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智路 1 號 20 樓
電話：02-8726-8686

摩根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
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3 日
摩信(105)發字第 279 號
附件：如文

主

旨：本公司經理之「摩根台灣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等三十二檔基金調整基
金公開說明書內容乙案，業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同意
備查，特此公告。

公告事項：
一、 依 據 金 管 會 民 國 ( 下 同 )105 年 3 月 1 日 金 管 證 投 字 第
1050005613 號函辦理。
二、 本公司為避免部份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以致影響長期持有受益人之權
益，故調整旨揭基金公開說明書所載短線交易認定標準及買回費用，謹
訂於 105 年 5 月 3 日起生效施行。
三、 旨揭三十二檔基金臚列如下：
(一) 摩根台灣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二) 摩根台灣增長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三) 摩根新興日本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四) 摩根新興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五) 摩根亞洲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六) 摩根龍揚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七) 摩根東方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八) 摩根大歐洲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九) 摩根中小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十) 摩根平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十一) 摩根全球平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十二) 摩根全球α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十三) 摩根亞太高息平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十四) 摩根絕對日本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十五) 摩根新興 35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十六) 摩根全球發現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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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摩根新絲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十八) 摩根東方內需機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十九) 摩根雙龍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摩根金龍收成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
(二十) 摩根中國亮點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二十一) 摩根台灣金磚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二十二) 摩根新金磚五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二十三) 摩根總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二十四) 摩根靈活新興股債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摩根新興活利債
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二十五) 摩根亞洲總合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二十六) 摩根新興龍虎企業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二十七) 摩根中國 A 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二十八) 摩根泛亞太股票入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二十九) 摩根多元入息成長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三十)

摩根新興雙利平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三十一) 摩根中國雙息平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三十二) 摩根環球股票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四、 有關旨揭基金公開說明書之修正前後對照表公告如下。

摩根台灣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內容

原內容

一、基金簡介
一、基金簡介
(廿一)基金短線交易之規定及處理
(廿一)基金短線交易之規定及處理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獲利，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
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除按事先約定條 獲利，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本公
件之電腦自動交易投資、定期定額投資、同一基金 司將收取短線交易費用。所謂「短線交易」是
同一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間之相互轉換外，本公司 指受益人於基金申購日(含)起七個日曆日內對
將收取短線交易費用。所謂「短線交易」是指受益 同一基金之受益權單位申請買回或轉換。例
人於基金申購日(含)起持有受益權單位數不滿十四 如，2009年4月1日買進本基金後，於同年4月7
個日曆日即申請買回或轉換者，屬短線交易。對於 日下午四點前又申請買回本基金，即屬短線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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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短線交易之受益人申請買回或轉換時，應支付 易。本公司將收取基金買回金額百分之○．一
最高不超過買回價金百分之二之短線交易買回費 (0.1%)的短線交易費用並歸入本基金之資產。此
用。目前短線交易之受益人應支付百分之○．三的 外，若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
短線交易費用並歸入本基金之資產。此外，若受益 拒絕該受益人再次申購基金。
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拒絕該受益人再
次申購基金。
案例說明：客戶A君於5月4日單筆申購甲基金累積型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5萬元，申購單位數為
1,428.2單位；A君於5月16日辦理甲基金累積型新臺
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買回500單位；買回基金淨值為
35.65元，A君持有甲基金累積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未滿十四個日曆日，需支付買回金額0.3%之短
線交易費用。因此A君應支付之短線交易費用為：500
(買回單位數) x 35.65元(買回淨值) x 0.3% (短線交
易買回費率) =53元(短線交易費用)。

摩根台灣增長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內容

原內容

壹、基金簡介
壹、基金簡介
廿一、基金短線交易之規定
廿一、基金短線交易之規定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獲利，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
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除按事先約定條 獲利，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本公
件之電腦自動交易投資、定期定額投資、同一基金 司將收取短線交易費用。所謂「短線交易」是
同一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間之相互轉換外，本公司 指受益人於基金申購日(含)起七個日曆日內對
將收取短線交易費用。所謂「短線交易」是指受益 同一基金之受益權單位申請買回或轉換。例
人於基金申購日(含)起持有受益權單位數不滿十四 如，2009年4月1日買進本基金後，於同年4月7
個日曆日即申請買回或轉換者，屬短線交易。對於 日下午四點前又申請買回本基金，即屬短線交
從事短線交易之受益人申請買回或轉換時，應支付 易。本公司將收取基金買回金額百分之○．一
最高不超過買回價金百分之二之短線交易買回費 (0.1%)的短線交易費用並歸入本基金之資產。此
用。目前短線交易之受益人應支付百分之○．三的 外，若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
短線交易費用並歸入本基金之資產。此外，若受益 拒絕該受益人再次申購基金。
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拒絕該受益人再
次申購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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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客戶A君於5月4日單筆申購甲基金累積型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5萬元，申購單位數為
1,428.2單位；A君於5月16日辦理甲基金累積型新臺
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買回500單位；買回基金淨值為
35.65元，A君持有甲基金累積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未滿十四個日曆日，需支付買回金額0.3%之短
線交易費用。因此A君應支付之短線交易費用為：500
(買回單位數) x 35.65元(買回淨值) x 0.3% (短線交
易買回費率) =53元(短線交易費用)。

摩根新興日本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內容

原內容

壹、基金簡介
壹、基金簡介
廿一、基金短線交易之規定
廿一、基金短線交易之規定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獲利，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
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除按事先約定條 獲利，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本公
件之電腦自動交易投資、定期定額投資、同一基金 司將收取短線交易費用。所謂「短線交易」是
同一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間之相互轉換外，本公司 指受益人於基金申購日(含)起七個日曆日內對
將收取短線交易費用。所謂「短線交易」是指受益 同一基金之受益權單位申請買回或轉換。例
人於基金申購日(含)起持有受益權單位數不滿十四 如，2009年4月1日買進本基金後，於同年4月7
個日曆日即申請買回或轉換者，屬短線交易。對於 日下午四點前又申請買回本基金，即屬短線交
從事短線交易之受益人申請買回或轉換時，應支付 易。本公司將收取基金買回金額百分之○．一
最高不超過買回價金百分之二之短線交易買回費 (0.1%)的短線交易費用並歸入本基金之資產。此
用。目前短線交易之受益人應支付百分之○．三的 外，若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
短線交易費用並歸入本基金之資產。此外，若受益 拒絕該受益人再次申購基金。
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拒絕該受益人再
次申購基金。
案例說明：客戶A君於5月4日單筆申購甲基金累積型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5萬元，申購單位數為
1,428.2單位；A君於5月16日辦理甲基金累積型新臺
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買回500單位；買回基金淨值為
35.65元，A君持有甲基金累積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未滿十四個日曆日，需支付買回金額0.3%之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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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交易費用。因此A君應支付之短線交易費用為：500
(買回單位數) x 35.65元(買回淨值) x 0.3% (短線交
易買回費率) =53元(短線交易費用)。

摩根新興科技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內容

原內容

壹、基金簡介
壹、基金簡介
廿一、基金短線交易之規定
廿一、基金短線交易之規定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獲利，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
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除按事先約定條 獲利，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本公
件之電腦自動交易投資、定期定額投資、同一基金 司將收取短線交易費用。所謂「短線交易」是
同一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間之相互轉換外，本公司 指受益人於基金申購日(含)起七個日曆日內對
將收取短線交易費用。所謂「短線交易」是指受益 同一基金之受益權單位申請買回或轉換。例
人於基金申購日(含)起持有受益權單位數不滿十四 如，2009年4月1日買進本基金後，於同年4月7
個日曆日即申請買回或轉換者，屬短線交易。對於 日下午四點前又申請買回本基金，即屬短線交
從事短線交易之受益人申請買回或轉換時，應支付 易。本公司將收取基金買回金額百分之○．一
最高不超過買回價金百分之二之短線交易買回費 (0.1%)的短線交易費用並歸入本基金之資產。此
用。目前短線交易之受益人應支付百分之○．三的 外，若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
短線交易費用並歸入本基金之資產。此外，若受益 拒絕該受益人再次申購基金。
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拒絕該受益人再
次申購基金。
案例說明：客戶A君於5月4日單筆申購甲基金累積型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5萬元，申購單位數為
1,428.2單位；A君於5月16日辦理甲基金累積型新臺
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買回500單位；買回基金淨值為
35.65元，A君持有甲基金累積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未滿十四個日曆日，需支付買回金額0.3%之短
線交易費用。因此A君應支付之短線交易費用為：500
(買回單位數) x 35.65元(買回淨值) x 0.3% (短線交
易買回費率) =53元(短線交易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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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亞洲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內容

