631 800高雄市新興區民族二路97號4樓 

高雄七賢 07-238-0888 07-238-0666 800高雄市新興區忠孝一路456號4樓 

高雄前金 07-251-9388 07-251-6588 801高雄市中正四路143號6樓之1 

新興 07-215-2888 07-215-2777 801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143號4樓之1、之2、5樓 

四維 07-330-6666 07-335-7200 802高雄市苓雅區四維四路3號3樓之1、2、3 

高福 07-330-3330 07-337-9889 806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252號3樓 

東泰 07-390-3333 07-386-0806 807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73號2樓 

高雄 07-385-5678 07-385-3793 807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715號2樓及717號2樓 

莒光 07-365-1356 07-363-4929 811高雄市楠梓區新昌街51號B1、1、2樓 

小港 07-802-0068 07-802-0304 812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381號8樓 

左營 07-587-8899 07-587-5455 813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158號3、4樓 

博愛 07-557-1133 07-557-7373 813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491號B1 

路竹 07-697-7456 07-697-7515 821高雄市路竹區竹南里國昌路6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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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中 07-719-9889 07-719-1499 830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105之1號 

鳳山 07-813-3066 07-813-0828 830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642號2樓 

林園 07-643-3001 07-643-4521 832高雄市林園區鳳林路1段1號2樓 

旗山 07-662-5578 07-662-5650 842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102號2樓 

金門 082-312-666 08-232-8472 893金門縣金城鎮民權路188號 

屏東民生 08-732-3789 08-734-6227 900屏東縣屏東市民生路287號5樓 

屏東 08-738-5555 08-738-7333 900屏東縣屏東市廣東路690號2樓之1、3樓 

屏南 08-736-1777 08-735-2277 900屏東縣屏東市濟南街10號 

潮州 08-789-1678 08-789-4388 920屏東縣潮州鎮延平路206號 

東港 08-833-8558 08-832-8488 928屏東縣東港鎮光復路1段293號3樓 

花蓮 03-835-7588 03-833-9895 970花蓮縣花蓮市國聯一路167號2樓 

 



 18 
                                                                                                                

 

附錄 

 

財富管理特定單獨管理運用金錢信託投資國內及境外共同基金特約條款及風險預告書 

壹、本特約條款及風險預告書(以下稱「本特約條款」)適用於委託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指

示本公司(以下或稱「受託人」)以受託人名義將信託財產配置於國內及境外共同基金所涉

事宜；本特約條款補充委託人與受託人所簽訂之財富管理特定單獨管理運用金錢信託契約。 

貳、名詞定義：A 股境外基金係指「申購時收取手續費之境外基金」；B 股境外基金係指「遞延

至贖回時收取手續費之境外基金」。 

參、最低信託金額： 

一、台幣信託：國內基金最低信託金額單筆申購為新台幣壹萬元，定期定額新台幣參仟元；

A 股境外基金最低信託金額單筆申購為新台幣伍萬元，B 股境外基金最低信託金額為新    

台幣壹拾萬元，A、B股境外基金定期定額最低信託金額均為新台幣伍仟元。如有其他規

定者，從其規定。 

二、外幣信託：A 股境外基金最低信託金額單筆申購為美元壹仟伍佰元，B 股境外基金最低

信託金額為美元伍仟元，A、B股境外基金定期定額最低信託金額均為美元壹佰伍拾元，

其他幣別依受託人規定辦理。如有其他規定者，從其規定。 

肆、特定金錢信託投資國內外基金相關費用及信託報酬說明：委託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投資國內

外基金之費用，及本公司之信託報酬如下。收費標準及報酬如有調整，以調整後者為準。 

一、費用說明：基於不同收費方式及項目，國內、境外基金得發行不同種類之基金股份或受

益權單位。境外基金就其申購所收取之手續費時點而言，可分為申購時收取手續費之 A

股境外基金與遞延至贖回時收取手續費之 B股境外基金。委託人投資國內及境外基金，

應負擔之費用詳客戶權益手冊所示，若適用特定優惠活動者，相關費用以優惠活動公告

為準。                                                                                                                           

二、信託報酬說明：受託人受託配置委託人信託資金於國內及境外基金，所收取之信託報酬

如下。 

(一)手續費及信託管理費：本特約條款肆、一、「費用說明」項下，由委託人支付予受

託人之費用，為受託人之信託報酬。 

(二)申購時之通路服務費  (通路服務費並非屬於委託人應支付予受託人的費用，而屬

於交易相對人 (如基金公司) 應支付予受託人的報酬) 

