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公司銷售華南永昌投信「華南永昌永昌基金」所收取之通路報酬如下：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說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台端支付的基金申購手續費為 1.4 %，其中本公司收取不多於 1.4%。
(依 台端申購金額)
二、基金公司（或總代理人/境外基金機構）支付
項
目 說
明
經理費分成(%)
本基金經理費收入為年率 1.2 %，台端持有本基金期間，本公司收取不多
(依 台端持有金額) 於 1%（採無條件調整至整數位）。
銷售獎勵金(%)
(依銷售金額/定期定 未收取
額開戶數)
贊助或提供產品說明
未達 500 萬元揭露門檻
會及員工教育訓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說明：
「華南永昌永昌基金」之申購手續費 1.4%及經理費 1.2%，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
不多於 1.4%、經理費分成不多於 1%。另本公司本年度銷售華南永昌投信基金，該投信預計贊助產
品說明會及員工教育訓練之金額合計為 0 萬元。故 台端每投資 1,000 元於「華南永昌永昌基金」
，
本公司每年收取之通路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14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不多於 14 元 (1,000＊1.4%=14 元)
2.華南永昌投信支付：
(1)台端持有本基金期間之經理費分成：不多於 10 元 (1,000＊1%＝10 元)
(2)銷售獎勵金：未收取
3.其他報酬：未收取
本公司辦理基金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理人及境外基金機構收取通路報酬（各
項報酬、費用及其他利益）
，以支應客戶服務及行銷成本，並賺取銷售佣金。惟因各基金性質不同
且各基金公司之行銷策略不同，致本公司銷售不同基金時，自各基金公司收取通路報酬之項目及
金額因而有所不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金，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利益不相一
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金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來若相關通路報酬變動將於本行網頁上公告，將不另行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讀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年/月/日）

104 年 4 月版

本公司銷售華南永昌投信「華南永昌前瞻科技基金」所收取之通路報酬如下：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說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台端支付的基金申購手續費為 1.4 %，其中本公司收取不多於 1.4%。
(依 台端申購金額)
二、基金公司（或總代理人/境外基金機構）支付
項
目 說
明
經理費分成(%)
本基金經理費收入為年率 1.5 %，台端持有本基金期間，本公司收取不多
(依 台端持有金額) 於 1%（採無條件調整至整數位）。
銷售獎勵金(%)
(依銷售金額/定期定 未收取
額開戶數)
贊助或提供產品說明
未達 500 萬元揭露門檻
會及員工教育訓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說明：
「華南永昌前瞻科技基金」之申購手續費 1.4%及經理費 1.5%，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
分成不多於 1.4%、經理費分成不多於 1%。另本公司本年度銷售華南永昌投信基金，該投信預計贊
助產品說明會及員工教育訓練之金額合計為 0 萬元。故 台端每投資 1,000 元於「華南永昌前瞻科
技基金」，本公司每年收取之通路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14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不多於 14 元 (1,000＊1.4%=14 元)
2.華南永昌投信支付：
(1)台端持有本基金期間之經理費分成：不多於 10 元 (1,000＊1%＝10 元)
(2)銷售獎勵金：未收取
3.其他報酬：未收取
本公司辦理基金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理人及境外基金機構收取通路報酬（各
項報酬、費用及其他利益）
，以支應客戶服務及行銷成本，並賺取銷售佣金。惟因各基金性質不同
且各基金公司之行銷策略不同，致本公司銷售不同基金時，自各基金公司收取通路報酬之項目及
金額因而有所不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金，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利益不相一
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金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來若相關通路報酬變動將於本行網頁上公告，將不另行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讀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年/月/日）