原內容

壹、基金簡介
壹、基金簡介
廿一、基金短線交易之規定
廿一、基金短線交易之規定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獲利，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
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除按事先約定條 獲利，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本公
件之電腦自動交易投資、定期定額投資、同一基金 司將收取短線交易費用。所謂「短線交易」是
同一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間之相互轉換外，本公司 指受益人於基金申購日(含)起七個日曆日內對
將收取短線交易費用。所謂「短線交易」是指受益 同一基金之受益權單位申請買回或轉換。例
人於基金申購日(含)起持有受益權單位數不滿十四 如，2009年4月1日買進本基金後，於同年4月7
個日曆日即申請買回或轉換者，屬短線交易。對於 日下午四點前又申請買回本基金，即屬短線交
從事短線交易之受益人申請買回或轉換時，應支付 易。本公司將收取基金買回金額百分之○．一
最高不超過買回價金百分之二之短線交易買回費 (0.1%)的短線交易費用並歸入本基金之資產。此
用。目前短線交易之受益人應支付百分之○．三的 外，若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
短線交易費用並歸入本基金之資產。此外，若受益 拒絕該受益人再次申購基金。
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拒絕該受益人再
次申購基金。
案例說明：客戶A君於5月4日單筆申購甲基金累積型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5萬元，申購單位數為
1,428.2單位；A君於5月16日辦理甲基金累積型新臺
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買回500單位；買回基金淨值為
35.65元，A君持有甲基金累積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未滿十四個日曆日，需支付買回金額0.3%之短
線交易費用。因此A君應支付之短線交易費用為：500
(買回單位數) x 35.65元(買回淨值) x 0.3% (短線交
易買回費率) =53元(短線交易費用)。

摩根龍揚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內容

原內容

壹、基金簡介
壹、基金簡介
廿一、基金短線交易之規定
廿一、基金短線交易之規定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獲利，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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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除按事先約定條 獲利，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本公
件之電腦自動交易投資、定期定額投資、同一基金 司將收取短線交易費用。所謂「短線交易」是
同一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間之相互轉換外，本公司 指受益人於基金申購日(含)起七個日曆日內對
將收取短線交易費用。所謂「短線交易」是指受益 同一基金之受益權單位申請買回或轉換。例
人於基金申購日(含)起持有受益權單位數不滿十四 如，2009年4月1日買進本基金後，於同年4月7
個日曆日即申請買回或轉換者，屬短線交易。對於 日下午四點前又申請買回本基金，即屬短線交
從事短線交易之受益人申請買回或轉換時，應支付 易。本公司將收取基金買回金額百分之○．一
最高不超過買回價金百分之二之短線交易買回費 (0.1%)的短線交易費用並歸入本基金之資產。此
用。目前短線交易之受益人應支付百分之○．三的 外，若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
短線交易費用並歸入本基金之資產。此外，若受益 拒絕該受益人再次申購基金。
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拒絕該受益人再
次申購基金。
案例說明：客戶A君於5月4日單筆申購甲基金累積型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5萬元，申購單位數為
1,428.2單位；A君於5月16日辦理甲基金累積型新臺
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買回500單位；買回基金淨值為
35.65元，A君持有甲基金累積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未滿十四個日曆日，需支付買回金額0.3%之短
線交易費用。因此A君應支付之短線交易費用為：500
(買回單位數) x 35.65元(買回淨值) x 0.3% (短線交
易買回費率) =53元(短線交易費用)。

摩根東方科技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內容

原內容

壹、基金簡介
壹、基金簡介
廿一、基金短線交易之規定
廿一、基金短線交易之規定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獲利，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
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除按事先約定條 獲利，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本公
件之電腦自動交易投資、定期定額投資、同一基金 司將收取短線交易費用。所謂「短線交易」是
同一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間之相互轉換外，本公司 指受益人於基金申購日(含)起七個日曆日內對
將收取短線交易費用。所謂「短線交易」是指受益 同一基金之受益權單位申請買回或轉換。例
人於基金申購日(含)起持有受益權單位數不滿十四 如，2009年4月1日買進本基金後，於同年4月7
個日曆日即申請買回或轉換者，屬短線交易。對於 日下午四點前又申請買回本基金，即屬短線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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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智路 1 號 20 樓
電話：02-8726-8686

從事短線交易之受益人申請買回或轉換時，應支付 易。本公司將收取基金買回金額百分之○．一
最高不超過買回價金百分之二之短線交易買回費 (0.1%)的短線交易費用並歸入本基金之資產。此
用。目前短線交易之受益人應支付百分之○．三的 外，若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
短線交易費用並歸入本基金之資產。此外，若受益 拒絕該受益人再次申購基金。
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拒絕該受益人再
次申購基金。
案例說明：客戶A君於5月4日單筆申購甲基金累積型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5萬元，申購單位數為
1,428.2單位；A君於5月16日辦理甲基金累積型新臺
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買回500單位；買回基金淨值為
35.65元，A君持有甲基金累積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未滿十四個日曆日，需支付買回金額0.3%之短
線交易費用。因此A君應支付之短線交易費用為：500
(買回單位數) x 35.65元(買回淨值) x 0.3% (短線交
易買回費率) =53元(短線交易費用)。

摩根大歐洲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內容

原內容

一、基金簡介
一、基金簡介
(廿一)基金短線交易之規定
(廿一)基金短線交易之規定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獲利，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
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除按事先約定條 獲利，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本公
件之電腦自動交易投資、定期定額投資、同一基金 司將收取短線交易費用。所謂「短線交易」是
同一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間之相互轉換外，本公司 指受益人於基金申購日(含)起七個日曆日內對
將收取短線交易費用。所謂「短線交易」是指受益 同一基金之受益權單位申請買回或轉換。例
人於基金申購日(含)起持有受益權單位數不滿十四 如，2009年4月1日買進本基金後，於同年4月7
個日曆日即申請買回或轉換者，屬短線交易。對於 日下午四點前又申請買回本基金，即屬短線交
從事短線交易之受益人申請買回或轉換時，應支付 易。本公司將收取基金買回金額百分之○．一
最高不超過買回價金百分之二之短線交易買回費 (0.1%)的短線交易費用並歸入本基金之資產。此
用。目前短線交易之受益人應支付百分之○．三的 外，若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
短線交易費用並歸入本基金之資產。此外，若受益 拒絕該受益人再次申購基金。
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拒絕該受益人再
次申購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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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智路 1 號 20 樓
電話：02-8726-8686

案例說明：客戶A君於5月4日單筆申購甲基金累積型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5萬元，申購單位數為
1,428.2單位；A君於5月16日辦理甲基金累積型新臺
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買回500單位；買回基金淨值為
35.65元，A君持有甲基金累積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未滿十四個日曆日，需支付買回金額0.3%之短
線交易費用。因此A君應支付之短線交易費用為：500
(買回單位數) x 35.65元(買回淨值) x 0.3% (短線交
易買回費率) =53元(短線交易費用)。