1.服務費標準：國內基金、A股及 B股境外基金之年費率為 0%至 0.5%。計算方式：

以信託本金乘以費率計算之。  

2.支付時間及方式：由基金公司或其他交易相對人給付予受託人，於申購時一次給

付；此服務費如係已內含於基金公開說明書所載之相關費用中，則將由基金公司

逕自各基金之每日淨資產價值中扣除。 

(三)持有期間之通路服務費 (通路服務費並非屬於委託人應支付予受託人的費用，而屬

於交易相對人 (如基金公司) 應支付予受託人的報酬) 

1.服務費標準：國內基金、A 股及 B 股境外基金之年費率為 0%至 1%。計算方式：

以受託人之基金淨資產價值乘上費率計算之。  

2.支付時間及方式：由基金公司或其他交易相對人給付予受託人，支付方式依各基

金公司而有所不同，可能採月、季、半年、年度支付方式為之；此服務費如係已

包含於基金公開說明書所規定之費用，將由基金公司逕自各基金之每日淨資產價

值中扣除。 

三、其他項目：依各基金公司製作之公開說明書、投資人須知及其他商品文件，暨受託人規

定辦理。 

伍、投資作業相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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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期定額基金規定：(定期定額每月扣款日期可選 8日、18日或 28日。為確保申購成功，

請務必於指定之每月扣款日之前一個營業日，維持約定扣款帳戶中有足夠金額。) 

