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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中小成長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 訂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十六條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 

一、經理公司之報酬，依下列方式計

算並給付之: 

(一)各類型(I 類型除外)受益權單

位，按該等類型淨資產價值每

年百分之一．六 (1.6%)之比

率，逐日累計計算，並自本基

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但本基金於成立日起六個月

後，除有本契約第十四條第一

項第(三)款但書所規定之特殊

情形外，投資於上市或上櫃股

票之總金額未達本基金淨資產

價值之百分之七十時，該未達

部分減半計收經理公司之報

酬。 

(二)美元計價 I 類型受益權單位，

按該類型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

之○•八（0.8％）之比率，逐

日累計計算，並自該類型首次

銷售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二、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一五

(0.15%)之比率，由經理公司逐日

累計計算，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

曆月給付乙次。 

三、前一、二項報酬，於次曆月五個

營業日內以新臺幣自本基金撥付

之。 

四、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報

酬，得不經受益人會議之決議調

降之。 

五、經理公司運用所管理之全權委託

投資專戶投資本基金(I類型除外)

時，如委託客戶屬金融消費者保

護法第四條所定「專業投資機

構」，且委託投資資產價值達一

定條件以上者，經理公司得與該

客戶約定，將所收取經理費之一

部或全部退還予該全權委託投資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 

一、經理公司之報酬，依下列方式計

算並給付之: 

(一)各類型(I 類型除外)受益權單

位，按該等類型淨資產價值每

年百分之一．六 (1.6%)之比

率，逐日累計計算，並自本基

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但本基金於成立日起六個月

後，除有本契約第十四條第一

項第(三)款但書所規定之特殊

情形外，投資於上市或上櫃股

票之總金額未達本基金淨資產

價值之百分之七十時，該未達

部分減半計收經理公司之報

酬。 

(二)美元計價 I 類型受益權單位，

按該類型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

之○•八（0.8％）之比率，逐

日累計計算，並自該類型首次

銷售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二、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一五

(0.15%)之比率，由經理公司逐日

累計計算，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

曆月給付乙次。 

三、前一、二項報酬，於次曆月五個

營業日內以新臺幣自本基金撥付

之。 

四、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報

酬，得不經受益人會議之決議調

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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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戶。前述「一定條件以上」詳

如基金公開說明書。 

 

國泰科技生化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 次 修 訂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十六條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 

一、 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

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一．六

(1.6%)之比率，逐日累計計算，

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

付乙次。但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

屆滿三個月後，除本契約第十四

條第一項規定之特殊情形外，投

資於上市、上櫃公司股票之總金

額未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

分之七十部分，經理公司之報酬

應減半計收。 

二、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基

金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一

五(0.15%)之比率，由經理公司逐

日累計計算，自本基金成立日起

每曆月給付乙次。 

三、 前一、二項報酬，於次曆月五個

營業日內以新台幣自本基金撥

付之。 

四、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報

酬，得不經受益人會議之決議調

降之。 

五、經理公司運用所管理之全權委託

投資專戶投資本基金時，如委託

客戶屬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四條

所定「專業投資機構」，且委託投

資資產價值達一定條件以上者，

經理公司得與該客戶約定，將所

收取經理費之一部或全部退還予

該全權委託投資專戶。前述「一

定條件以上」詳如基金公開說明

書。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 

一、 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

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一．六

(1.6%)之比率，逐日累計計算，

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

付乙次。但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

屆滿三個月後，除本契約第十四

條第一項規定之特殊情形外，投

資於上市、上櫃公司股票之總金

額未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

分之七十部分，經理公司之報酬

應減半計收。 

二、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基

金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一

五(0.15%)之比率，由經理公司逐

日累計計算，自本基金成立日起

每曆月給付乙次。 

三、 前一、二項報酬，於次曆月五個

營業日內以新台幣自本基金撥

付之。 

四、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報

酬，得不經受益人會議之決議調

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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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大中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 次 修 訂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十六條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 

一、 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

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一．六

(1.6%)之比率，逐日累計計算，

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

付乙次。但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

屆滿三個月後，除本契約第十四

條第一項規定之特殊情形外，投

資於上市、上櫃公司股票之總金

額未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

分之七十部分，經理公司之報酬

應減半計收。 

二、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基

金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一

五(0.15%)之比率，由經理公司逐

日累計計算，自本基金成立日起

每曆月給付乙次。 

三、 前一、二項報酬，於次曆月五個

營業日內以新台幣自本基金撥

付之。 

四、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報

酬，得不經受益人會議之決議調

降之。 

五、經理公司運用所管理之全權委託

投資專戶投資本基金時，如委託

客戶屬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四條

所定「專業投資機構」，且委託

投資資產價值達一定條件以上

者，經理公司得與該客戶約定，

將所收取經理費之一部或全部退

還予該全權委託投資專戶。前述

「一定條件以上」詳如基金公開

說明書。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 

一、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

產價值每年百分之一．六(1.6%)