104 年 4 月版

本公司銷售華南永昌投信「華南永昌龍盈平衡基金」所收取之通路報酬如下：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說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台端支付的基金申購手續費為 1.4 %，其中本公司收取不多於 1.4%。
(依 台端申購金額)
二、基金公司（或總代理人/境外基金機構）支付
項
目 說
明
經理費分成(%)
本基金經理費收入為年率 1.2 %，台端持有本基金期間，其中本公司收取
(依 台端持有金額) 不多於 1%（採無條件調整至整數位）。
銷售獎勵金(%)
(依銷售金額/定期定 未收取
額開戶數)
贊助或提供產品說明
未達 500 萬元揭露門檻
會及員工教育訓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說明：
「華南永昌龍盈平衡基金」之申購手續費 1.4%及經理費 1.2%，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
分成不多於 1.4%、經理費分成不多於 1%。另本公司本年度銷售華南永昌投信基金，該投信預計贊
助產品說明會及員工教育訓練之金額合計為 0 萬元。故 台端每投資 1,000 元於「華南永昌龍盈平
衡基金」，本公司每年收取之通路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14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不多於 14 元 (1,000＊1.4%=14 元)
2.華南永昌投信支付：
(1)台端持有本基金期間之經理費分成：不多於 10 元 (1,000＊1%＝10 元)
(2)銷售獎勵金：未收取
3.其他報酬：未收取
本公司辦理基金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理人及境外基金機構收取通路報酬（各
項報酬、費用及其他利益）
，以支應客戶服務及行銷成本，並賺取銷售佣金。惟因各基金性質不同
且各基金公司之行銷策略不同，致本公司銷售不同基金時，自各基金公司收取通路報酬之項目及
金額因而有所不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金，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利益不相一
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金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來若相關通路報酬變動將於本行網頁上公告，將不另行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讀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年/月/日）

104 年 4 月版

本公司銷售華南永昌投信「華南永昌麒麟貨幣市場基金」所收取之通路報酬如下：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說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台端支付的基金申購手續費為 0 %，其中本公司收取不多於 0 %。
(依 台端申購金額)
二、基金公司（或總代理人/境外基金機構）支付
項
目 說
明
經理費分成(%)
本基金經理費收入為年率 0.2 %，台端持有本基金期間，其中本公司收取
(依 台端持有金額) 不多於 0.2%（採無條件調整至整數位）。
銷售獎勵金(%)
(依銷售金額/定期定 未收取
額開戶數)
贊助或提供產品說明
未達 500 萬元揭露門檻
會及員工教育訓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說明：「華南永昌麒麟貨幣市場基金」之申購手續費 0%及經理費 0.20%，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
續費分成不多於 0%、經理費分成不多於 0.2%。另本公司本年度銷售華南永昌投信基金，該投信預
計贊助產品說明會及員工教育訓練之金額合計為 0 萬元。故 台端每投資 1,000 元於「華南永昌麒
麟貨幣市場基金」，本公司每年收取之通路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不多於 0 元 (1,000＊0%=0 元)
2.華南永昌投信支付：
(1)台端持有本基金期間之經理費分成：不多於 2 元 (1,000＊0.2%＝2 元)
(2)銷售獎勵金：未收取
3.其他報酬：未收取
本公司辦理基金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理人及境外基金機構收取通路報酬（各
項報酬、費用及其他利益）
，以支應客戶服務及行銷成本，並賺取銷售佣金。惟因各基金性質不同
且各基金公司之行銷策略不同，致本公司銷售不同基金時，自各基金公司收取通路報酬之項目及
金額因而有所不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金，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利益不相一
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金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來若相關通路報酬變動將於本行網頁上公告，將不另行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讀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年/月/日）