摩根中小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內容

原內容

一、基金簡介
一、基金簡介
(廿一)基金短線交易之規定
(廿一)基金短線交易之規定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獲利，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
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除按事先約定條 獲利，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本公
件之電腦自動交易投資、定期定額投資、同一基金 司將收取短線交易費用。所謂「短線交易」是
同一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間之相互轉換外，本公司 指受益人於基金申購日(含)起七個日曆日內對
將收取短線交易費用。所謂「短線交易」是指受益 同一基金之受益權單位申請買回或轉換。例
人於基金申購日(含)起持有受益權單位數不滿十四 如，2009年4月1日買進本基金後，於同年4月7
個日曆日即申請買回或轉換者，屬短線交易。對於 日下午四點前又申請買回本基金，即屬短線交
從事短線交易之受益人申請買回或轉換時，應支付 易。本公司將收取基金買回金額百分之○．一
最高不超過買回價金百分之二之短線交易買回費 (0.1%)的短線交易費用並歸入本基金之資產。此
用。目前短線交易之受益人應支付百分之○．三的 外，若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
短線交易費用並歸入本基金之資產。此外，若受益 拒絕該受益人再次申購基金。
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拒絕該受益人再
次申購基金。
案例說明：客戶A君於5月4日單筆申購甲基金累積型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5萬元，申購單位數為
1,428.2單位；A君於5月16日辦理甲基金累積型新臺
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買回500單位；買回基金淨值為
35.65元，A君持有甲基金累積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未滿十四個日曆日，需支付買回金額0.3%之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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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智路 1 號 20 樓
電話：02-8726-8686

線交易費用。因此A君應支付之短線交易費用為：500
(買回單位數) x 35.65元(買回淨值) x 0.3% (短線交
易買回費率) =53元(短線交易費用)。

摩根平衡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內容

原內容

一、基金簡介
一、基金簡介
(廿一)基金短線交易之規定
(廿一)基金短線交易之規定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獲利，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
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除按事先約定條 獲利，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本公
件之電腦自動交易投資、定期定額投資、同一基金 司將收取短線交易費用。所謂「短線交易」是
同一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間之相互轉換外，本公司 指受益人於基金申購日(含)起七個日曆日內對
將收取短線交易費用。所謂「短線交易」是指受益 同一基金之受益權單位申請買回或轉換。例
人於基金申購日(含)起持有受益權單位數不滿十四 如，2009年4月1日買進本基金後，於同年4月7
個日曆日即申請買回或轉換者，屬短線交易。對於 日下午四點前又申請買回本基金，即屬短線交
從事短線交易之受益人申請買回或轉換時，應支付 易。本公司將收取基金買回金額百分之○．一
最高不超過買回價金百分之二之短線交易買回費 (0.1%)的短線交易費用並歸入本基金之資產。此
用。目前短線交易之受益人應支付百分之○．三的 外，若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
短線交易費用並歸入本基金之資產。此外，若受益 拒絕該受益人再次申購基金。
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拒絕該受益人再
次申購基金。
案例說明：客戶A君於5月4日單筆申購甲基金累積型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5萬元，申購單位數為
1,428.2單位；A君於5月16日辦理甲基金累積型新臺
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買回500單位；買回基金淨值為
35.65元，A君持有甲基金累積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未滿十四個日曆日，需支付買回金額0.3%之短
線交易費用。因此A君應支付之短線交易費用為：500
(買回單位數) x 35.65元(買回淨值) x 0.3% (短線交
易買回費率) =53元(短線交易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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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智路 1 號 20 樓
電話：02-8726-8686

摩根全球平衡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內容

原內容

一、基金簡介
一、基金簡介
(廿一)基金短線交易之規定
(廿一)基金短線交易之規定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獲利，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
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除按事先約定條 獲利，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本公
件之電腦自動交易投資、定期定額投資、同一基金 司將收取短線交易費用。所謂「短線交易」是
同一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間之相互轉換外，本公司 指受益人於基金申購日(含)起七個日曆日內對
將收取短線交易費用。所謂「短線交易」是指受益 同一基金之受益權單位申請買回或轉換。例
人於基金申購日(含)起持有受益權單位數不滿十四 如，2009年4月1日買進本基金後，於同年4月7
個日曆日即申請買回或轉換者，屬短線交易。對於 日下午四點前又申請買回本基金，即屬短線交
從事短線交易之受益人申請買回或轉換時，應支付 易。本公司將收取基金買回金額百分之○．一
最高不超過買回價金百分之二之短線交易買回費 (0.1%)的短線交易費用並歸入本基金之資產。此
用。目前短線交易之受益人應支付百分之○．三的 外，若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
短線交易費用並歸入本基金之資產。此外，若受益 拒絕該受益人再次申購基金。
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拒絕該受益人再
次申購基金。
案例說明：客戶A君於5月4日單筆申購甲基金累積型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5萬元，申購單位數為
1,428.2單位；A君於5月16日辦理甲基金累積型新臺
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買回500單位；買回基金淨值為
35.65元，A君持有甲基金累積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未滿十四個日曆日，需支付買回金額0.3%之短
線交易費用。因此A君應支付之短線交易費用為：500
(買回單位數) x 35.65元(買回淨值) x 0.3% (短線交
易買回費率) =53元(短線交易費用)。

摩根全球α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內容

原內容

一、基金簡介
一、基金簡介
(廿一)基金短線交易之規定
(廿一)基金短線交易之規定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獲利，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
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除按事先約定條 獲利，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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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智路 1 號 20 樓
電話：02-8726-8686

件之電腦自動交易投資、定期定額投資、同一基金 司將收取短線交易費用。所謂「短線交易」是
同一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間之相互轉換外，本公司 指受益人於基金申購日(含)起七個日曆日內對
將收取短線交易費用。所謂「短線交易」是指受益 同一基金之受益權單位申請買回或轉換。例
人於基金申購日(含)起持有受益權單位數不滿十四 如，2009年4月1日買進本基金後，於同年4月7
個日曆日即申請買回或轉換者，屬短線交易。對於 日下午四點前又申請買回本基金，即屬短線交
從事短線交易之受益人申請買回或轉換時，應支付 易。本公司將收取基金買回金額百分之○．一
最高不超過買回價金百分之二之短線交易買回費 (0.1%)的短線交易費用並歸入本基金之資產。此
用。目前短線交易之受益人應支付百分之○．三的 外，若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
短線交易費用並歸入本基金之資產。此外，若受益 拒絕該受益人再次申購基金。
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拒絕該受益人再
次申購基金。
案例說明：客戶A君於5月4日單筆申購甲基金累積型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5萬元，申購單位數為
1,428.2單位；A君於5月16日辦理甲基金累積型新臺
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買回500單位；買回基金淨值為
35.65元，A君持有甲基金累積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未滿十四個日曆日，需支付買回金額0.3%之短
線交易費用。因此A君應支付之短線交易費用為：500
(買回單位數) x 35.65元(買回淨值) x 0.3% (短線交
易買回費率) =53元(短線交易費用)。

摩根亞太高息平衡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內容

原內容

一、基金簡介
一、基金簡介
(廿一)基金短線交易之規定
(廿一)基金短線交易之規定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獲利，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
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除按事先約定條 獲利，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本公
件之電腦自動交易投資、定期定額投資、同一基金 司將收取短線交易費用。所謂「短線交易」是
同一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間之相互轉換外，本公司 指受益人於基金申購日(含)起七個日曆日內對
將收取短線交易費用。所謂「短線交易」是指受益 同一基金之受益權單位申請買回或轉換。例
人於基金申購日(含)起持有受益權單位數不滿十四 如，2009年4月1日買進本基金後，於同年4月7
個日曆日即申請買回或轉換者，屬短線交易。對於 日下午四點前又申請買回本基金，即屬短線交
從事短線交易之受益人申請買回或轉換時，應支付 易。本公司將收取基金買回金額百分之○．一
最高不超過買回價金百分之二之短線交易買回費 (0.1%)的短線交易費用並歸入本基金之資產。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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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目前短線交易之受益人應支付百分之○．三的 外，若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
短線交易費用並歸入本基金之資產。此外，若受益 拒絕該受益人再次申購基金。
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拒絕該受益人再
次申購基金。
案例說明：客戶A君於5月4日單筆申購甲基金累積型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5萬元，申購單位數為
1,428.2單位；A君於5月16日辦理甲基金累積型新臺
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買回500單位；買回基金淨值為
35.65元，A君持有甲基金累積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未滿十四個日曆日，需支付買回金額0.3%之短
線交易費用。因此A君應支付之短線交易費用為：500
(買回單位數) x 35.65元(買回淨值) x 0.3% (短線交
易買回費率) =53元(短線交易費用)。