(一)定時定額扣款投資國內及境外基金，若因約定之扣款銀行帳戶存款金額不足致扣款

失敗，除委託人終止定時定額扣款約定者外，受託人將於約定扣款日續行扣款。 

(二)申請定時定額投資或變更原定時定額約定者，將於本公司接受申請後生效；若該生

效日大於(含)當月扣款日者，將於次一月份開始扣款。 

(三)定期定額方式信託投資者，部份轉換(轉申購)其它投資標的後之每期扣款投資標

的，仍為轉換前之原始投資標的。 

(四)定期定額方式信託投資者若欲變更扣款投資標的，請另行申請新約辦理；若欲終止

扣款原始投資標的，請以異動申請變更原定時定額約定。 

二、當營業日基金申購及淨值計算： 

(一)國內基金︰ 於每營業日交易時間上午 9點至下午 3點申請者，為當營業日之交易；

所申購基金之淨值計價基準日係依各基金公司公告者為準 

(二)境外基金︰ 於每營業日交易時間上午 9點至下午 3點申請者，為當營業日之交易；

所申購基金之淨值計價基準日係依各基金公司公告者為準    

三、基金轉換(轉申購)規定︰ 

(一)申請部份轉換(轉申購)者，該部份轉出之信託金額不得低於受託人所訂單筆最低信

託金額，且保留未轉換之信託金額市值不得低於受託人所訂之單筆及定期定額最低

信託金額。 

(二)以定期定額方式信託投資者，轉換後每期扣款之投資標的，仍為轉換前之原始投資

標的。 

(三)轉換僅限同一基金管理公司所發行，且以依受託人規定受理轉換(轉申購)者為限

（但國內與境外基金不得互轉；A股及 B股基金亦不得互轉）。若原為貨幣型基金轉

換(轉申購)為其他類型基金，或原為國內債券型基金轉換(轉申購)為股票型基金，

須依受託人規定，另行補足基金轉換(轉申購)間之手續費差額。 

(四)基金轉換(轉申購)之淨值計價基準日，係依各基金公司公告者為準。 

(五)原投資標的之受益權單位數尚未確認前，不得進行轉換(轉申購)與贖回。 

四、基金贖回之規定 

(一)單筆信託其信託資金部份贖回者，所保留未贖回信託金額市值不得低於受託人所訂

之單筆最低信託金額。定期定額部份贖回之信託金額者，帳上所保留信託金額市值

不得低於受託人所訂定期定額最低信託金額。 

(二)基金贖回之淨值計價基準日，係依各基金公司公告者為準。 

(三)原投資標的之受益權單位數尚未確認前，不得進行轉換(轉申購)與贖回。 

陸、交易所買賣基金（ETF），限以股數為下達交易指示之單位。 

柒、委託人將信託資金交付受託人為投資標的之指示運用前，應確實詳閱投資標的之相關資

料及其規定並瞭解其投資風險，包括但不限於可能發生之投資標的跌價、匯兌損失所導

致之本金虧損，或投資標的暫時贖回及解散清算等風險。且各項投資標的之公開說明書/

產品說明書或風險預告書等資料並無法揭露所有風險及其他重要事項，委託人在從事相

關交易前應詳細瞭解有關的金融知識，並基於獨立審慎之投資判斷後，憑以決定各項投

資指示。 

捌、本信託資金運用管理所生之資本利得及其孳息等收益，悉數歸委託人所享有；其投資所

生之風險、費用及稅捐亦悉數由委託人負擔，受託人不為信託本金及投資收益之保證。

所投資基金以往之績效不代表未來之表現，亦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收益。 

玖、投資基金除具有第柒及捌條所述風險外，並附有下列較常見之風險與事項，委託人應就

受託人逐案交付之投資標的產品說明書詳加閱讀及充分明瞭投資標的之交易特性及風險

後慎選投資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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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資標的於募集期間內未達募集金額致無法發行，或因市場波動劇烈致交易對象無法依

說明書所述條件發行投資標的時，交易對象得不發行投資標的，由受託人無息退還委託

人原信託金額及手續費。 

二、投資標的發行內容以交易對象出版之公開說明書為參考之依據，並參酌受託人衡量該投

資標的之投資策略、風險特性，整體綜合考量調整該投資標的之風險評等，委託人應詳

加閱讀及充分暸解，自行決定是否投資並自行承擔風險。因投資標的交易特性或市場波

動等因素，公開說明書內所列舉之發行日、評價日等發行條件係以基金公司之規定為依

據。 

三、交易對象及標的資產組合內各股票之發行公司可能發生併購、下市、國有化、重整及破

產等情形，故即使該等機構及標的資產目前評等極高，不保證未來不可能發生價格或信

用等風險。 

四、委託人可能會因市場波動或其他因素而發生本金折價之風險；且有無法或即時贖回委託

人所有投資之流動性風險存在。 

五、所投資標的若以外幣計價，申購與贖回具有匯兌風險，尤其匯率波動時刻須謹慎處理。 

六、受託人不擔保交易對象及投資標的之債信評等及承擔其一切風險。所投資標的之本金及

孳息由交易對象支付，受託人僅為受託投資機構並不保本保息，委託人於指示受託人投

資前應自行審慎評估。 

七、委託人委託投資之基金若歸類為高收益債券型基金，委託人暸解此等類型基金係主要投

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其投資風險主要來自於所投資債券標的之利率及信用風

險。債券價格與利率係為反向關係，當市場利率上調時將導致債券價格下跌，產生利率

風險；此外，投資於高收益債券亦可能隱含債券發行主體無法償付本息之信用風險。故

當高收益債券型基金之投資標的發生上開利率或信用風險事件時，其淨資產價值亦將因

此而產生波動。 

拾、辦理本項業務時，如投資標的涉及境外基金時另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委託人聲明其本人(委託人如為公司時則包括該公司之實質控制股東)並非投資標的之公

開說明書所載限制特定國家不得投資之人，且不會轉讓投資標的之相關權利予前述不得

投資之人並願遵守公開說明書之相關規定。受託人並得要求該投資標的之委託人簽署未

具有該國公民/居民身分或未擁有該國永久居留權之聲明書。委託人於投資後具有上開

身分時，應主動立即以書面通知受託人，並應同時依該國相關稅法規定出具及提供所需

文件予受託人，如未遵守該約定，委託人同意如下； 

(一)賠償受託人因為遵守該國相關稅賦法令規定而遭受/支付之任何支出、損失、罰款

或其他相關款項。 

(二)受託人得逕行終止該項投資，並贖回委託人所持有之全數債券或單位數。 

二、境外基金之投資，應適用發行當地國之法令及市場之規定辦理，其或與我國法規不同。 

拾壹、投資標的因公開說明書等明定交易對象得因投資標的之規定或其他事由而強制贖回時，

委託人無條件同意辦理，若委託人逾期仍不為贖回時，由受託人逕自贖回。 

拾貳、其他應注意之事項 

一、本公司辦理信託業務，應盡善良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惟不擔保委託人於本項

投資之本金、收益、管理或運用績效，委託人應自負盈虧。本項信託資金非屬銀行存款，

故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二、信託費用係受託人受託開辦本信託之事務處理費，並已由受託人於信託資金交付或委託