之比率，逐日累計計算，並自本

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但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屆滿三個

月後，除本契約第十四條第一項

規定之特殊情形外，投資於上

市、上櫃公司股票之總金額未達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七十

部分，經理公司之報酬應減半計

收。 

二、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一五

(0.15%)之比率，由經理公司逐日

累計計算，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

曆月給付乙次。 

三、前一、二項報酬，於次曆月五個

營業日內以新台幣自本基金撥付

之。 

四、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報

酬，得不經受益人會議之決議調

降之。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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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小龍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 訂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十六條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 

一、經理公司之報酬，依下列方式計

算並給付之: 

 (一)各類型(I 類型除外)受益權單

位，按該等類型淨資產價值依

後述比例，逐日累積計算之方

式，每曆月給付乙次，自本基

金成立日起計付： 

１.該等類型淨資產價值在等值

新臺幣十五億元以下者，依

每年百分之一•五（1.5％）

計算給付。 

２.該等類型淨資產價值在等值

新臺幣十五億元 (含 )以上

者，除依前述第 1 目規定計

算外，就超過等值新臺幣十

五億元部份，依每年百分之

一•二（1.2％）計算給付。 

(二)美元計價 I 類型受益權單位，按

該類型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

之○•七五（0.75％）之比率，

逐日累計計算，並自該類型首

次銷售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二、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按本基金淨

資產價值依後述比例，由經理公

司逐日累積計算之方式，每曆月

給付乙次，自本基金成立日起計

付： 

(一)本基金淨資產價值在等值新臺

幣十五億元以下者，依每年百

分之○•一五（0.15％）計算給

付。 

(二)本基金淨資產價值在等值新臺

幣十五億元(含)以上者，除依

前述第 1 目規定計算外，就超

過等值新臺幣十五億元部

份，依每年百分之○•一二

（0.12％）計算給付。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 

一、經理公司之報酬，依下列方式計

算並給付之: 

 (一)各類型(I 類型除外)受益權單

位，按該等類型淨資產價值依

後述比例，逐日累積計算之方

式，每曆月給付乙次，自本基

金成立日起計付： 

１.該等類型淨資產價值在等值

新臺幣十五億元以下者，依

每年百分之一•五（1.5％）

計算給付。 

２.該等類型淨資產價值在等值

新臺幣十五億元 (含 )以上

者，除依前述第 1 目規定計

算外，就超過等值新臺幣十

五億元部份，依每年百分之

一•二（1.2％）計算給付。 

(二)美元計價 I 類型受益權單位，按

該類型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

之○•七五（0.75％）之比率，

逐日累計計算，並自該類型首

次銷售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二、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按本基金淨

資產價值依後述比例，由經理公

司逐日累積計算之方式，每曆月

給付乙次，自本基金成立日起計

付： 

(一)本基金淨資產價值在等值新臺

幣十五億元以下者，依每年百

分之○•一五（0.15％）計算給

付。 

(二)本基金淨資產價值在等值新臺

幣十五億元(含)以上者，除依

前述第 1 目規定計算外，就超

過等值新臺幣十五億元部

份，依每年百分之○•一二

（0.12％）計算給付。 

 

配合 104.3.9

金管證投字

第

1040002962

號函令及基

金操作實務

需要，增列

相 關 之 規

定。 



 5 

三、前一、二項報酬，於次曆月五個

營業日內以新臺幣自本基金撥

付之。 

四、無淨資產價值估值之日，報酬按

最近前一計算日之淨資產價值

計算。 

五、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報

酬，得不經受益人會議之決議調

降之。 

六、經理公司運用所管理之全權委託

投資專戶投資本基金(I 類型除

外)時，如委託客戶屬金融消費者

保護法第四條所定「專業投資機

構」，且委託投資資產價值達一

定條件以上者，經理公司得與該

客戶約定，將所收取經理費之一

部或全部退還予該全權委託投

資專戶。前述「一定條件以上」

詳如基金公開說明書。 

三、前一、二項報酬，於次曆月五個

營業日內以新臺幣自本基金撥

付之。 

四、無淨資產價值估值之日，報酬按

最近前一計算日之淨資產價值

計算。 

五、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報

酬，得不經受益人會議之決議調

降之。 

新增 

 

國泰收益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全球多重收益平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有相當