摩根絕對日本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內容

原內容

一、基金簡介
一、基金簡介
(廿一)基金短線交易之規定
(廿一)基金短線交易之規定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獲利，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
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除按事先約定條 獲利，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本公
件之電腦自動交易投資、定期定額投資、同一基金 司將收取短線交易費用。所謂「短線交易」是
同一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間之相互轉換外，本公司 指受益人於基金申購日(含)起七個日曆日內對
將收取短線交易費用。所謂「短線交易」是指受益 同一基金之受益權單位申請買回或轉換。例
人於基金申購日(含)起持有受益權單位數不滿十四 如，2009年4月1日買進本基金後，於同年4月7
個日曆日即申請買回或轉換者，屬短線交易。對於 日下午四點前又申請買回本基金，即屬短線交
從事短線交易之受益人申請買回或轉換時，應支付 易。本公司將收取基金買回金額百分之○．一
最高不超過買回價金百分之二之短線交易買回費 (0.1%)的短線交易費用並歸入本基金之資產。此
用。目前短線交易之受益人應支付百分之○．三的 外，若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
短線交易費用並歸入本基金之資產。此外，若受益 拒絕該受益人再次申購基金。
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拒絕該受益人再
次申購基金。
案例說明：客戶A君於5月4日單筆申購甲基金累積型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5萬元，申購單位數為
1,428.2單位；A君於5月16日辦理甲基金累積型新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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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買回500單位；買回基金淨值為
35.65元，A君持有甲基金累積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未滿十四個日曆日，需支付買回金額0.3%之短
線交易費用。因此A君應支付之短線交易費用為：500
(買回單位數) x 35.65元(買回淨值) x 0.3% (短線交
易買回費率) =53元(短線交易費用)。

摩根新興 35 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內容

原內容

一、基金簡介
一、基金簡介
(廿一)基金短線交易之規定
(廿一)基金短線交易之規定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獲利，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
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除按事先約定條 獲利，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本公
件之電腦自動交易投資、定期定額投資、同一基金 司將收取短線交易費用。所謂「短線交易」是
同一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間之相互轉換外，本公司 指受益人於基金申購日(含)起七個日曆日內對
將收取短線交易費用。所謂「短線交易」是指受益 同一基金之受益權單位申請買回或轉換。例
人於基金申購日(含)起持有受益權單位數不滿十四 如，2009年4月1日買進本基金後，於同年4月7
個日曆日即申請買回或轉換者，屬短線交易。對於 日下午四點前又申請買回本基金，即屬短線交
從事短線交易之受益人申請買回或轉換時，應支付 易。本公司將收取基金買回金額百分之○．一
最高不超過買回價金百分之二之短線交易買回費 (0.1%)的短線交易費用並歸入本基金之資產。此
用。目前短線交易之受益人應支付百分之○．三的 外，若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
短線交易費用並歸入本基金之資產。此外，若受益 拒絕該受益人再次申購基金。
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拒絕該受益人再
次申購基金。
案例說明：客戶A君於5月4日單筆申購甲基金累積型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5萬元，申購單位數為
1,428.2單位；A君於5月16日辦理甲基金累積型新臺
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買回500單位；買回基金淨值為
35.65元，A君持有甲基金累積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未滿十四個日曆日，需支付買回金額0.3%之短
線交易費用。因此A君應支付之短線交易費用為：500
(買回單位數) x 35.65元(買回淨值) x 0.3% (短線交
易買回費率) =53元(短線交易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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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全球發現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內容

原內容

一、基金簡介
一、基金簡介
(廿一)基金短線交易之規定
(廿一)基金短線交易之規定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獲利，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
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除按事先約定條 獲利，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本公
件之電腦自動交易投資、定期定額投資、同一基金 司將收取短線交易費用。所謂「短線交易」是
同一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間之相互轉換外，本公司 指受益人於基金申購日(含)起七個日曆日內對
將收取短線交易費用。所謂「短線交易」是指受益 同一基金之受益權單位申請買回或轉換。例
人於基金申購日(含)起持有受益權單位數不滿十四 如，2009年4月1日買進本基金後，於同年4月7
個日曆日即申請買回或轉換者，屬短線交易。對於 日下午四點前又申請買回本基金，即屬短線交
從事短線交易之受益人申請買回或轉換時，應支付 易。本公司將收取基金買回金額百分之○．一
最高不超過買回價金百分之二之短線交易買回費 (0.1%)的短線交易費用並歸入本基金之資產。此
用。目前短線交易之受益人應支付百分之○．三的 外，若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
短線交易費用並歸入本基金之資產。此外，若受益 拒絕該受益人再次申購基金。
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拒絕該受益人再
次申購基金。
案例說明：客戶A君於5月4日單筆申購甲基金累積型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5萬元，申購單位數為
1,428.2單位；A君於5月16日辦理甲基金累積型新臺
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買回500單位；買回基金淨值為
35.65元，A君持有甲基金累積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未滿十四個日曆日，需支付買回金額0.3%之短
線交易費用。因此A君應支付之短線交易費用為：500
(買回單位數) x 35.65元(買回淨值) x 0.3% (短線交
易買回費率) =53元(短線交易費用)。

摩根新絲路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內容

原內容

一、基金簡介
一、基金簡介
(廿一)基金短線交易之規定
(廿一)基金短線交易之規定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獲利，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
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除按事先約定條 獲利，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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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之電腦自動交易投資、定期定額投資、同一基金 司將收取短線交易費用。所謂「短線交易」是
同一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間之相互轉換外，本公司 指受益人於基金申購日(含)起七個日曆日內對
將收取短線交易費用。所謂「短線交易」是指受益 同一基金之受益權單位申請買回或轉換。例
人於基金申購日(含)起持有受益權單位數不滿十四 如，2009年4月1日買進本基金後，於同年4月7
個日曆日即申請買回或轉換者，屬短線交易。對於 日下午四點前又申請買回本基金，即屬短線交
從事短線交易之受益人申請買回或轉換時，應支付 易。本公司將收取基金買回金額百分之○．一
最高不超過買回價金百分之二之短線交易買回費 (0.1%)的短線交易費用並歸入本基金之資產。此
用。目前短線交易之受益人應支付百分之○．三的 外，若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
短線交易費用並歸入本基金之資產。此外，若受益 拒絕該受益人再次申購基金。
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拒絕該受益人再
次申購基金。
案例說明：客戶A君於5月4日單筆申購甲基金累積型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5萬元，申購單位數為
1,428.2單位；A君於5月16日辦理甲基金累積型新臺
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買回500單位；買回基金淨值為
35.65元，A君持有甲基金累積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未滿十四個日曆日，需支付買回金額0.3%之短
線交易費用。因此A君應支付之短線交易費用為：500
(買回單位數) x 35.65元(買回淨值) x 0.3% (短線交
易買回費率) =53元(短線交易費用)。

