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盛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 

 

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5日 
 

主旨：本公司經理之「日盛中國戰略A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日盛MIT主流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日盛全球智能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日盛中國豐收平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日盛目標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日盛亞洲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日盛中國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日盛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等八

檔基金修正公開說明書有關最低申購金額乙案，業經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

同業公會(以下簡稱「投信投顧公會」)同意備查，特此公告。 

   

說明： 

一、依據投信投顧公會中華民國(以下同)110 年 3 月 5 日中信顧字第 1100000993 號函，修正旨

揭基金公開說明書有關最低申購及遞增累進申購金額，並依旨揭基金信託契約第三十條或

三十一條規定辦理公告。 

二、有關旨揭基金修正後之最低申購及遞增累進申購金額自 110 年 3 月 8日起生效。 

三、旨揭基金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本公司已公告於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

商業同業公會(http://www.sitca.org.tw/)及本公司網站(https://www.jsfunds.com.tw)；有關修訂

後之公開說明書，並已公告於公開資訊觀測站 (http://mops.twse.com.tw)及本公司網站

(https://www.jsfunds.com.tw)。 

四、基金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如下： 
 

日盛中國戰略 A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公開說明書修正對照表說明 

條次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基金
概況】/
壹、基
金簡介 
 
第 6頁 

十五、最低申購金額 

（一） 自募集日起至成立日（含當日）

止，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

額如下： 

1.以新臺幣計價者：新臺幣壹萬元

整 

2.以人民幣計價者：人民幣貳仟元

整 

3.以美元計價者：美元參佰元整 

（二） 前開期間之後，申購人每次申購新

臺幣計價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

參仟元整，超過新臺幣參仟元部

十五、最低申購金額 

（一） 自募集日起至成立日（含當日）止，

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如

下： 

1.以新臺幣計價者：新臺幣壹萬元

整 

2.以人民幣計價者：人民幣貳仟整 

3.以美元計價者：美元參佰元整 

 

（二）前開期間之後，申購人每次申購新臺

幣計價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參仟元

整，超過新臺幣參仟元部份，以新臺

新增外幣

計價之最

低申購金

額規定。 



 

 

條次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份，以新臺幣壹仟元或其整倍數為

限；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為人民

幣貳仟元整；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

為美元參佰元整；如採定時(不)定

額扣款方式，每次扣款之最低發行

價額為新臺幣參仟元整，超過者，

以新臺幣壹仟元為倍數。但申購人

以其原持有經理公司所經理之其

他基金買回價金轉申購本基金、證

券商經營財富管理專戶、銀行特定

金錢信託投資、壽險公司投資型保

單、基富通證券或基金銷售機構與

經理公司因專案活動另有約定

者，申購人每次申購金額不受前開

最低發行價額之限制。 

幣壹仟元或其整倍數為限；如採定時

(不)定額扣款方式，每次扣款之最低

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參仟元整，超過

者，以新臺幣壹仟元為倍數。但申購

人以其原持有經理公司所經理之其他

基金買回價金轉申購本基金、證券商

經營財富管理專戶、銀行特定金錢信

託投資、壽險公司投資型保單、基富

通證券或基金銷售機構與經理公司因

專案活動另有約定者，申購人每次申

購金額不受前開最低發行價額之限

制。 

 

 

 

日盛 MIT主流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公開說明書修正對照表說明 

條次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基金
概況】/
壹、基
金簡介 
 
第 4頁 

十五、最低申購金額 

（一） 自募集日起至本基金成立日（含當

日）止，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

行價額為新臺幣壹萬元整，前開期

間之後，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最低

發行價額，除經經理公司同意外，

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

為新臺幣參仟元整，超過者，以新

台幣壹仟元為整倍數；如採定時

(不)定額扣款方式，每次扣款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參仟元整，超

過者，以新台幣壹仟元為整倍數。

但若申購人透過金融機構特定金

錢信託、保險公司投資型保單或券

商財富管理帳戶申購，或以經理公

司發行之其他基金買回價金再投

資本基金或經經理公司同意者，其

申購金額得不受前開最低發行價

十五、最低申購金額 

（一） 自募集日起至本基金成立日（含當

日）止，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

行價額為新臺幣壹萬元整，前開期

間之後，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最低

發行價額，除經經理公司同意外，

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

為新臺幣參仟元整；如採定時(不)