104 年 4 月版

本公司銷售華南永昌投信「華南永昌鳳翔貨幣市場基金」所收取之通路報酬如下：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說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台端支付的基金申購手續費為 0 %，其中本公司收取不多於 0 %。
(依 台端申購金額)
二、基金公司（或總代理人/境外基金機構）支付
項
目 說
明
經理費分成(%)
本基金經理費收入為年率 0.18%，台端持有本基金期間，其中本公司收取
(依 台端持有金額) 不多於 0.18%（採無條件調整至整數位）。
銷售獎勵金(%)
(依銷售金額/定期定 未收取
額開戶數)
贊助或提供產品說明
未達 500 萬元揭露門檻
會及員工教育訓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說明：「華南永昌鳳翔貨幣市場基金」之申購手續費 0%及經理費 0.18%，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
續費分成不多於 0%、經理費分成不多於 0.18%。另本公司本年度銷售華南永昌投信基金，該投信預
計贊助產品說明會及員工教育訓練之金額合計為 0 萬元。故 台端每投資 1,000 元於「華南永昌鳳
翔貨幣市場基金」，本公司每年收取之通路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不多於 0 元 (1,000＊0%=0 元)
2.華南永昌投信支付：
(1)台端持有本基金期間之經理費分成：不多於 1.8 元 (1,000＊0.18%＝1.8 元)
(2)銷售獎勵金：未收取
3.其他報酬：未收取
本公司辦理基金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理人及境外基金機構收取通路報酬（各
項報酬、費用及其他利益）
，以支應客戶服務及行銷成本，並賺取銷售佣金。惟因各基金性質不同
且各基金公司之行銷策略不同，致本公司銷售不同基金時，自各基金公司收取通路報酬之項目及
金額因而有所不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金，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利益不相一
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金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來若相關通路報酬變動將於本行網頁上公告，將不另行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讀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年/月/日）

104 年 4 月版

本公司銷售華南永昌投信「華南永昌全球亨利組合基金」所收取之通路報酬如下：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說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台端支付的基金申購手續費為 0.4 %，其中本公司收取不多於 0.4%。
(依 台端申購金額)
二、基金公司（或總代理人/境外基金機構）支付
項
目 說
明
經理費分成(%)
本基金經理費收入為年率 0.5 %，台端持有本基金期間，其中本公司收取
(依 台端持有金額) 不多於 0.5%（採無條件調整至整數位）。
銷售獎勵金(%)
(依銷售金額/定期定 未收取
額開戶數)
贊助或提供產品說明
未達 500 萬元揭露門檻
會及員工教育訓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說明：
「華南永昌全球亨利組合基金」之申購手續費 0.4%及經理費 0.5%，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
續費分成不多於 0.4%、經理費分成不多於 0.5%。另本公司本年度銷售華南永昌投信基金，該投信
預計贊助產品說明會及員工教育訓練之金額合計為 0 萬元。故 台端每投資 1,000 元於「華南永昌
全球亨利組合基金」，本公司每年收取之通路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4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不多於 4 元 (1,000＊0.4%=4 元)
2.華南永昌投信支付：
(1)台端持有本基金期間之經理費分成：不多於 5 元 (1,000＊0.5%=5 元)
(2)銷售獎勵金：未收取
3.其他報酬：未收取
本公司辦理基金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理人及境外基金機構收取通路報酬（各
項報酬、費用及其他利益）
，以支應客戶服務及行銷成本，並賺取銷售佣金。惟因各基金性質不同
且各基金公司之行銷策略不同，致本公司銷售不同基金時，自各基金公司收取通路報酬之項目及
金額因而有所不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金，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利益不相一
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金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來若相關通路報酬變動將於本行網頁上公告，將不另行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讀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年/月/日）