摩根東方內需機會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內容

原內容

一、基金簡介
一、基金簡介
(廿一)基金短線交易之規定
(廿一)基金短線交易之規定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獲利，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
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除按事先約定條 獲利，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本公
件之電腦自動交易投資、定期定額投資、同一基金 司將收取短線交易費用。所謂「短線交易」是
同一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間之相互轉換外，本公司 指受益人於基金申購日(含)起七個日曆日內對
將收取短線交易費用。所謂「短線交易」是指受益 同一基金之受益權單位申請買回或轉換。例
人於基金申購日(含)起持有受益權單位數不滿十四 如，2009年4月1日買進本基金後，於同年4月7
個日曆日即申請買回或轉換者，屬短線交易。對於 日下午四點前又申請買回本基金，即屬短線交
從事短線交易之受益人申請買回或轉換時，應支付 易。本公司將收取基金買回金額百分之○．一
最高不超過買回價金百分之二之短線交易買回費 (0.1%)的短線交易費用並歸入本基金之資產。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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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目前短線交易之受益人應支付百分之○．三的 外，若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
短線交易費用並歸入本基金之資產。此外，若受益 拒絕該受益人再次申購基金。
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拒絕該受益人再
次申購基金。
案例說明：客戶A君於5月4日單筆申購甲基金累積型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5萬元，申購單位數為
1,428.2單位；A君於5月16日辦理甲基金累積型新臺
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買回500單位；買回基金淨值為
35.65元，A君持有甲基金累積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未滿十四個日曆日，需支付買回金額0.3%之短
線交易費用。因此A君應支付之短線交易費用為：500
(買回單位數) x 35.65元(買回淨值) x 0.3% (短線交
易買回費率) =53元(短線交易費用)。

摩根金龍收成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內容

原內容

一、基金簡介
一、基金簡介
(廿一)基金短線交易之規定
(廿一)基金短線交易之規定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獲利，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
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除按事先約定條 獲利，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本公
件之電腦自動交易投資、定期定額投資、同一基金 司將收取短線交易費用。所謂「短線交易」是
同一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間之相互轉換外，本公司 指受益人於基金申購日(含)起七個日曆日內對
將收取短線交易費用。所謂「短線交易」是指受益 同一基金之受益權單位申請買回或轉換。例
人於基金申購日(含)起持有受益權單位數不滿十四 如，2009年4月1日買進本基金後，於同年4月7
個日曆日即申請買回或轉換者，屬短線交易。對於 日下午四點前又申請買回本基金，即屬短線交
從事短線交易之受益人申請買回或轉換時，應支付 易。本公司將收取基金買回金額百分之○．一
最高不超過買回價金百分之二之短線交易買回費 (0.1%)的短線交易費用並歸入本基金之資產。此
用。目前短線交易之受益人應支付百分之○．三的 外，若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
短線交易費用並歸入本基金之資產。此外，若受益 拒絕該受益人再次申購基金。
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拒絕該受益人再
次申購基金。
案例說明：客戶A君於5月4日單筆申購甲基金累積型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5萬元，申購單位數為
1,428.2單位；A君於5月16日辦理甲基金累積型新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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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買回500單位；買回基金淨值為
35.65元，A君持有甲基金累積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未滿十四個日曆日，需支付買回金額0.3%之短
線交易費用。因此A君應支付之短線交易費用為：500
(買回單位數) x 35.65元(買回淨值) x 0.3% (短線交
易買回費率) =53元(短線交易費用)。

摩根中國亮點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內容

原內容

一、基金簡介
一、基金簡介
(廿一)基金短線交易之規定
(廿一)基金短線交易之規定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獲利，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
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除按事先約定條 獲利，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本公
件之電腦自動交易投資、定期定額投資、同一基金 司將收取短線交易費用。所謂「短線交易」是
同一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間之相互轉換外，本公司 指受益人於基金申購日(含)起七個日曆日內對
將收取短線交易費用。所謂「短線交易」是指受益 同一基金之受益權單位申請買回或轉換。例
人於基金申購日(含)起持有受益權單位數不滿十四 如，2009年4月1日買進本基金後，於同年4月7
個日曆日即申請買回或轉換者，屬短線交易。對於 日下午四點前又申請買回本基金，即屬短線交
從事短線交易之受益人申請買回或轉換時，應支付 易。本公司將收取基金買回金額百分之○．一
最高不超過買回價金百分之二之短線交易買回費 (0.1%)的短線交易費用並歸入本基金之資產。此
用。目前短線交易之受益人應支付百分之○．三的 外，若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
短線交易費用並歸入本基金之資產。此外，若受益 拒絕該受益人再次申購基金。
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拒絕該受益人再
次申購基金。
案例說明：客戶A君於5月4日單筆申購甲基金累積型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5萬元，申購單位數為
1,428.2單位；A君於5月16日辦理甲基金累積型新臺
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買回500單位；買回基金淨值為
35.65元，A君持有甲基金累積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未滿十四個日曆日，需支付買回金額0.3%之短
線交易費用。因此A君應支付之短線交易費用為：500
(買回單位數) x 35.65元(買回淨值) x 0.3% (短線交
易買回費率) =53元(短線交易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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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台灣金磚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內容

原內容

一、基金簡介
一、基金簡介
(廿一)基金短線交易之規定
(廿一)基金短線交易之規定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獲利，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
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除按事先約定條 獲利，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本公
件之電腦自動交易投資、定期定額投資、同一基金 司將收取短線交易費用。所謂「短線交易」是
同一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間之相互轉換外，本公司 指受益人於基金申購日(含)起七個日曆日內對
將收取短線交易費用。所謂「短線交易」是指受益 同一基金之受益權單位申請買回或轉換。例
人於基金申購日(含)起持有受益權單位數不滿十四 如，2010年1月21日買進本基金後，於同年1月
個日曆日即申請買回或轉換者，屬短線交易。對於 27日下午四點前又申請買回本基金，即屬短線
從事短線交易之受益人申請買回或轉換時，應支付 交易。本公司將收取基金買回金額百分之○．
最高不超過買回價金百分之二之短線交易買回費 一(0.1%)的短線交易費用並歸入本基金之資
用。目前短線交易之受益人應支付百分之○．三的 產。此外，若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
短線交易費用並歸入本基金之資產。此外，若受益 司亦得拒絕該受益人再次申購基金。
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拒絕該受益人再
次申購基金。
案例說明：客戶A君於5月4日單筆申購甲基金累積型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5萬元，申購單位數為
1,428.2單位；A君於5月16日辦理甲基金累積型新臺
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買回500單位；買回基金淨值為
35.65元，A君持有甲基金累積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未滿十四個日曆日，需支付買回金額0.3%之短
線交易費用。因此A君應支付之短線交易費用為：500
(買回單位數) x 35.65元(買回淨值) x 0.3% (短線交
易買回費率) =53元(短線交易費用)。

摩根新金磚五國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內容

原內容

一、基金簡介
一、基金簡介
(廿一)基金短線交易之規定
(廿一)基金短線交易之規定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獲利，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
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除按事先約定條 獲利，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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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之電腦自動交易投資、定期定額投資、同一基金 司將收取短線交易費用。所謂「短線交易」是
同一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間之相互轉換外，本公司 指受益人於基金申購日(含)起七個日曆日內對
將收取短線交易費用。所謂「短線交易」是指受益 同一基金之受益權單位申請買回或轉換。例
人於基金申購日(含)起持有受益權單位數不滿十四 如，2010年4月1日買進本基金後，於同年4月7
個日曆日即申請買回或轉換者，屬短線交易。對於 日下午四點前又申請買回本基金，即屬短線交
從事短線交易之受益人申請買回或轉換時，應支付 易。本公司將收取基金買回金額百分之○．一
最高不超過買回價金百分之二之短線交易買回費 (0.1%)的短線交易費用並歸入本基金之資產。此
用。目前短線交易之受益人應支付百分之○．三的 外，若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
短線交易費用並歸入本基金之資產。此外，若受益 拒絕該受益人再次申購基金。
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拒絕該受益人再
次申購基金。
案例說明：客戶A君於5月4日單筆申購甲基金累積型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5萬元，申購單位數為
1,428.2單位；A君於5月16日辦理甲基金累積型新臺
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買回500單位；買回基金淨值為
35.65元，A君持有甲基金累積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未滿十四個日曆日，需支付買回金額0.3%之短
線交易費用。因此A君應支付之短線交易費用為：500
(買回單位數) x 35.65元(買回淨值) x 0.3% (短線交
易買回費率) =53元(短線交易費用)。