定額扣款方式，每次扣款之最低發

行價額為新臺幣參仟元整，超過

者，以新台幣壹仟元為倍數。但若

申購人透過金融機構特定金錢信

託、保險公司投資型保單或券商財

富管理帳戶申購，或以經理公司發

行之其他基金買回價金再投資本

基金者，其申購金額得不受前開最

低發行價額之限制。 

 

調整最低

申購遞增

累進金額

之規定並

配合實務

作業酌修

文字。 



 

 

條次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額之限制。  
 

 
日盛全球智能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公開說明書修正對照表說明 

條次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基金
概況】/
壹、基
金簡介 
 
第 7頁 

十五、最低申購金額 

（一） 自募集日起至成立日(含當日)止，

申購人每次申購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之最低發行價額，新臺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為新臺幣壹萬元整，超過

者，以新臺幣壹仟元或其整倍數為

限；如採定時(不)定額扣款方式，

每次扣款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

幣參仟元整(超過者，以新臺幣壹

仟元或其整倍數為限)。美元計價

受益權單位為美元參佰元整；但申

購人以其原持有經理公司所經理

之其他基金買回價金轉申購本基

金、證券商經營財富管理專戶、金

融機構特定金錢信託、壽險公司投

資型保單、基富通證券或基金銷售

機構與經理公司因專案活動另有

約定者，申購人每次申購金額不受

前開最低發行價額之限制。前開期

間之後，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最低

發行價額，除經經理公司同意外，

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

依前開規定。 

十五、最低申購金額 

（一） 自募集日起至成立日(含當日)止，

申購人每次申購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之最低發行價額，新臺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為新臺幣壹萬元整，如採

定時(不)定額扣款方式，每次扣款

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參仟元

整(超過者，以新臺幣壹仟元或其

整倍數為限)。美元計價受益權單

位為美元參佰元整；但申購人以其

原持有經理公司所經理之其他基

金買回價金轉申購本基金、證券商

經營財富管理專戶、金融機構特定

金錢信託、壽險公司投資型保單、

基富通證券或基金銷售機構與經

理公司因專案活動另有約定者，申

購人每次申購金額不受前開最低

發行價額之限制。前開期間之後，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

額，除經經理公司同意外，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依前開

規定。 

 

調整最低

申購遞增

累進金額

之規定。 

 

 
日盛中國豐收平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公開說明書修正對照表說明 

條次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基金
概況】/
壹、基
金簡介 
 
第 7~8
頁 

十五、最低申購金額 

（一） 自募集日起至成立日(含當日)止，

申購人每次申購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之最低發行價額，新臺幣計價受

益憑證為新臺幣壹萬元整，超過

者，以新臺幣壹仟元或其整倍數為

十五、最低申購金額 

（一） 自募集日起至成立日(含當日)止，

申購人每次申購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之最低發行價額，新臺幣計價受

益憑證為新臺幣壹萬元整，如採定

時(不)定額扣款方式，每次扣款之

調整最低

申購遞增

累進金額

之規定。 



 

 