104 年 4 月版

本公司銷售華南永昌投信「華南永昌全球精品基金」所收取之通路報酬如下：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說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台端支付的基金申購手續費為 2.0%，其中本公司收取不多於 2.0%。
(依 台端申購金額)
二、基金公司（或總代理人/境外基金機構）支付
項
目 說
明
經理費分成(%)
本基金經理費收入為年率 2.0 %，台端持有本基金期間，其中本公司收取
(依 台端持有金額) 不多於 1%（採無條件調整至整數位）。
銷售獎勵金(%)
(依銷售金額/定期定 未收取
額開戶數)
贊助或提供產品說明
未達 500 萬元揭露門檻
會及員工教育訓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說明：
「華南永昌全球精品基金」之申購手續費 2%及經理費 2%，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
不多於 2%、經理費分成不多於 1%。另本公司本年度銷售華南永昌投信基金，該投信預計贊助產品
說明會及員工教育訓練之金額合計為 0 萬元。故 台端每投資 1,000 元於「華南永昌全球精品基
金」，本公司每年收取之通路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2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不多於 20 元 (1,000＊2.0%=20 元)
2.華南永昌投信支付：
(1)台端持有本基金期間之經理費分成：不多於 10 元 (1,000＊1%＝10 元)
(2)銷售獎勵金：未收取
3.其他報酬：未收取
本公司辦理基金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理人及境外基金機構收取通路報酬（各
項報酬、費用及其他利益）
，以支應客戶服務及行銷成本，並賺取銷售佣金。惟因各基金性質不同
且各基金公司之行銷策略不同，致本公司銷售不同基金時，自各基金公司收取通路報酬之項目及
金額因而有所不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金，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利益不相一
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金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來若相關通路報酬變動將於本行網頁上公告，將不另行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讀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年/月/日）

104 年 4 月版

本公司銷售華南永昌投信「華南永昌全球基礎建設基金（或附表系列基金）」所收取之通路報酬如
下：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說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台端支付的基金申購手續費為 1.8%，其中本公司收取不多於 1.8%。
(依 台端申購金額)
二、基金公司（或總代理人/境外基金機構）支付
項
目 說
明
經理費分成(%)
本基金經理費收入為年率 1.8 %，台端持有本基金期間，其中本公司收取
(依 台端持有金額) 不多於 1%（採無條件調整至整數位）。
銷售獎勵金(%)
(依銷售金額/定期定 未收取
額開戶數)
贊助或提供產品說明
未達 500 萬元揭露門檻
會及員工教育訓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說明：
「華南永昌全球基礎建設基金」之申購手續費 1.8%及經理費 1.8%，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
續費分成不多於 1.8%、經理費分成不多於 1%。另本公司本年度銷售華南永昌投信基金，該投信預
計贊助產品說明會及員工教育訓練之金額合計為 0 萬元。故 台端每投資 1,000 元於「華南永昌全
球基礎建設基金」，本公司每年收取之通路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18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不多於 18 元 (1,000＊1.8%=18 元)
2.華南永昌投信支付：
(1)台端持有本基金期間之經理費分成：不多於 10 元 (1,000＊1%＝10 元)
(2)銷售獎勵金：未收取
3.其他報酬：未收取
本公司辦理基金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理人及境外基金機構收取通路報酬（各
項報酬、費用及其他利益）
，以支應客戶服務及行銷成本，並賺取銷售佣金。惟因各基金性質不同
且各基金公司之行銷策略不同，致本公司銷售不同基金時，自各基金公司收取通路報酬之項目及
金額因而有所不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金，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利益不相一
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金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來若相關通路報酬變動將於本行網頁上公告，將不另行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讀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年/月/日）

附表：
基金名稱
華南永昌全球基礎建設基金(A 不配息)
華南永昌全球基礎建設基金(B 配息)