摩根總收益組合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內容

原內容

一、基金簡介
一、基金簡介
(廿一)基金短線交易之規定
(廿一)基金短線交易之規定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獲利，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
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除按事先約定條 獲利，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本公
件之電腦自動交易投資、定期定額投資、同一基金 司將收取短線交易費用。所謂「短線交易」是
同一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間之相互轉換外，本公司 指受益人於基金申購日(含)起七個日曆日內對
將收取短線交易費用。所謂「短線交易」是指受益 同一基金之受益權單位申請買回或轉換。例
人於基金申購日(含)起持有受益權單位數不滿十四 如，2010年10月1日買進本基金後，於同年10
個日曆日即申請買回或轉換者，屬短線交易。對於 月7日下午四點前又申請買回本基金，即屬短線
從事短線交易之受益人申請買回或轉換時，應支付 交易。本公司將收取基金買回金額百分之○．
最高不超過買回價金百分之二之短線交易買回費 一(0.1%)的短線交易費用並歸入本基金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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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目前短線交易之受益人應支付百分之○．三的 產。此外，若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
短線交易費用並歸入本基金之資產。此外，若受益 司亦得拒絕該受益人再次申購基金。
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拒絕該受益人再
次申購基金。
案例說明：客戶A君於5月4日單筆申購甲基金累積型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5萬元，申購單位數為
1,428.2單位；A君於5月16日辦理甲基金累積型新臺
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買回500單位；買回基金淨值為
35.65元，A君持有甲基金累積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未滿十四個日曆日，需支付買回金額0.3%之短
線交易費用。因此A君應支付之短線交易費用為：500
(買回單位數) x 35.65元(買回淨值) x 0.3% (短線交
易買回費率) =53元(短線交易費用)。

摩根新興活利債券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內容

原內容

一、基金簡介
一、基金簡介
(廿一)基金短線交易之規定及處理
(廿一)基金短線交易之規定及處理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獲利，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
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除按事先約定條 獲利，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經理
件之電腦自動交易投資、定期定額投資、同一基金 公司將收取短線交易費用。所謂「短線交易」
同一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間之相互轉換外，本公司 是指受益人於基金申購日(含)起七個日曆日內
將收取短線交易費用。所謂「短線交易」是指受益 對同一基金同一類型之受益權單位申請買回或
人於基金申購日(含)起持有受益權單位數不滿十四 轉換。例如，2011年4月1日買進本基金累積型
個日曆日即申請買回或轉換者，屬短線交易。對於 受益權單位後，於同年4月7日下午四點前又申
從事短線交易之受益人申請買回或轉換時，應支付 請買回本基金累積型受益權單位，即屬短線交
最高不超過買回價金百分之二之短線交易買回費 易。經理公司將收取基金買回金額百分之○．
用。目前短線交易之受益人應支付百分之○．三的 一(0.1%)的短線交易費用並歸入本基金之資
短線交易費用並歸入本基金之資產。此外，若受益 產。此外，若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經理
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拒絕該受益人再 公司亦得拒絕該受益人再次申購基金。
次申購基金。

案例說明：客戶A君於9月3日單筆申購甲基金累

案例說明：客戶A君於5月4日單筆申購甲基金累積型 積型受益權單位5萬元，申購單位數為1,428.2
新 臺 幣 計 價 受 益 權 單 位 5 萬 元 ， 申 購 單 位 數 為 單位；A君於9月9日辦理甲基金累積型受益權單
1,428.2單位；A君於5月16日辦理甲基金累積型新臺 位買回500單位；買回基金淨值為35.65元，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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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買回500單位；買回基金淨值為 君持有甲基金累積型受益權單位未滿七個日曆
35.65元，A君持有甲基金累積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日，需支付買回金額0.1%之短線交易費用。因
單位未滿十四個日曆日，需支付買回金額0.3%之短 此A君應支付之短線交易費用為：500 (買回單位
線交易費用。因此A君應支付之短線交易費用為：500 數) x 35.65元(買回淨值) x 0.1% (短線交易買回
(買回單位數) x 35.65元(買回淨值) x 0.3% (短線交 費率) =18元(短線交易費用)。
易買回費率) =53元(短線交易費用)。

摩根亞洲總合高收益債券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內容

原內容

一、基金簡介
一、基金簡介
(廿一)基金短線交易之規定及處理
(廿一)基金短線交易之規定及處理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獲利，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
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除按事先約定條 獲利，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經理
件之電腦自動交易投資、定期定額投資、同一基金 公司將收取短線交易費用。所謂「短線交易」
同一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間之相互轉換外，本公司 是指受益人於基金申購日(含)起七個日曆日內
將收取短線交易費用。所謂「短線交易」是指受益 對同一基金同一類型且同一幣別之受益權單位
人於基金申購日(含)起持有受益權單位數不滿十四 申請買回或轉換。例如，2011年9月1日買進本
個日曆日即申請買回或轉換者，屬短線交易。對於 基金累積型受益權單位後，於同年9月7日下午
從事短線交易之受益人申請買回或轉換時，應支付 四點前又申請買回本基金累積型受益權單位，
最高不超過買回價金百分之二之短線交易買回費 即屬短線交易。經理公司將收取基金買回金額
用。目前短線交易之受益人應支付百分之○．三的 百分之○．一(0.1%)的短線交易費用並歸入本基
短線交易費用並歸入本基金之資產。此外，若受益 金之資產。此外，若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
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拒絕該受益人再 經理公司亦得拒絕該受益人再次申購基金。
次申購基金。

案例說明：客戶A君於5月6日單筆申購甲基金累

案例說明：客戶A君於5月4日單筆申購甲基金累積型 積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5萬元，申購單位數
新 臺 幣 計 價 受 益 權 單 位 5 萬 元 ， 申 購 單 位 數 為 為1,428.2單位；A君於5月12日辦理甲基金累積
1,428.2單位；A君於5月16日辦理甲基金累積型新臺 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買回500單位；買回基
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買回500單位；買回基金淨值為 金淨值為35.65元，A君持有甲基金累積型受益
35.65元，A君持有甲基金累積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權單位未滿七個日曆日，需支付買回金額0.1%
單位未滿十四個日曆日，需支付買回金額0.3%之短 之短線交易費用。因此A君應支付之短線交易費
線交易費用。因此A君應支付之短線交易費用為：500 用為：500 (買回單位數) x 35.65元(買回淨值) x
(買回單位數) x 35.65元(買回淨值) x 0.3% (短線交 0.1% (短線交易買回費率) =18元(短線交易費
易買回費率) =53元(短線交易費用)。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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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新興龍虎企業債券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內容

原內容

一、基金簡介
一、基金簡介
(廿一)基金短線交易之規定及處理
(廿一)基金短線交易之規定及處理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獲利，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
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除按事先約定條 獲利，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經理
件之電腦自動交易投資、定期定額投資、同一基金 公司將收取短線交易費用。所謂「短線交易」
同一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間之相互轉換外，本公司 是指受益人於基金申購日(含)起七個日曆日內
將收取短線交易費用。所謂「短線交易」是指受益 對同一基金同一類型之受益權單位申請買回或
人於基金申購日(含)起持有受益權單位數不滿十四 轉換。例如，2012年9月1日買進本基金累積型
個日曆日即申請買回或轉換者，屬短線交易。對於 受益權單位後，於同年9月7日下午四點前又申
從事短線交易之受益人申請買回或轉換時，應支付 請買回本基金同一類型受益權單位，即屬短線
最高不超過買回價金百分之二之短線交易買回費 交易。經理公司將收取基金買回金額 百分之
用。目前短線交易之受益人應支付百分之○．三的 ○．一(0.1%)的短線交易費用並歸入本基金之資
短線交易費用並歸入本基金之資產。此外，若受益 產。此外，若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經理
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拒絕該受益人再 公司亦得拒絕該受益人再次申購基金。
次申購基金。