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修訂前

後條文對照表 

條 次 修 正 後 內 容 修 正 前 內 容 說 明 

第十六條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 

一、 經理公司之報酬，依下列方式

計算並給付之: 

（一） 各類型(I 類型除外)受益權

單位，按其淨資產價值每年

百分之一•二五（1.25％）之

比率，逐日累計計算，並自

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

乙次。但本基金自成立之日

起屆滿六個月後，除本契約

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之特殊

情形外，投資於上市、上櫃

公司股票、存託憑證、債券

及其他固定收益證券之總金

額未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百分之七十部分，經理公司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 

一、 經理公司之報酬，依下列方式

計算並給付之: 

（一） 各類型(I 類型除外)受益權

單位，按其淨資產價值每年

百分之一•二五（1.25％）之

比率，逐日累計計算，並自

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

乙次。但本基金自成立之日

起屆滿六個月後，除本契約

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之特殊

情形外，投資於上市、上櫃

公司股票、存託憑證、債券

及其他固定收益證券之總金

額未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百分之七十部分，經理公司

配合 104.3.9

金管證投字

第

1040002962

號函令及基

金操作實務

需要，增列

相 關 之 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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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報酬應就各類型(I 類型除

外)受益權單位計算所得之

報酬減半計收。 

（二） 美元計價 I 類型受益權單

位，經理公司之報酬非由基

金資產支付，申購人依其與

經理公司簽訂之申購契約費

率計算，該費率目前訂定為

其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

○•六二五（0.625％）；自

107 年 11 月 1 日起，經理公

司之報酬由基金資產支付，

按該類型淨資產價值每年百

分之○•六二五（0.625％）之

比率，逐日累計計算，並於

每曆月給付乙次。 

二、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含支付

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或其代理

人、受託人之費用及報酬）係

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

之○•二五（0.25%）之比率，

由經理公司逐日累計計算，自

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

次。 

三、 前一、二項報酬，於次曆月五

個營業日內以新臺幣自本基金

撥付之。 

四、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報

酬，得不經受益人會議之決議

調降之。 

五、 經理公司運用所管理之全權委

託投資專戶投資本基金(I 類型

除外)時，如委託客戶屬金融消

費者保護法第四條所定「專業

投資機構」，且委託投資資產

價值達一定條件以上者，經理

公司得與該客戶約定，將所收

取經理費之一部或全部退還予

該全權委託投資專戶。前述「一

定條件以上」詳如基金公開說

明書。 

之報酬應就各類型(I 類型除

外)受益權單位計算所得之

報酬減半計收。 

（二） 美元計價 I 類型受益權單

位，經理公司之報酬非由基

金資產支付，申購人依其與

經理公司簽訂之申購契約費

率計算，該費率目前訂定為

其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

○•六二五（0.625％）；自

107 年 11 月 1 日起，經理公

司之報酬由基金資產支付，

按該類型淨資產價值每年百

分之○•六二五（0.625％）之

比率，逐日累計計算，並於

每曆月給付乙次。 

二、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含支付

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或其代理

人、受託人之費用及報酬）係

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

之○•二五（0.25%）之比率，

由經理公司逐日累計計算，自

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

次。 

三、 前一、二項報酬，於次曆月五

個營業日內以新臺幣自本基金

撥付之。 

四、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報

酬，得不經受益人會議之決議

調降之。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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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中國內需增長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 訂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十六條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 

一、經理公司之報酬，依下列方式計

算並給付之: 

（一） 各類型(I 類型除外)受益權

單位，按該等類型淨資產價

值每年百分之一•八○(1.80

％)之比率，逐日累計計算，

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

給付乙次。但本基金自成立

之日起屆滿六個月後，除本

契約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之

特殊情形外，投資於國內外

股票及存託憑證之總金額未

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

之七十部分，經理公司之報

酬應減半計收。 

（二） 美元計價 I 類型受益權單

位，經理公司之報酬非由基

金資產支付。申購人依其與

經理公司簽訂之申購契約費

率計算，該費率目前訂定為

該類型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

之○•九○（0.90％）；自

107 年 11 月 1 日起，經理公

司之報酬由基金資產支付，

按該類型淨資產價值每年百

分之○•九（0.90％）之比

率，逐日累計計算，並於每

曆月給付乙次。 

二、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含支付國

外受託保管機構或其代理人、受

託人之費用及報酬）係按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二四

(0.24%)之比率，由經理公司逐

日累計計算，自本基金成立日起

每曆月給付乙次。 

三、 本條第一、二項報酬，於次曆月

五個營業日內以新臺幣自本基

金撥付之。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 

一、經理公司之報酬，依下列方式計

算並給付之: 