人另行支付後計收，委託人明白且同意該筆費用不予退還或折扣。 

三、為提供信託服務，受託人依委託人之指示運用本信託資金，委託人瞭解並同意受託人得

依市場行情與本項投資交易相對人間之約定，取得通路銷售服務費。 

四、產品說明書乃因特定投資人之要求而提供，並不表示任何銷售建議或要約說明。委託人

應充分了解本投資商品之內容、交易條件等，基於自主獨立判斷決定後，自行決定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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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並完全承受任何可能產生之投資損失及風險。 

財富管理特定金錢信託投資衍生性金融商品特別聲明或約定事項 

一、財富管理特定金錢信託運用指示書(含「財富管理特定單獨管理運用金錢信託投資衍生

性金融商品風險預告書」暨「財富管理特定單獨管理運用金錢信託投資結構型商品風險

預告書」(以下合稱「特金信託結構型商品風險預告書」)之內容構成委託人與元大證券

股份有限公司(即受託人)所簽署「財富管理信託帳戶開戶總契約」暨「特定單獨管理運

用金錢信託服務約定條款」之附屬約定，委託人茲聲明已充分瞭解財富管理特定金錢信

託運用指示書之內容，並願遵守各項約定。 

二、委託人特此聲明：於下達投資財富管理特定金錢信託運用指示書所載標的投資商品(以

下簡稱「標的商品」)之指示前，身分為非專業投資人之委託人，已獲受託人交付發行

公司所製作標的商品之(1)衍生性金融商品開戶書、(2) 標的商品個別交易契約、(3)產

品說明書、(4)客戶須知(身分為專業投資人之委託人，已獲交付(1)衍生性金融商品開

戶書及(2)標的商品個別交易契約) (委託人已收受的前開文件，合稱「標的商品文件」) 

暨財富管理特定金錢信託運用指示書；委託人知悉，受託人為執行委託人指示，以自己

名義並為委託人(即信託受益人)利益所簽署之衍生性金融商品開戶書及標的商品個別

交易契約，其相關權利義務，係歸屬於委託人(即信託受益人)；委託人於獲交付標的商

品文件暨財富管理特定金錢信託運用指示書後，業經合理審閱期，詳閱標的商品文件暨

財富管理特定金錢信託運用指示書(含其背面之特金信託結構型商品風險預告書)，相關

文件另經受託人業務人員解說或經電子設備說明，委託人已充分瞭解標的商品文件暨財

富管理特定金錢信託運用指示書所載權利義務事項(包含相關風險說明)，委託人基於投

資理財需求，自行決定投資標的商品，並將承擔投資標的商品之一切風險。 

三、委託人若為非專業投資人，特此聲明，(1)已由受託人之業務人員宣讀或經電子設備說

明標的商品文件中客戶須知之重要內容，且經宣讀或經電子設備說明後，委託人已完全

瞭解該內容之意涵；法人非專業委託人並聲明同意，於首次投資標的商品後，再投資同

類型之結構型商品(指商品結構、幣別、連結標的等性質相同者)，受託人得免辦理宣讀

或電子設備說明程序；及(2)委託人曾承作或投資單項或組合之衍生性金融商品、期貨、

保證金交易、認購（售）權證、可轉(交)換公司債、附認股權有價證券、認股權憑證等

具有衍生性金融商品性質之國內外有價證券或結構型商品等交易，或曾從事金融、證

券、保險等相關行業。 

四、若受託人非即為標的商品發行公司，委託人特此聲明，已經受託人揭露並知悉，受託人

自標的商品發行公司所取得之報酬、費用、折讓等各項利益，於年化後，係介於標的商

品受託投資總金額的 0%至 0.5%間。委託人投資標的商品其他應支付之費用，如本指示

書「信託扣款金額」欄所示；除此之外，受託人不另收取其他報酬及費用。 

五、委託人若承作台股股權衍生性商品，特此聲明並承諾，於下達本指示日迄商品到期日(或

期前解約贖回之交割完成日)，委託人未具有「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

券商營業處所經營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業務規則」第四十一條不得承作台股股權衍生性