經理費率(每年) 本公司(每年)收取不多於
1.8%

1%

104 年 4 月版

本公司銷售華南永昌投信「華南永昌全球神農水資源基金」所收取之通路報酬如下：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說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台端支付的基金申購手續費為 1.8%，其中本公司收取不多於 1.8%。
(依 台端申購金額)
二、基金公司（或總代理人/境外基金機構）支付
項
目 說
明
經理費分成(%)
本基金經理費收入為年率 2.0 %，台端持有本基金期間，其中本公司收取
(依 台端持有金額) 不多於 1%（採無條件調整至整數位）。
銷售獎勵金(%)
(依銷售金額/定期定 未收取
額開戶數)
贊助或提供產品說明
未達 500 萬元揭露門檻
會及員工教育訓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說明：
「華南永昌全球神農水資源基金」之申購手續費 1.8%及經理費 2.0%，本公司銷售之申購
手續費分成不多於 1.8%、經理費分成不多於 1%。另本公司本年度銷售華南永昌投信基金，該投信
預計贊助產品說明會及員工教育訓練之金額合計為 0 萬元。故 台端每投資 1,000 元於「華南永昌
全球神農水資源基金」
，本公司每年收取之通路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18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不多於 18 元 (1,000＊1.8%=18 元)
2.華南永昌投信支付：
(1)台端持有本基金期間之經理費分成：不多於 10 元 (1,000＊1%＝10 元)
(2)銷售獎勵金：未收取
3.其他報酬：未收取
本公司辦理基金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理人及境外基金機構收取通路報酬（各
項報酬、費用及其他利益）
，以支應客戶服務及行銷成本，並賺取銷售佣金。惟因各基金性質不同
且各基金公司之行銷策略不同，致本公司銷售不同基金時，自各基金公司收取通路報酬之項目及
金額因而有所不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金，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利益不相一
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金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來若相關通路報酬變動將於本行網頁上公告，將不另行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讀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年/月/日）

104 年 4 月版

本公司銷售華南永昌投信「華南永昌金磚高收益債券基金（或附表系列基金）」所收取之通路報酬
如下：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說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台端支付的基金申購手續費為 1.8 %，其中本公司收取不多於 1.8%。
(依 台端申購金額)
二、基金公司（或總代理人/境外基金機構）支付
項
目 說
明
經理費分成(%)
本基金經理費收入為年率 1.6 %，台端持有本基金期間，其中本公司收取
(依 台端持有金額) 不多於 1%（採無條件調整至整數位）。
銷售獎勵金(%)
(依銷售金額/定期定 未收取
額開戶數)
贊助或提供產品說明
未達 500 萬元揭露門檻
會及員工教育訓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說明：
「華南永昌金磚高收益債券基金」之申購手續費 1.8%及經理費 1.6%，本公司銷售之申購
手續費分成不多於 1.8%、經理費分成不多於 1%。另本公司本年度銷售華南永昌投信基金，該投信
預計贊助產品說明會及員工教育訓練之金額合計為 0 萬元。故 台端每投資 1,000 元於「華南永昌
金磚高收益債券基金」
，本公司每年收取之通路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18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不多於 18 元 (1,000＊1.8%=18 元)
2.華南永昌投信支付：
(1)台端持有本基金期間之經理費分成：不多於 10 元 (1,000＊1%＝10 元)
(2)銷售獎勵金：未收取
3.其他報酬：未收取
本公司辦理基金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理人及境外基金機構收取通路報酬（各
項報酬、費用及其他利益）
，以支應客戶服務及行銷成本，並賺取銷售佣金。惟因各基金性質不同
且各基金公司之行銷策略不同，致本公司銷售不同基金時，自各基金公司收取通路報酬之項目及
金額因而有所不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金，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利益不相一
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金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來若相關通路報酬變動將於本行網頁上公告，將不另行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讀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年/月/日）

附表：
基金名稱
華南永昌金磚高收益債券基金(不配息)
華南永昌金磚高收益債券基金(配息)