（一） 各類型(I 類型除外)受益權

單位，按該等類型淨資產價

值每年百分之一•八○(1.80

％)之比率，逐日累計計算，

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

月給付乙次。但本基金自成

立之日起屆滿六個月後，除

本契約第十四條第一項規

定之特殊情形外，投資於國

內外股票及存託憑證之總

金額未達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之百分之七十部分，經理

公司之報酬應減半計收。 

（二） 美元計價 I 類型受益權單

位，經理公司之報酬非由基

金資產支付。申購人依其與

經理公司簽訂之申購契約

費率計算，該費率目前訂定

為該類型淨資產價值每年

百分之○•九○（0.90％）；

自 107 年 11 月 1 日起，經

理公司之報酬由基金資產

支付，按該類型淨資產價值

每年百分之○•九（0.90％）

之比率，逐日累計計算，並

於每曆月給付乙次。 

二、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含支付國

外受託保管機構或其代理人、受

託人之費用及報酬）係按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二四

(0.24%)之比率，由經理公司逐

日累計計算，自本基金成立日起

每曆月給付乙次。 

三、 本條第一、二項報酬，於次曆月

五個營業日內以新臺幣自本基

金撥付之。 

 

配合 104.3.9

金管證投字

第

1040002962

號函令及基

金操作實務

需要，增列相

關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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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報

酬，得不經受益人會議之決議調

降之。 

五、 經理公司運用所管理之全權委

託投資專戶投資本基金(I 類型

除外)時，如委託客戶屬金融消

費者保護法第四條所定「專業投

資機構」，且委託投資資產價值

達一定條件以上者，經理公司得

與該客戶約定，將所收取經理費

之一部或全部退還予該全權委

託投資專戶。前述「一定條件以

上」詳如基金公開說明書。 

四、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報

酬，得不經受益人會議之決議調

降之。 

 

國泰新興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 訂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十六條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 

一、經理公司之報酬，依下列方式計

算並給付之: 

（一） 各類型（Ｉ類型除外）受

益權單位係按本基金淨資

產價值每年百分之一∙六○

(1.60％)之比率，逐日累計

計算，並自本基金成立日

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二） 美元計價Ｉ類型受益權單

位，經理公司之報酬非由

基金資產支付。申購人依

其與經理公司簽訂之申購

契約費率計算，該費率目

前訂定為其淨資產價值每

年百分之○•八（0.80%）；

自 107 年 11 月 1 日起，經

理公司之報酬由基金資產

支付，按該類型淨資產價

值每年百分之○•八（0.80

％）之比率，逐日累計計

算，並於每曆月給付乙次。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 

一、經理公司之報酬，依下列方式計

算並給付之: 

（一） 各類型（Ｉ類型除外）受

益權單位係按本基金淨

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一∙

六○(1.60％)之比率，逐

日累計計算，並自本基金

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

次。 

（二） 美元計價Ｉ類型受益權

單位，經理公司之報酬非

由基金資產支付。申購人

依其與經理公司簽訂之

申購契約費率計算，該費

率目前訂定為其淨資產

價值每年百分之○•八

（0.80%）；自 107 年 11

月 1 日起，經理公司之報

酬由基金資產支付，按該

類型淨資產價值每年百

分之○•八（0.80％）之

比率，逐日累計計算，並

 

配合 104.3.9

金管證投字

第

1040002962

號函令及基

金操作實務

需要，增列相

關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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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含支付國

外受託保管機構或其代理人、受

託人之費用及報酬）係按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二四

(0.24%)之比率，由經理公司逐

日累計計算，自本基金成立日起

每曆月給付乙次。 

三、 前一、二項報酬，於次曆月五個

營業日內以新臺幣自本基金撥

付之。 

四、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報

酬，得不經受益人會議之決議調

降之。 

五、 經理公司運用所管理之全權委

託投資專戶投資本基金(I 類型

除外)時，如委託客戶屬金融消

費者保護法第四條所定「專業投

資機構」，且委託投資資產價值

達一定條件以上者，經理公司得

與該客戶約定，將所收取經理費

之一部或全部退還予該全權委

託投資專戶。前述「一定條件以

上」詳如基金公開說明書。 

於每曆月給付乙次。 

二、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含支付國

外受託保管機構或其代理人、受

託人之費用及報酬）係按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二四

(0.24%)之比率，由經理公司逐

日累計計算，自本基金成立日起

每曆月給付乙次。 

三、 前一、二項報酬，於次曆月五個

營業日內以新臺幣自本基金撥

付之。 

四、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報

酬，得不經受益人會議之決議調

降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