金融商品之身分，即非為 

(1)標的商品發行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直接或間接持有其股份總額百分之十

以上之股東(股東持有股份總額之計算，應計入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利用他人名義

持有之股數)； 

(2)第(1)款身分者之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利用他人名義持有者； 

(3)前 2款身分者直接或間接持有股份總額百分之十以上之轉投資公司；暨 

(4)轉換標的、連結標的或股權衍生性商品標的證券之股票發行公司及與該發行公司具

前 3款身分關係者。                                  

財富管理特定單獨管理運用金錢信託投資衍生性金融商品風險預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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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可能會牽涉到匯率、利率、有價證券、標的信用、其他標的及工具，其財
務槓桿特性可能讓投資人產生鉅額損益，在某些市場狀況下，投資人甚至可能面臨本金之全部
或一部份損失。進行此類交易前，投資人應審慎評估，並應暸解下列事項。本風險預告書僅例
示各類型衍生性金融商品的風險，投資人於交易前，除須對本風險預告書詳加研析外，對其他
可能影響之因素亦須慎思明辯，並確實做好財務規劃及風險評估，以免因交易而遭到無法承受
的損失： 

一、衍生性金融商品具有一般金融商品的各種風險，包括但不限於市場風險、流動性風險、

利率風險、匯兌(匯率)風險、法規及賦稅風險及信用風險，投資人須審慎評估。 

二、 信用風險(Credit Risk):投資人須承擔衍生性金融商品發行機構之信用風險；而信用風
險之評估，端視投資人對於發行機構之信用評等價值之評估。客戶應自行評估發行機構
之信用情況，自行承擔其信用風險。 

三、 匯率風險：匯率波動變化莫測，市場匯率變動可能對投資人持有的部位有利；反之，也
可能產生鉅額損失。 

四、 各衍生性金融商品所有保證條件僅限於投資人持有至到期日，未到期前之次級市場交
易，可能面臨損失本金之風險。 

五、 衍生性金融商品發行機構係擔任該商品之計算機構，投資人提前解約或到期之契約價值
將由發行機構計算，投資人不得對價格提出異議。 

六、 投資人之交易申請成交與否及相關交易內容，應以本公司寄發之交易確認書內容為主。 

七、 在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中，衍生性金融商品發行公司是投資人的交易對手，雙方利益在
某些情況下處於相反的狀態，發行公司並非投資人的代理人、受託人、投資顧問等，也
未以這樣的身分為投資人進行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八、 投資人於決定從事下列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前，應審慎評估自身之財務能力與經濟狀況
是否適於從事該交易、並瞭解該交易可能產生之潛在風險。投資人並應特別注意下列事
項: 

(一) 結構型商品 

1.保本型：投資人購買保本型結構型商品，持有到到期最大可能損失為期初投入價金與
契約所定保本率之差額。若投資人於契約期間內提前贖回，本商品之保本程度有可能
低於契約所定保本率。除標的表現不如預期之市場風險外，本商品之潛在風險尚包括
再投資風險、流動性風險以及發行機構之信用風險等。 

2.非保本型：投資人購買非保本型結構型商品，視連結標的之表現，最大可能損失為期
初投入價金之全部。除標的表現不如預期之市場風險外，本商品之潛在風險尚包括再
投資風險、流動性風險以及發行機構之信用風險等。 

3.連結信用標的型：投資人購買連結信用標的結構型商品，最大可能損失為期初投入價
金之全部。投資人除承擔連結標的發行公司之信用風險外，本商品之潛在風險尚包括
利率風險、提前到期風險、再投資風險、流動性風險以及發行機構之信用風險等。 

(二) 資產交換 

1.選擇權：投資人承作資產交換選擇權交易，視連結標的之表現，最大可能損失為期初
投入權利金之全部。除市場風險外，投資人尚須承擔交易之流動性風險及信用風險。 

2.債券端：投資人承作資產交換債券端交易，視發行公司之信用狀況承擔信用風險，最
大可能損失為期初投入本金之全部。 

(三) 股權衍生性商品 

1.股權選擇權：投資人承作股權選擇權交易，視連結標的之表現，最大可能損失為期初
投入權利金之全部。除市場風險外，投資人尚須承擔交易之流動性風險及信用風險。 

2.股權交換：投資人承作股權交換交易，視連結標的之表現，最大可能損失為期初投入
本金之全部。除市場風險外，投資人尚須承擔交易之流動性風險及信用風險。 

(四) 債券衍生性商品 

債券選擇權：投資人承作債券選擇權交易，視連結標的之表現，最大可能損失為期初
投入權利金之全部。除市場風險外，投資人尚須承擔交易之流動性風險及信用風險。 

(五) 利率衍生性商品 

1.利率選擇權：投資人承作利率選擇權交易，視連結標的之表現，最大可能損失為期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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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權利金之全部。除市場風險外，投資人尚須承擔交易之流動性風險及信用風險。 
2.利率交換：投資人承作利率交換交易，視連結標的之表現，最大可能損失為期初投入