案例說明：客戶A君於10月6日單筆申購甲基金

案例說明：客戶A君於5月4日單筆申購甲基金累積型 累積型受益權單位5萬元，申購單位數為1,428.2
新 臺 幣 計 價 受 益 權 單 位 5 萬 元 ， 申 購 單 位 數 為 單位；A君於10月12日辦理甲基金累積型受益權
1,428.2單位；A君於5月16日辦理甲基金累積型新臺 單位買回500單位；買回基金淨值為35.65元，A
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買回500單位；買回基金淨值為 君持有甲基金累積型受益權單位未滿七個日曆
35.65元，A君持有甲基金累積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日，需支付買回金額0.1%之短線交易費用。因
單位未滿十四個日曆日，需支付買回金額0.3%之短 此A君應支付之短線交易費用為：500 (買回單位
線交易費用。因此A君應支付之短線交易費用為：500 數) x 35.65元(買回淨值) x 0.1% (短線交易買回
(買回單位數) x 35.65元(買回淨值) x 0.3% (短線交 費率) =18元(短線交易費用)。
易買回費率) =53元(短線交易費用)。

摩根中國Ａ股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內容

原內容

一、基金簡介
一、基金簡介
(廿一)基金短線交易之規定及處理
(廿一)基金短線交易之規定及處理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獲利，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
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除按事先約定條 獲利，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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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之電腦自動交易投資、定期定額投資、同一基金 公司將收取短線交易費用。所謂「短線交易」
同一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間之相互轉換外，本公司 是指受益人於基金申購日(含)起七個日曆日內
將收取短線交易費用。所謂「短線交易」是指受益 對同一基金同一類型之受益權單位申請買回或
人於基金申購日(含)起持有受益權單位數不滿十四 轉換。例如，2013年3月1日買進本基金累積型
個日曆日即申請買回或轉換者，屬短線交易。對於 受益權單位後，於同年3月7日下午四點前又申
從事短線交易之受益人申請買回或轉換時，應支付 請買回本基金同一類型受益權單位，即屬短線
最高不超過買回價金百分之二之短線交易買回費 交易。經理公司將收取基金買回金額 百分之
用。目前短線交易之受益人應支付百分之○．三的 ○．一(0.1%)的短線交易費用並歸入本基金之資
短線交易費用並歸入本基金之資產。此外，若受益 產。此外，若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經理
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拒絕該受益人再 公司亦得拒絕該受益人再次申購基金。
次申購基金。

案例說明：客戶A君於10月6日單筆申購甲基金

案例說明：客戶A君於5月4日單筆申購甲基金累積型 累積型受益權單位5萬元，申購單位數為1,428.2
新 臺 幣 計 價 受 益 權 單 位 5 萬 元 ， 申 購 單 位 數 為 單位；A君於10月12日辦理甲基金累積型受益權
1,428.2單位；A君於5月16日辦理甲基金累積型新臺 單位買回500單位；買回基金淨值為35.65元，A
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買回500單位；買回基金淨值為 君持有甲基金累積型受益權單位未滿七個日曆
35.65元，A君持有甲基金累積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日，需支付買回金額0.1%之短線交易費用。因
單位未滿十四個日曆日，需支付買回金額0.3%之短 此A君應支付之短線交易費用為：500 (買回單位
線交易費用。因此A君應支付之短線交易費用為：500 數) x 35.65元(買回淨值) x 0.1% (短線交易買回
(買回單位數) x 35.65元(買回淨值) x 0.3% (短線交 費率) =18元(短線交易費用)。
易買回費率) =53元(短線交易費用)。

摩根泛亞太股票入息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內容

原內容

一、基金簡介
一、基金簡介
(廿一)基金短線交易之規定及處理
(廿一)基金短線交易之規定及處理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獲利，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
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除按事先約定條 獲利，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經理
件之電腦自動交易投資、定期定額投資、同一基金 公司將收取短線交易費用。所謂「短線交易」
同一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間之相互轉換外，本公司 是指受益人於基金申購日(含)起七個日曆日內
將收取短線交易費用。所謂「短線交易」是指受益 對同一基金同一類型且同一幣別之受益權單位
人於基金申購日(含)起持有受益權單位數不滿十四 申請買回或轉換。例如，2014年9月3日買進本
個日曆日即申請買回或轉換者，屬短線交易。對於 基金後，於同年9月9日下午四點前又申請買回
從事短線交易之受益人申請買回或轉換時，應支付 本基金，即屬短線交易。經理公司將收取基金
最高不超過買回價金百分之二之短線交易買回費 買回金額百分之○．一(0.1%)的短線交易費用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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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目前短線交易之受益人應支付百分之○．三的 歸入本基金之資產。此外，若受益人「短線交
短線交易費用並歸入本基金之資產。此外，若受益 易」頻繁，經理公司亦得拒絕該受益人再次申
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拒絕該受益人再 購基金。
次申購基金。

案例說明：客戶A君於9月3日單筆申購甲基金累

案例說明：客戶A君於5月4日單筆申購甲基金累積型 積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5萬元，申購單位數
新 臺 幣 計 價 受 益 權 單 位 5 萬 元 ， 申 購 單 位 數 為 為1,428.2單位；A君於9月9日辦理甲基金累積
1,428.2單位；A君於5月16日辦理甲基金累積型新臺 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買回500單位；買回基
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買回500單位；買回基金淨值為 金淨值為35.65元，A君持有甲基金累積型新臺
35.65元，A君持有甲基金累積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未滿七個日曆日，需支付買
單位未滿十四個日曆日，需支付買回金額0.3%之短 回金額0.1%之短線交易費用。因此A君應支付之
線交易費用。因此A君應支付之短線交易費用為：500 短線交易費用為：500 (買回單位數) x 35.65元
(買回單位數) x 35.65元(買回淨值) x 0.3% (短線交 (買回淨值) x 0.1% (短線交易買回費率) =18元
易買回費率) =53元(短線交易費用)。

(短線交易費用)。

摩根多元入息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內容

原內容

一、基金簡介
一、基金簡介
(廿一)基金短線交易之規定及處理
(廿一)基金短線交易之規定及處理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獲利，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
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除按事先約定條 獲利，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經理
件之電腦自動交易投資、定期定額投資、同一基金 公司將收取短線交易費用。所謂「短線交易」
同一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間之相互轉換外，本公司 是指受益人於基金申購日(含)起七個日曆日內
將收取短線交易費用。所謂「短線交易」是指受益 對同一基金同一類型且同一幣別之受益權單位
人於基金申購日(含)起持有受益權單位數不滿十四 申請買回或轉換。例如，2014年9月3日買進本
個日曆日即申請買回或轉換者，屬短線交易。對於 基金後，於同年9月9日下午四點前又申請買回
從事短線交易之受益人申請買回或轉換時，應支付 本基金，即屬短線交易。經理公司將收取基金
最高不超過買回價金百分之二之短線交易買回費 買回金額百分之○．一(0.1%)的短線交易費用並
用。目前短線交易之受益人應支付百分之○．三的 歸入本基金之資產。此外，若受益人「短線交
短線交易費用並歸入本基金之資產。此外，若受益 易」頻繁，經理公司亦得拒絕該受益人再次申
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拒絕該受益人再 購基金。
次申購基金。