條次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限；如採定時(不)定額扣款方式，

每次扣款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

幣參仟元整(超過者，以新臺幣壹

仟元或其整倍數為限)。美元計價

受益權單位為美元參佰元整，人民

幣計價受益權單立為人民幣貳仟

元整。但申購人以其原持有經理公

司所經理之其他基金買回價金轉

申購本基金、證券商經營財富管理

專戶、金融機構特定金錢信託、壽

險公司投資型保單、基富通證券或

基金銷售機構與經理公司因專案

活動另有約定者，申購人每次申購

金額不受前開最低發行價額之限

制。前開期間之後，申購人每次申

購之最低發行價額依前開規定。 

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參仟元整

(超過者，以新臺幣壹仟元或其整

倍數為限)。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

為美元參佰元整，人民幣計價受益

權單立為人民幣貳仟元整。但申購

人以其原持有經理公司所經理之

其他基金買回價金轉申購本基

金、證券商經營財富管理專戶、金

融機構特定金錢信託、壽險公司投

資型保單、基富通證券或基金銷售

機構與經理公司因專案活動另有

約定者，申購人每次申購金額不受

前開最低發行價額之限制。前開期

間之後，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

行價額依前開規定。 

 

 

日盛目標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公開說明書修正對照表說明 

條次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基金
概況】/
壹、基
金簡介 
 
第 6頁 

十五、最低申購金額 

（一） 自募集至成立日(含當日)止，申購

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新臺

幣計價受益憑證為新臺幣壹萬元

整，超過者，以新臺幣壹仟元或其

整倍數為限；如以定時(不)定額方

式申購，每次扣款之最低發行價額

為新臺幣參仟元整，超過者，以新

臺幣壹仟元或其整倍數為限。申購

人每次申購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

之最低發行價額為美元參佰元

整。但申購人以其原持有經理公司

所經理之其他基金買回價金轉申

購本基金、證券商經營財富管理專

戶、金融機構特定金錢信託、壽險

公司投資型保單、基富通證券或基

金銷售機構與經理公司因專案活

十五、最低申購金額 

（一） 自募集至成立日(含當日)止，申購

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新臺

幣計價受益憑證為新臺幣壹萬元

整，如以定時定額方式申購，每次

扣款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參

仟元整，超過者，以新臺幣壹仟元

或其整數倍數為限。申購人每次申

購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

行價額為美元參佰元整。但申購人

以其原持有經理公司所經理之其

他基金買回價金轉申購本基金、證

券商經營財富管理專戶、金融機構

特定金錢信託、壽險公司投資型保

單、基富通證券或基金銷售機構與

經理公司因專案活動另有約定

者，申購人每次申購金額不受前開

調整最低

申購遞增

累進金額

之規定並

配合實務

作業酌修

文字。 



 

 

條次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動另有約定者，申購人每次申購金

額不受前開最低發行價額之限

制。前開期間之後，申購人每次申

購之最低發行價額依前開規定。 

最低發行價額之限制。前開期間之

後，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

額依前開規定。 

 
 

 

日盛亞洲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公開說明書修正對照表說明 

條次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基金
概況】/
壹、基
金簡介 
 
第 11頁 

十五、最低申購金額 

（一） 自募集日起至成立日（含當日）

止，申購人每次申購各類型受益權

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如下： 

1. A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為新臺幣參萬元整，超過者，

以新臺幣壹仟元或其整倍數為

限；如以定時(不)定額方式申

購，每次扣款之最低發行價額

為新臺幣參仟元整，超過者，

以新臺幣壹仟元或其整數倍數

為限。B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

權單位為新臺幣壹拾萬元整，

超過者，以新臺幣壹仟元或其

整倍數為限；如以定時(不)定

額申購，每次扣款之最低發行

價格為新臺幣壹萬元整，超過

者，以新臺幣壹仟元或其整數

倍數為限。 

3. NA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為新臺幣參萬元整，超過

者，以新臺幣壹仟元或其整倍

數為限；NB 類型新臺幣計價

受益權單位為新臺幣壹拾萬元

整，超過者，以新臺幣壹仟元

或其整倍數為限；NA 類型人

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為人民幣

陸仟元整，NB 類型人民幣計

價受益權單位為人民幣貳萬元

整，NA 類型美元計價受益權

單位為美元壹仟元整，NB 類

十五、最低申購金額 

（一） 自募集日起至成立日（含當日）

止，申購人每次申購各類型受益權

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如下： 

1. A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為新臺幣參萬元整，如以定時

定額方式申購，每次扣款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參仟元

整，超過者，以新臺幣壹仟元

或其整數倍數為限。B 類型新

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為新臺幣

壹拾萬元整，如以定時定額申

購，每次扣款之最低發行價格

為新臺幣壹萬元整，超過者，

以新臺幣壹仟元或其整數倍數

為限。 

 