本金之全部。除市場風險外，投資人尚須承擔交易之流動性風險及信用風險。 

(六) 信用衍生性商品 

投資人承作信用衍生性商品，視連結標的之信用狀況承擔信用風險，最大可能損失為期
初投入本金之全部。本商品除信用風險外，本商品之潛在風險尚包括利率風險、再投資
風險、流動性風險以及發行機構之信用風險等。 

財富管理特定單獨管理運用金錢信託投資結構型商品風險預告書 

結構型商品為衍生性金融商品之一種態樣，可能會牽涉到匯率、利率、有價證券、標的信用、
其他標的及工具，其財務槓桿特性可能讓投資人產生鉅額損益，在某些市場狀況下，投資人甚
至可能面臨本金之全部或一部份損失。進行此類交易前，投資人應審慎評估，並應暸解下列事
項。本風險預告書僅例示結構型衍生性金融商品的風險，投資人於交易前，除須對本風險預告
書詳加研析外，對其他可能影響之因素亦須慎思明辯，並確實做好財務規劃及風險評估，以免
因交易而遭到無法承受的損失： 

一、投資風險警語 

(一) 本商品為複雜金融商品，必須經過專人解說後再進行投資。客戶如果無法充分理解本
商品，請勿投資。 

(二) 本商品並非存款，而係一項投資，投資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三) 客戶投資前應詳閱產品說明書及風險預告書，並應自行了解判斷並自負盈虧。 
(四) 本商品係投資型商品，投資人應自行負擔本商品之市場風險及發行機構之信用風險。 
(五) 客戶未清楚瞭解產品說明書、契約條款及所有文件內容前，請勿於相關文件簽名或蓋

章。 
(六) 客戶提前終止可能導致可領回金額低於投資本金。 

(七) 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投資本金。 

二、商品風險揭露 

(一) 連結標的風險：如標的資產的市場價格風險等項目。 
(二) 市場風險：因非預期中的市場、經濟、及政治相關因素，使得衍生性商品之市值與風

險結構遽然變動。 
(三) 交易提前終止風險：本商品到期前如申請提前終止(提解前約)，將導致您可領回金額

低於原始投資金額（在最壞情形下，領回金額甚至可能為零），或者根本無法進行提
前終止。 

(四) 利率風險：商品存續期間之市場價格將可能受到利率波動所影響。 
(五) 流動性風險：標的資產或負債之條件與衍生性商品不盡然能全然符合。 
(六) 信用風險：信用衍生性商品之報酬主要為承擔契約信用實體之信用風險，客戶應自行

評估契約信用實體與發行機構之信用情況，其相關之風險亦應自行承擔。 
(七) 匯兌風險：匯率波動變化莫測，市場匯率變動可能對您持有的部位有利；反之，也可

能使您產生鉅額損失。 
(八) 國家風險：發行公司之註冊地如發生戰亂等類似之事件將導致投資人損失。  
(九) 法律及稅賦風險-契約條款之強制性、規範要求之遵守，及衍生性商品交易之稅賦等

規定變動。 
(十) 再投資風險：投資人收到利息後無法以原先殖利率再投資。 
(十一) 發行機構違約風險：若發行機構已發生違約情事，在最差情況下，投資人會損失所

有期初投資本金。 
(十二) 提前解約風險：按個別交易契約特性或受其他風險影響而可能約定得否提前解約，

其價格亦有可能與您原先預估值不盡相同，對發行公司或交易相對人損益均可能影
響。 

三、其它重要注意事項 

(一) 結構型商品依商品設計或條件不同，客戶所暴露之風險程度可能不同，如為現金交割，可
能發生部分或全部利息、本金減損或其他損失之風險；如為非現金交割，則可能發生本金將依
約定轉換成標的資產之情事，可能必須承擔證券商及標的資產發行人之信用風險；(二) 影響衍
生性金融商品價格變動之因素極為複雜，發行機構所揭露之風險預告事項係列舉大端，對於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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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風險與影響市場行情的因素或許無法詳盡描述，因此應提醒客戶於交易前仍應充分瞭解結構
型商品之性質，及相關之財務、會計、稅制或法律等事宜，自行審度本身財務狀況及風險承受
度，始決定是否進行投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