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加發行受益權單位數為
伍億個單位；第二次追加
募集金額最高為新臺幣貳

億元，追加發行受益權單 淨 發 行 受 益
位數為伍億個單位。合計 權 單 位 總
首次募集及第一次追加 數。

佰億元，追加發行受益權
單位數為伍億個單位。合
計首次募集及歷次追加募
集之總募集金額最高為新
臺幣陸佰億元整，淨發行
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壹
拾伍億個單位。經理公司
募集本基金，經金管會申
請核准或申報生效後，於
符合法令規定之條件時，

募集之總募集金額最高
為新臺幣肆佰億元整，淨
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
高為壹拾億個單位。經理
公司募集本基金，經金管
會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
後，於符合法令規定之條
件時，得辦理追加募集。

得辦理追加募集。

「中國信託多元收益債券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基金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
條款項次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一)中國信託彭博巴克萊 10 年期 (一)中國信託彭博巴克萊10年期以 1.新增「中國
封面頁/
以上高評級美元公司債券 ETF
上高評級美元公司債券ETF基 信託彭博巴克
七、
本
基金：首次募集金額最高為新
金：首次募集金額最高為新臺幣 萊 10 年期以上
次發行總
臺幣貳佰億元、第一次追加募
貳佰億元、第一次追加募集金額 高評級美元公
面額
集金額最高為新臺幣貳佰億
最高為新臺幣貳佰億元、第二次 司債券 ETF 基
元、第二次追加募集金額最高
追加募集金額最高為新臺幣貳 金」第四次追
為新臺幣貳佰億元、第三次追
佰億元及第三次追加募集金額 加募集最高金
加募集金額最高為新臺幣貳佰
最高為新臺幣貳佰億元，合計首 額及追加募集
億元及第四次追加募集金額最
次募集及歷次追加募集之總募 後合計最高之
高為新臺幣貳佰億元，合計首
集金額最高為新臺幣捌佰億元 總募集金額。
次募集及歷次追加募集之總募
整。
集金額最高為新臺幣壹仟億元
2. 新增「中國
整。
(二)中國信託彭博巴克萊10年期以 信託彭博巴克
(二)中國信託彭博巴克萊 10 年期
上優先順位金融債券ETF基金： 萊 10 年期以上
以上優先順位金融債券 ETF 基
金：首次募集金額最高為新臺
幣貳佰億元、第一次追加募集
金額最高為新臺幣貳佰億元及
第二次追加募集金額最高為新
臺幣貳佰億元，合計首次募集
及歷次追加募集之總募集金額
最高為新臺幣陸佰億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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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募集金額最高為新臺幣貳 優先順位金融
佰億元及第一次追加募集金額 債券 ETF 基金
最高為新臺幣貳佰億元，合計首 」第二次追加
次募集及第一次追加募集之總 募集最高金額
募集金額最高為新臺幣肆佰億 及追加募集後
元整。
合計最高之總
募集金額。

條款項次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一) 中國信託彭博巴克萊 10 年期以 (一)中國信託彭博巴克萊 10 年期以 1.新增「中國
封面頁/
上高評級美元公司債券 ETF 基
上高評級美元公司債券 ETF 基 信託彭博巴克
八、本次發行
金：首次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
金：首次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 萊 10 年期以上
受益權單位
最高為伍億個單位、第一次追加
最高為伍億個單位、第一次追加 高評級美元公
數
發行受益權單位數最高為伍億
發行受益權單位數最高為伍億 司債券 ETF 基
個單位、第二次追加發行受益權
個單位、第二次追加發行受益權 金」第四次追
單位數最高為伍億個單位、第三
單位數最高為伍億個單位及第 加募集最高淨
次追加發行受益權單位數最高
三次追加發行受益權單位數最 發行受益權單
為伍億個單位及第四次追加發
高為伍億個單位，合計首次募集 位數及追加募
行受益權單位數最高為伍億個
及歷次追加募集淨發行受益權 集後合計最高
單位，合計首次募集及歷次追加
單位總數最高為貳拾億個單位。淨發行受益權
募集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
單位總數。
高為貳拾伍億個單位。
(二) 中國信託彭博巴克萊10年期以 (二)中國信託彭博巴克萊10年期以 2.新增「中國
上優先順位金融債券ETF基金：
上優先順位金融債券ETF基金： 信託彭博巴克
首次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
首次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 萊 10 年期以上
高為伍億個單位、第一次追加發
高為伍億個單位及第一次追加 優先順位金融
行受益權單位數最高為伍億個
發行受益權單位數最高為伍億 債券 ETF 基金
單位及第二次追加發行受益權
個單位，合計首次募集及第一次 」第二次追加
單位數最高為伍億個單位，合計
追加募集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 募集最高淨發
首次募集及歷次追加募集淨發
數最高為壹拾億個單位。
行受益權單位
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壹拾
數及追加募集
伍億個單位。

