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盛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1 月 20日 

 

主旨：本公司經理之「日盛台灣永續成長股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增訂有關 ESG 基金資訊揭露

事項並配合修訂公開說明書及簡式公開說明書乙案，業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同意備查，

特此公告。 

 

說明： 

一、 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1年 1月 20日金管證投字第 1100374473號函及旨揭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第 31條規定辦理公告。 

二、 旨揭基金依據 110年 7月 2日金管證投字第 1100362463號函發布之 ESG資訊揭露原則

增訂有關 ESG 基金資訊揭露事項，及 110 年 11 月 8 日中信顧字第 1100052772 號函規

定，就本基金之基金風險報酬等級分類，修訂本基金公開說明書及簡式公開說明書之相

關內容。修訂前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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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之基金公開

說明書及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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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基金公開說明書及簡式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公告如下： 

日盛台灣永續成長股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1)公開說明書修訂對照表 

條次 修正後 修正前 

【基金概況】/
壹、基金簡介 
 
第 4頁 

十一、本基金適合之投資人屬性分析 

本基金為股票型基金，主要投資於單一國家即臺灣之上市或上

櫃公司股票。本基金之投資風險包括類股過度集中、產業景氣

循環、流動性風險，以及投資地區政治經濟變動之風險等，本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為 RR4*。*風險報酬等級係依照投信投顧公

會「基金風險報酬等級分類標準」編製，該分類標準係計算過

去 5年基金淨值波動度標準差，以標準差區間予以分類等級，

分類為 RR1-RR5 五級，數字越大代表風險越高。此等級分類

係基於一般市場狀況反映市場價格波動風險，無法涵蓋所有風

險（如：基金計價幣別匯率風險、投資標的產業風險、信用風

險、利率風險、流動性風險等)，不宜作為投資唯一依據，投資

人仍應注意所投資基金個別的風險。請投資人注意申購基金前

應詳閱公開說明書，充分評估基金投資特性與風險，更多基金

評估之相關資料(如年化標準差、Alpha、Beta及 Sharpe 值等)

可至投信投顧公會網站之「基金績效及評估指標查詢專區」

(https://www.sitca.org.tw/index_pc.aspx)查詢。 

十一、本基金適合之投資人屬性分析 

本基金為股票型基金，主要投資於國

內上市或上櫃公司股票。根據中華民

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

會之基金風險報酬等級分類標準，基

金風險報酬等級由低至高分別為

RR1、RR2、RR3、RR4、RR5五個等

級，本基金風險報酬等級為RR4。此

等級分類係基於一般市場狀況反映

市場價格波動風險，無法涵蓋所有風

險，不宜作為投資唯一依據，投資人

仍應注意所投資基金個別的風險。 

【附錄八】 

投信事業發行

環境、社會與治

【附錄八】投信事業發行環境、社會與治理(ESG)相關主題基

金之資訊揭露 

一、 投資目標與衡量重點和目標 

(新增) 

https://www.sitca.org.tw/index_pc.aspx)查詢


 

 