經理費率(每年) 本公司(每年)收取不多於
1.6%

1%

104 年 4 月版

本公司銷售華南永昌投信「華南永昌人民幣高收益債券基金（或附表系列基金）」所收取之通路報
酬如下：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說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台端支付的基金申購手續費為 1.8 %，其中本公司收取不多於 1.8%。
(依 台端申購金額)
二、基金公司（或總代理人/境外基金機構）支付
項
目 說
明
經理費分成(%)
本基金經理費收入為年率 1.5 %，台端持有本基金期間，其中本公司收取
(依 台端持有金額) 不多於 1%（採無條件調整至整數位）。
銷售獎勵金(%)
(依銷售金額/定期定 未收取
額開戶數)
贊助或提供產品說明
未達 500 萬元揭露門檻
會及員工教育訓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說明：
「華南永昌人民幣高收益債券基金」之申購手續費 1.8%及經理費 1.5%，本公司銷售之申
購手續費分成不多於 1.8%、經理費分成不多於 1%。另本公司本年度銷售華南永昌投信基金，該投
信預計贊助產品說明會及員工教育訓練之金額合計為 0 萬元。故 台端每投資 1,000 元於「華南永
昌人民幣高收益債券基金」，本公司每年收取之通路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18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不多於 18 元 (1,000＊1.8%=18 元)
2.華南永昌投信支付：
(1)台端持有本基金期間之經理費分成：不多於 10 元 (1,000＊1%＝10 元)
(2)銷售獎勵金：未收取
3.其他報酬：未收取
本公司辦理基金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理人及境外基金機構收取通路報酬（各
項報酬、費用及其他利益）
，以支應客戶服務及行銷成本，並賺取銷售佣金。惟因各基金性質不同
且各基金公司之行銷策略不同，致本公司銷售不同基金時，自各基金公司收取通路報酬之項目及
金額因而有所不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金，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利益不相一
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金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來若相關通路報酬變動將於本行網頁上公告，將不另行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讀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年/月/日）

附表：
基金名稱
華南永昌人民幣高收益債券基金(累積新台幣)
華南永昌人民幣高收益債券基金(月配新台幣)
華南永昌人民幣高收益債券基金(累積人民幣)
華南永昌人民幣高收益債券基金(月配人民幣)

經理費率(每年) 本公司(每年)收取不多於

1.5%

1%

104 年 4 月版

本公司銷售華南永昌投信「華南永昌中國 A 股基金」所收取之通路報酬如下：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說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台端支付的基金申購手續費為 3%，其中本公司收取不多於 3%。
(依 台端申購金額)
二、基金公司（或總代理人/境外基金機構）支付
項
目 說
明
經理費分成(%)
本基金經理費收入為年率 1.8%，台端持有本基金期間，本公司收取不多於
(依 台端持有金額) 1%（採無條件調整至整數位）。
銷售獎勵金(%)
(依銷售金額/定期定 未收取
額開戶數)
贊助或提供產品說明
未達 500 萬元揭露門檻
會及員工教育訓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說明：
「華南永昌中國 A 股基金」之申購手續費 3%及經理費 1.8%，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
成不多於 3%、經理費分成不多於 1%。另本公司本年度銷售華南永昌投信基金，該投信預計贊助產
品說明會及員工教育訓練之金額合計為 0 萬元。故 台端每投資 1,000 元於「華南永昌中國 A 股基
金」，本公司每年收取之通路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不多於 30 元 (1,000＊3%=30 元)
2.華南永昌投信支付：
(1)台端持有本基金期間之經理費分成：不多於 10 元 (1,000＊1%＝10 元)
(2)銷售獎勵金：未收取
3.其他報酬：未收取
本公司辦理基金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理人及境外基金機構收取通路報酬（各
項報酬、費用及其他利益）
，以支應客戶服務及行銷成本，並賺取銷售佣金。惟因各基金性質不同
且各基金公司之行銷策略不同，致本公司銷售不同基金時，自各基金公司收取通路報酬之項目及
金額因而有所不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金，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利益不相一
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金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來若相關通路報酬變動將於本行網頁上公告，將不另行通知