後合計最高淨
發行受益權單
位總數。

各子基金募集金額如下：
【基金概況】 各子基金募集金額如下：
1.新增「中國
/壹、基金簡 (一)中國信託彭博巴克萊 10 年期以 (一)中國信託彭博巴克萊10年期以 信託彭博巴克
上高評級美元公司債券ETF基 萊 10 年期以上
介/一、發行
上高評級美元公司債券 ETF 基
金：首次募集金額最高為新臺幣 高評級美元公
總面額
金：首次募集金額最高為新臺幣
貳佰億元，最低為新臺幣貳億 司債券 ETF 基
貳佰億元，最低為新臺幣貳億
元。第一次追加募集金額最高為 金」第四次追
元。第一次追加募集金額最高為
新臺幣貳佰億元、第二次追加募 加募集最高金
新臺幣貳佰億元、第二次追加募
集金額最高為新臺幣貳佰億元 額及追加募集
集金額最高為新臺幣貳佰億
及第三次追加募集金額最高為 後合計最高之
元、第三次追加募集金額最高為
新臺幣貳佰億元，合計首次募集 總募集金額。
新臺幣貳佰億元及第四次追加
及歷次追加募集之總募集金額
募集金額最高為新臺幣貳佰億
最高為新臺幣捌佰億元整。
元，合計首次募集及歷次追加募
2.新增「中國
集之總募集金額最高為新臺幣
信託彭博巴克
(二)中國信託彭博巴克萊10年期以 萊 10 年期以上
壹仟億元整。
上優先順位金融債券ETF基金： 優先順位金融
(二)中國信託彭博巴克萊 10 年期
3

條款項次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以上優先順位金融債券 ETF 基
金：首次募集金額最高為新臺幣

首次募集金額最高為新臺幣貳 債券 ETF 基金
佰億元，最低為新臺幣貳億元。」第二次追加

貳佰億元，最低為新臺幣貳億
元。第一次追加募集金額最高為
新臺幣貳佰億元及第二次追加
募集金額最高為新臺幣貳佰億
元，合計首次募集及歷次追加募
集之總募集金額最高為新臺幣
陸佰億元整。

第一次追加募集金額最高為新 募集最高金額
臺幣貳佰億元，合計首次募集及 及追加募集後
第一次追加募集之總募集金額 合計最高之總
最高為新臺幣肆佰億元整。
募集金額。

【基金概況】 各子基金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如 各子基金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如 1.新增「中國
/壹、基金簡 下：
下：
信託彭博巴克
介/二、受益
萊 10 年期以上
(一)中國信託彭博巴克萊10年期以 (一)中國信託彭博巴克萊10年期以
權單位總數
高評級美元公
上高評級美元公司債券ETF基
上高評級美元公司債券 ETF基
司債券 ETF 基
金：首次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
金：首次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
金」第四次追
最高為伍億個單位、第一次追加
最高為伍億個單位、第一次追加
加募集最高淨
發行受益權單位數最高為伍億
發行受益權單位數最高為伍億
發行受益權單
個單位、第二次追加發行受益權
個單位、第二次追加發行受益權
位數及追加募
單位數最高為伍億個單位、第三
單位數最高為伍億個單位及第
集後合計最高
次追加發行受益權單位數最高
三次追加發行受益權單位數最
淨發行受益權
為伍億個單位及第四次追加發
高為伍億個單位，合計首次募集
單位總數。
行受益權單位數最高為伍億個
及歷次追加募集淨發行受益權
單位，合計首次募集及歷次追加
單位總數最高為貳拾億個單位。
2.新增「中國
募集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
(二)中國信託彭博巴克萊10年期以 信託彭博巴克
高為貳拾伍億個單位。
上優先順位金融債券ETF基金： 萊 10 年期以上
(二)中國信託彭博巴克萊10年期以
首次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 優先順位金融
上優先順位金融債券ETF基金：
高為伍億個單位及第一次追加 債券 ETF 基金
首次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
發行受益權單位數最高為伍億 」第二次追加
高為伍億個單位、第一次追加發
個單位，合計首次募集及第一次 募集最高淨發
行受益權單位數最高為伍億個
追加募集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 行受益權單位
單位及第二次追加發行受益權
數最高為壹拾億個單位。
數及追加募集
單位數最高為伍億個單位，合計
後合計最高淨
首次募集及歷次追加募集淨發
發行受益權單
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壹拾
位總數。
伍億個單位。
【基金概況】 各子基 金歷 次追 加發 行之情 形如 各子基 金歷 次追 加發 行之情 形如 1.增訂「中國
下：
/貳、基金性 下：
信託彭博巴克
(一)中國信託彭博巴克萊10年期以 (一)中國信託彭博巴克萊10年期以 萊 10 年期以上
質
上高評級美元公司債券ETF基
上高評級美元公司債券ETF基 高評級美元公
/三、追加募
金：
金：
集基金者，刊
司債券 ETF 基
印 該 基 金 成 1.本子基金首次募集之申請依中 1.本子基金首次募集之申請依中 金」第四次追
4