案例說明：客戶A君於9月3日單筆申購甲基金累

案例說明：客戶A君於5月4日單筆申購甲基金累積型 積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5萬元，申購單位數
新 臺 幣 計 價 受 益 權 單 位 5 萬 元 ， 申 購 單 位 數 為 為1,428.2單位；A君於9月9日辦理甲基金累積
1,428.2單位；A君於5月16日辦理甲基金累積型新臺 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買回500單位；買回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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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買回500單位；買回基金淨值為 金淨值為35.65元，A君持有甲基金累積型新臺
35.65元，A君持有甲基金累積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未滿七個日曆日，需支付買
單位未滿十四個日曆日，需支付買回金額0.3%之短 回金額0.1%之短線交易費用。因此A君應支付之
線交易費用。因此A君應支付之短線交易費用為：500 短線交易費用為：500 (買回單位數) x 35.65元
(買回單位數) x 35.65元(買回淨值) x 0.3% (短線交 (買回淨值) x 0.1% (短線交易買回費率) =18元
易買回費率) =53元(短線交易費用)。

(短線交易費用)。

摩根新興雙利平衡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內容

原內容

一、基金簡介
一、基金簡介
(廿一)基金短線交易之規定及處理
(廿一)基金短線交易之規定及處理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獲利，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
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除按事先約定條 獲利，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經理
件之電腦自動交易投資、定期定額投資、同一基金 公司將收取短線交易費用。所謂「短線交易」
同一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間之相互轉換外，本公司 是指受益人於基金申購日(含)起七個日曆日內
將收取短線交易費用。所謂「短線交易」是指受益 對同一基金同一類型且同一幣別之受益權單位
人於基金申購日(含)起持有受益權單位數不滿十四 申請買回或轉換。例如，2015年5月4日買進本
個日曆日即申請買回或轉換者，屬短線交易。對於 基金後，於同年5月8日下午四點前又申請買回
從事短線交易之受益人申請買回或轉換時，應支付 本基金，即屬短線交易。經理公司將收取基金
最高不超過買回價金百分之二之短線交易買回費 買回金額百分之○．一(0.1%)的短線交易費用並
用。目前短線交易之受益人應支付百分之○．三的 歸入本基金之資產。此外，若受益人「短線交
短線交易費用並歸入本基金之資產。此外，若受益 易」頻繁，經理公司亦得拒絕該受益人再次申
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拒絕該受益人再 購基金。
次申購基金。

案例說明：客戶A君於5月4日單筆申購甲基金累

案例說明：客戶A君於5月4日單筆申購甲基金累積型 積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5萬元，申購單位數
新 臺 幣 計 價 受 益 權 單 位 5 萬 元 ， 申 購 單 位 數 為 為1,428.2單位；A君於5月8日辦理甲基金累積
1,428.2單位；A君於5月16日辦理甲基金累積型新臺 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買回500單位；買回基
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買回500單位；買回基金淨值為 金淨值為35.65元，A君持有甲基金累積型新臺
35.65元，A君持有甲基金累積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未滿七個日曆日，需支付買
單位未滿十四個日曆日，需支付買回金額0.3%之短 回金額0.1%之短線交易費用。因此A君應支付之
線交易費用。因此A君應支付之短線交易費用為：500 短線交易費用為：500 (買回單位數) x 35.65元
(買回單位數) x 35.65元(買回淨值) x 0.3% (短線交 (買回淨值) x 0.1% (短線交易買回費率) =18元
易買回費率) =53元(短線交易費用)。

(短線交易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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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中國雙息平衡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內容

原內容

一、基金簡介
一、基金簡介
(廿一)基金短線交易之規定及處理
(廿一)基金短線交易之規定及處理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獲利，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
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除按事先約定條 獲利，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經理
件之電腦自動交易投資、定期定額投資、同一基金 公司將收取短線交易費用。所謂「短線交易」
同一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間之相互轉換外，本公司 是指受益人於基金申購日(含)起七個日曆日內
將收取短線交易費用。所謂「短線交易」是指受益 對同一基金同一類型且同一幣別之受益權單位
人於基金申購日(含)起持有受益權單位數不滿十四 申請買回或轉換。例如，2015年5月4日買進本
個日曆日即申請買回或轉換者，屬短線交易。對於 基金後，於同年5月8日下午四點前又申請買回
從事短線交易之受益人申請買回或轉換時，應支付 本基金，即屬短線交易。經理公司將收取基金
最高不超過買回價金百分之二之短線交易買回費 買回金額百分之○．一(0.1%)的短線交易費用並
用。目前短線交易之受益人應支付百分之○．三的 歸入本基金之資產。此外，若受益人「短線交
短線交易費用並歸入本基金之資產。此外，若受益 易」頻繁，經理公司亦得拒絕該受益人再次申
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拒絕該受益人再 購基金。
次申購基金。

案例說明：客戶A君於5月4日單筆申購甲基金累

案例說明：客戶A君於5月4日單筆申購甲基金累積型 積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5萬元，申購單位數
新 臺 幣 計 價 受 益 權 單 位 5 萬 元 ， 申 購 單 位 數 為 為1,428.2單位；A君於5月8日辦理甲基金累積
1,428.2單位；A君於5月16日辦理甲基金累積型新臺 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買回500單位；買回基
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買回500單位；買回基金淨值為 金淨值為35.65元，A君持有甲基金累積型新臺
35.65元，A君持有甲基金累積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未滿七個日曆日，需支付買
單位未滿十四個日曆日，需支付買回金額0.3%之短 回金額0.1%之短線交易費用。因此A君應支付之
線交易費用。因此A君應支付之短線交易費用為：500 短線交易費用為：500 (買回單位數) x 35.65元
(買回單位數) x 35.65元(買回淨值) x 0.3% (短線交 (買回淨值) x 0.1% (短線交易買回費率) =18元
易買回費率) =53元(短線交易費用)。

(短線交易費用)。

摩根環球股票收益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內容

原內容

一、基金簡介
一、基金簡介
(廿一)基金短線交易之規定及處理
(廿一)基金短線交易之規定及處理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獲利， 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稀釋基金之
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除按事先約定條 獲利，以致影響長期持有之受益人權益，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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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之電腦自動交易投資、定期定額投資、同一基金 公司將收取短線交易費用。所謂「短線交易」
同一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間之相互轉換外，本公司 是指受益人於基金申購日(含)起七個日曆日內
將收取短線交易費用。所謂「短線交易」是指受益 對同一基金同一類型且同一幣別之受益權單位
人於基金申購日(含)起持有受益權單位數不滿十四 申請買回或轉換。例如，2015年11月4日買進本
個日曆日即申請買回或轉換者，屬短線交易。對於 基金後，於同年11月9日下午四點前又申請買回
從事短線交易之受益人申請買回或轉換時，應支付 本基金，即屬短線交易。經理公司將收取基金
最高不超過買回價金百分之二之短線交易買回費 買回金額百分之○．一(0.1%)的短線交易費用並
用。目前短線交易之受益人應支付百分之○．三的 歸入本基金之資產。此外，若受益人「短線交
短線交易費用並歸入本基金之資產。此外，若受益 易」頻繁，經理公司亦得拒絕該受益人再次申
人「短線交易」頻繁，本公司亦得拒絕該受益人再 購基金。
次申購基金。

案例說明：客戶A君於11月4日單筆申購甲基金

案例說明：客戶A君於5月4日單筆申購甲基金累積型 累積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5萬元，申購單位
新 臺 幣 計 價 受 益 權 單 位 5 萬 元 ， 申 購 單 位 數 為 數為1,428.2單位；A君於11月9日辦理甲基金累
1,428.2單位；A君於5月16日辦理甲基金累積型新臺 積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買回500單位；買回
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買回500單位；買回基金淨值為 基金淨值為35.65元，A君持有甲基金累積型新
35.65元，A君持有甲基金累積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未滿七個日曆日，需支付
單位未滿十四個日曆日，需支付買回金額0.3%之短 買回金額0.1%之短線交易費用。因此A君應支付
線交易費用。因此A君應支付之短線交易費用為：500 之短線交易費用為：500 (買回單位數) x 35.65
(買回單位數) x 35.65元(買回淨值) x 0.3% (短線交 元(買回淨值) x 0.1% (短線交易買回費率) =18
易買回費率) =53元(短線交易費用)。

元(短線交易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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