台端。

本人已閱讀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日期（年/月/日）

104 年 4 月版

本公司銷售華南永昌投信「華南永昌多重資產入息平衡型基金（或附表系列基金）」所收取之通路
報酬如下：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說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台端支付的基金申購手續費為 3%，其中本公司收取不多於 3%。
(依 台端申購金額)
二、基金公司（或總代理人/境外基金機構）支付
項
目 說
明
經理費分成(%)
本基金經理費收入為年率 1.5%，台端持有本基金期間，本公司收取不多於
(依 台端持有金額) 1%（採無條件調整至整數位）。
銷售獎勵金(%)
(依銷售金額/定期定 未收取
額開戶數)
贊助或提供產品說明
未達 500 萬元揭露門檻
會及員工教育訓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說明：
「華南永昌多重資產入息平衡型基金」之申購手續費 3%及經理費 1.5%，本公司銷售之申
購手續費分成不多於 3%、經理費分成不多於 1%。另本公司本年度銷售華南永昌投信基金，該投信
預計贊助產品說明會及員工教育訓練之金額合計為 0 萬元。故 台端每投資 1,000 元於「華南永昌
多重資產入息平衡型基金」，本公司每年收取之通路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3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不多於 30 元 (1,000＊3%=30 元)
2.華南永昌投信支付：
(1)台端持有本基金期間之經理費分成：不多於 10 元 (1,000＊1%＝10 元)
(2)銷售獎勵金：未收取
3.其他報酬：未收取
本公司辦理基金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理人及境外基金機構收取通路報酬（各
項報酬、費用及其他利益）
，以支應客戶服務及行銷成本，並賺取銷售佣金。惟因各基金性質不同
且各基金公司之行銷策略不同，致本公司銷售不同基金時，自各基金公司收取通路報酬之項目及
金額因而有所不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金，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利益不相一
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金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來若相關通路報酬變動將於本行網頁上公告，將不另行通知
本人已閱讀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台端。

日期（年/月/日）

附表：華南永昌多重資產入息平衡型基金
基金名稱
華南永昌多重資產入息平衡基金累積型新台幣
華南永昌多重資產入息平衡基金月配息型新台幣
華南永昌多重資產入息平衡基金累積型美元
華南永昌多重資產入息平衡基金月配息型美元

經理費率(每年) 本公司(每年)收取不多於

1.5%

1%

104 年 4 月版

本公司銷售華南永昌投信「華南永昌物聯網精選基金」所收取之通路報酬如下：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說
明
申購手續費分成(%)
台端支付的基金申購手續費為 1.8%，其中本公司收取不多於 1.8%。
(依 台端申購金額)
二、基金公司（或總代理人/境外基金機構）支付
項
目 說
明
經理費分成(%)
本基金經理費收入為年率 1.6%，台端持有本基金期間，本公司收取不多於
(依 台端持有金額) 1%（採無條件調整至整數位）。
銷售獎勵金(%)
本基金募集期間華南永昌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依銷售金額支付獎
(依銷售金額/定期定
勵金不多於 1%。
額開戶數)
贊助或提供產品說明
未達 500 萬元揭露門檻
會及員工教育訓練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說明：
「華南永昌物聯網精選基金」之申購手續費 1.8%及經理費 1.6%，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
費分成不多於 1.8%、經理費分成不多於 1%。另本公司本年度銷售華南永昌投信基金，該投信預計
贊助產品說明會及員工教育訓練之金額合計為 0 萬元。故 台端每投資 1,000 元於「華南永昌物聯
網精選基金」，本公司每年收取之通路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18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不多於 18 元 (1,000＊1.8%=18 元)
2.華南永昌投信支付：
(1)台端持有本基金期間之經理費分成：不多於 10 元 (1,000＊1%＝10 元)
(2)銷售獎勵金：不多於 10 元 (1,000＊1%＝10 元)
3.其他報酬：未收取
本公司辦理基金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理人及境外基金機構收取通路報酬（各
項報酬、費用及其他利益）
，以支應客戶服務及行銷成本，並賺取銷售佣金。惟因各基金性質不同
且各基金公司之行銷策略不同，致本公司銷售不同基金時，自各基金公司收取通路報酬之項目及
金額因而有所不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金，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利益不相一
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金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未來若相關通路報酬變動將於本行網頁上公告，將不另行通知
本人已閱讀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台端。