條款項次
立時及歷次
追加發行之
情形

修正後

修正前

華民國108年01月07日金管證投
字 第 1080300161 號 函 申 請 核

說明

華民國108年 01 月 07 日金管 加募集之情形
證投字第1080300161號函申請 。

准。首次募集淨發行受益權單位
核准。首次募集淨發行受益權單 2.增訂「中國
總數最高為伍億個單位。
位總數最高為伍億個單位。
信託彭博巴克
2.本子基金第一次追加募集之申 2.本子基金第一次追加募集之申 萊 10 年期以上
請依中華民國108年7月12日金
請依中華民國108年7月12日金 優先順位金融
管 證 投 字 第 1080322653 號 函 申
管證投字第1080322653號函申 債券 ETF 基金
報生效，第一次追加發行淨受益
報生效，第一次追加發行淨受益 」第二次追加
權單位總數最高為伍億個單
權 單 位 總 數 最 高 為 伍 億 個 單 募集之情形。
位。合計首次募集及第一次追加
位。合計首次募集及第一次追加
募集淨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
募集淨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
壹拾億個單位。
壹拾億個單位。
3.本子基金第二次追加募集之申 3.本子基金第二次追加募集之申
請依中華民國108年9月26日金
請依中華民國108年9月26日金
管 證 投 字 第 1080331945 號 函 申
管證投字第1080331945號函申
報生效，第二次追加發行淨受益
報生效，第二次追加發行淨受益
權單位總數最高為伍億個單
權單位總數最高為伍億個單
位。合計首次募集及歷次追加募
位。合計首次募集及歷次追加募
集淨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壹
集淨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壹
拾伍億個單位。
拾伍億個單位。
4.本子基金第三次追加募集之申 4. 本子基金第三次追加募集之申
請依中華民國108年11月21日金
請依中華民國108年11月21日金
管 證 投 字 第 1080336926 號 函 申
報生效，第三次追加發行淨受益
權單位總數最高為伍億個單
位。合計首次募集及歷次追加募
集淨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貳
拾億個單位。
5.本子基金第四次追加募集之申
請依中華民國109年4月16日金
管 證 投 字 第 1090338723 號 函 申
報生效，第四次追加發行淨受益
權單位總數最高為伍億個單

管證投字第1080336926號函申
報生效，第三次追加發行淨受益
權單位總數最高為伍億個單
位。合計首次募集及歷次追加募
集淨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貳
拾億個單位

位。合計首次募集及歷次追加募
集淨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貳
拾伍億個單位。
(二)中國信託彭博巴克萊10年期以 (二)中國信託彭博巴克萊10年期以
上優先順位金融債券ETF基金：
上優先順位金融債券ETF基金：
1.本子基金首次募集之申請依中 1.本子基金首次募集之申請依中
華民國108年01月07日金管證投
華民國108年 01 月 07 日金管
字 第 1080300161 號 函 申 請 核
證投字第1080300161號函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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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項次

修正後

修正前

准。首次募集淨發行受益權單位
總數最高為伍億個單位。

核准。首次募集淨發行受益權單
位總數最高為伍億個單位。

2.本子基金第一次追加募集之申 2.本子基金第一次追加募集之申
請依108年6月14日金管證投字
請依108年6月14日金管證投字
第1080319577號函申報生效，第
第1080319577號函申報生效，第
一次追加發行淨受益權單位總
一次追加發行淨受益權單位總
數最高為伍億個單位。合計首次
數最高為伍億個單位。合計首次
募集及第一次追加募集淨受益
募集及第一次追加募集淨受益
權單位總數最高為壹拾億個單
權單位總數最高為壹拾億個單
位。
位。
3.本子基金第二次追加募集之申
請依109年6月16日金管證投字
第1090338724號函申報生效，第
二次追加發行淨受益權單位總
數最高為伍億個單位。合計首次
募集及歷次追加募集淨受益權
單位總數最高為壹拾伍億個單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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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