 
 

3. NA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為新臺幣參萬元整，NB 類

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為新

臺幣壹拾萬元整， NA類型人

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為人民幣

陸仟元整，NB 類型人民幣計

價受益權單位為人民幣貳萬元

整，NA 類型美元計價受益權

單位為美元壹仟元整，NB 類

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為美元

參仟元整。 

 

調整最低

申購遞增

累進金額

之規定並

配合實務

作業酌修

文字。 



 

 

條次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為美元

參仟元整。 

 

 

 

 

日盛中國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公開說明書修正對照表說明 

條次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基金
概況】/
壹、基
金簡介 
 
第 7~8
頁 

十五、最低申購金額 

（一） 自募集日起至成立日（含當日）

止，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

額如下，前開期間之後，亦依下述

最低發行價額之規定辦理： 

1.以新臺幣計價者： 

(1)A類型 

為新臺幣參萬元整，超過者，

以新臺幣壹仟元或其整倍數

為限。 

如以定時(不)定額方式申購，

每次扣款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

臺幣參仟元整；超過者，以新

臺幣壹仟元或其整倍數為限。 

(2)B類型 

為新臺幣壹拾萬元整，超過者

，以新臺幣壹仟元或其整倍數

為限。 

如以定時(不)定額方式申購，

每次扣款之最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萬元整；超過者，以

新臺幣壹仟元或其整倍數為

限。 

 

十五、最低申購金額 

（一） 自募集日起至成立日（含當日）

止，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

額如下，前開期間之後，亦依下述

最低發行價額之規定辦理： 

1.以新臺幣計價者： 

(1)A類型 

為新臺幣參萬元整。 

如以定時定額方式申購，每次

扣款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

參仟元整；超過者，以新臺幣

壹仟元或其整數倍數為限。 

 

 

(2)B類型 

為新臺幣壹拾萬元整。 

如以定時定額方式申購，每次

扣款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

幣壹萬元整；超過者，以新臺

幣壹仟元或其整數倍數為限。 

 

 
 

調整最低

申購遞增

累進金額

之規定並

配合實務

作業酌修

文字。 

 
 
 
 

日盛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公開說明書修正對照表說明 

條次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基金
概況】/
壹、基
金簡介 
 
第 3頁 

十五、最低申購金額 

本基金成立日前，申購人每次申購之

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拾萬元整，

前開期間之後，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拾萬元整；申

購人以定時定額方式每次申購之最低

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萬元整，超過新

臺幣壹萬元部分，以新臺幣壹仟元或

十五、最低申購金額 

本基金成立日前，申購人每次申購之

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拾萬元整，

前開期間之後，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拾萬元整，超

過新臺幣壹拾萬元者，以新臺幣壹仟

元或其整倍數為單位；申購人以定時

定額方式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

刪除最低

申購遞增

累進金額

之規定。 



 

 

條次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其整倍數為限。但若申購人透過金融

機構特定金錢信託、保險公司投資型

保單或券商財富管理帳戶申購，或以

經理公司發行之其他基金買回價金再

投資本基金者，其申購金額得不受前

開最低金額之限制。若申購人透過電

子交易，則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

為新臺幣壹萬元整。 

 

新臺幣壹萬元整，超過新臺幣壹萬元

部分，以新臺幣壹仟元或其整倍數為

限。但若申購人透過金融機構特定金

錢信託、保險公司投資型保單或券商

財富管理帳戶申購，或以經理公司發

行之其他基金買回價金再投資本基金

者，其申購金額得不受前開最低金額

之限制。若申購人透過電子交易，則

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

萬元整，超過壹萬元者，以新臺幣壹

仟元或其整倍數為單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