日期（年/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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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華南永昌
本公司銷售華南永昌投信
華南永昌投信『
投信『華南永昌 MSCI 全球特選物聯網指數基金
全球特選物聯網指數基金』
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
如下：
如下：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申購手續費分成(%)
(依 台端申購金額)

明

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為 3
3% 。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二、基金公司（
基金公司（或總代理人/境外基金機構
或總代理人 境外基金機構）
境外基金機構）支付
項
目 說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本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1.6

明
% (規模超過 80 億時為 1.25%，台

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1% (採無條件調整至整數
位) 。

銷售獎勵金(%)
本基金募集期間華南永昌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依銷售金額
(依銷售金額/定期定 支付獎勵金不多於 1%
額開戶數)
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 未達 500 萬元揭露門檻
會及員工教育訓練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說明：
「華南永昌 MSCI 全球特選物聯網指數基金」之申購手續費 3%及經理費 1.6%，
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不多於 3%、經理費分成為不多於 1%。另本公司本年度銷售華南
永昌投信基金，該投信預計贊助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之金額合計為 0 萬元。故 台
端每投資 1,000 元於「華南永昌 MSCI 全球特選物聯網指數基金」
，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
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之 3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 元(1,000＊3%=30 元)
2. 華南永昌投信支付：
(1)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0 元(1,000＊1%＝10 元)
(2)銷售獎勵金：不多於 10 元 (1,000＊1%=10 元)
3.其它報酬: 未收取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收取通路
報酬（
，以支應客戶服務及行銷成本
報酬（各項報酬、
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
費用及其他利益）
，以支應客戶服務及行銷成本，
以支應客戶服務及行銷成本，並賺取銷售佣金。
並賺取銷售佣金。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
額因而有所不同。
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
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
相一致，
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台端
日期(年/月/日)

本公司銷售華南永昌
本公司銷售華南永昌投信
華南永昌投信『
投信『華南永昌亞太動態平衡
華南永昌亞太動態平衡基金
亞太動態平衡基金』
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ㄧ、投資人支付
項

目 說

申購手續費分成(%)

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為 3

(依 台端申購金額)

3% 。

明
%，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二、基金公司（
基金公司（或總代理人/境外基金機構
或總代理人 境外基金機構）
境外基金機構）支付
項
目 說
經理費分成(%)
(依 台端持有金額)

明

本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1.5 %，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本公司
收取不多於 1% (採無條件調整至整數位) 。

銷售獎勵金(%)
本基金募集期間華南永昌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依銷售金額
(依銷售金額/定期定 支付獎勵金不多於 1%
額開戶數)
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 未達 500 萬元揭露門檻
會及員工教育訓練
三、其他報酬：未收取
計算說明：
「華南永昌亞太動態平衡基金」之申購手續費 3%及經理費 1.5%，本公司銷售
之申購手續費不多於 3%、經理費分成為不多於 1%。另本公司本年度銷售華南永昌投信基
金，該投信預計贊助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之金額合計為 0 萬元。故 台端每投資
1,000 元於「華南永昌亞太動態平衡基金」
，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所支付之
之 3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30 元(1,000＊3%=30 元)
2. 華南永昌投信支付：
(1)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10 元(1,000＊1%＝10 元)
(2)銷售獎勵金：不多於 10 元 (1,000＊1%=10 元)
3.其它報酬: 未收取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
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係自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收取通路
報酬（
，以支應客戶服務及行銷成本
報酬（各項報酬、
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
費用及其他利益）
，以支應客戶服務及行銷成本，
以支應客戶服務及行銷成本，並賺取銷售佣金。
並賺取銷售佣金。惟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
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
額因而有所不同。
額因而有所不同。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
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
相一致，
相一致，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慎選投資標的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
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將不另行通知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簽名/蓋章

台端
日期(年/月/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