條次 修正後 修正前 

理(ESG)相關主

題基金之資訊

揭露 
 
第 107頁 

(一) 基金主要投資重點和目標 

本基金投資主題聚焦於『符合永續成長股息概念』企

業，同時兼顧投資選股的超額報酬(Alpha)機會，以及

公司治理之永續發展目標。本基金依據信託契約第

14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投資於『永續成長股息』

股票之總金額，不得低於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

六十（含）。而前述『永續成長股息』股票投資總額

之部位將包括「台灣企業信用風險指標 TCRI評等小

於等於 5」、「中華信評信用評等 twA-以上（含）」、「由

指數編製公司所發行，具備永續發展、企業社會責

任、公司治理等相關定義之指數成分股」及「臺灣證

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所出具最近一年上市、上櫃公

司治理評鑑結果前 35%之公司」等『永續成長』股票，

及將前述『永續成長』股票以簡單算數現金股息殖利

率（即現金股息／股價）計算排序在所有上市上櫃股

票前 3/4（含）之股票，所建構出之『永續成長股息』

股票之投資組合。 

(二) 所採用之永續（ESG）標準或原則與投資重點之關聯

性 

本基金將投資於包括「台灣企業信用風險指標 TCRI

評等小於等於 5」、「中華信評信用評等 twA-以上

（含）」、「由指數編製公司所發行，具備永續發展、

企業社會責任、公司治理等相關定義之指數成分股」

及「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所出具最近一年上

市、上櫃公司治理評鑑結果前 35%之公司」等『永續

成長』股票，篩選原則如下： 

1. 台灣企業信用風險指標 TCRI評等小於等於 5 

採取以下質化及量化指標綜合評比，其中標的公

司如有財務異常（永續發展）、內控不當（公司

治理）、環保工安（企業社會責任）等情事均列

入評比，詳細資訊如下： 

(1) 每日監控有關「危機公司大事紀」之消息，

例如倒閉破產、重整、跳票擠兌、紓困求

援、接管、繼續經營疑慮、公司淨值為負

數、全額下市、財務吃緊停工等危機事件

項目，或是掏空挪用、暫停交易、銀行緊

縮、嚴重虧損、董事長跳票、景氣不佳停

工、資產價值減損等危機前兆項目，以及

關係企業發生財務危機、非董事長之董監

跳票、違約交割、謠傳危機、股價暴跌、

內控不當、內線交易、發生訴訟案件、因

環保、工安或其他事件而遭主管機關懲戒

等負面事件項目。 

(2) 財務量化的公司治理分析包括應收帳款、

存貨、信用業績、財務預測、經營階層是



 

 

條次 修正後 修正前 

否有過度投資等項目。 

2. 中華信評信用評等 twA-以上（含）：對公司產業

前景及營運獲利展望的正向肯定，對財務信用穩

健深具信心，並看好公司的長期營運發展與全球

性佈局策略。 

3. 由指數編製公司所發行，具備永續發展、企業社

會責任、公司治理等相關定義之指數成分股，含

括如下： 

(1) 臺灣證券交易所「公司治理 100指數」 

「公司治理 100 指數」於每年七月辦理定

審，須經流動性檢驗、公司治理評鑑篩選、

三項財務指標(每股淨值不低於面額、稅後

淨利排名及營收成長率排名)等過程。 

「公司治理 100指數」，係以在臺灣證券交

易所掛牌的上市公司(含國內上市公司及

外國企業第一上市公司，不含 TDR)，先刪

除最近一年期間，日平均交易金額最小

20%的股票；再將採樣母體內符合流動性

檢驗標準的股票，選取符合「最近一年公

司治理評鑑結果前 20%」及「最近一年底

的每股淨值不得低於面額」的股票，之後

分別以「最近一年稅後淨利」及「最近一

年營收成長率」進行排名，並將個別排名

加總後由小至大排序，選取排名前 100 檔

股票作為成分股，故並非「公司治理評鑑」

為單一因素之排行榜。 

(2)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公

司治理指數」 

成分股必須屬於公司治理評鑑排名前 20%

之公司。評鑑指標包括有落實企業社會

責任、提升公司營運資訊透明度、強化

董事會結構與運作、維護股東權益及平

等對待股東。 

4.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所出具最近一年

上市、上櫃公司治理評鑑結果前 35%之公司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所出具上市、上櫃

公司治理評鑑係已就落實企業社會責任、提升公

司營運資訊透明度、強化董事會結構與運作、維

護股東權益及平等對待股東等四大面向設計評

鑑指標，並就前述面向設計環保、社會責任、公

司治理等題型進行評分，最終評鑑結果篩選出優

質且以永續發展為經營目標之公司。前述評鑑結

果分別依成績高低公布前 5%、6%~20%、

21%~35%、36%~50%、51%~65%、66%~80%、

81%~100%等七級距之公司名單，本基金係參酌



 

 

條次 修正後 修正前 

該評鑑結果再篩選出前 35%更具前瞻性之公司

納入本基金主要投資範圍。 

二、 投資策略與方法 

本基金投資策略係優先以嚴謹的篩選機制，尋找具備『永

續成長股息概念』的企業標的，形成初步的標的池。依據

前述標的池做為主要投資範疇，再透過經理公司研究團隊

對於現行總體經濟指標進行由上而下的觀察，判斷市場風

險趨避程度並定位投資風格，根據研究團隊成員實地走

訪、由下而上細部調研，確認建立『永續成長』或『股息

收入』的投資組合，以期追求長期相對穩健的獲利機會。

有關本基金投資策略與方法說明如下： 

(一) 由上而下總體經濟指標分析：經理公司研究團隊密切

追蹤台灣領先指標、外銷訂單、工業生產、零售銷售、

消費者信心指數及營業氣候測驗點等走向，依金融

面、實質面與其他面向的數據分析與研究，判斷目前

股市多空位置，決定資產配置比重，以及『永續成長』

或『股息收入』之投資風格。 

1. 永續成長指標觀測：建構以永續成長為主之投資

策略，納入「台灣企業信用風險指標 TCRI評等

小於等於 5」、「中華信評信用評等 twA-以上

（含）」、「由指數編製公司所發行，具備永續發

展、企業社會責任、公司治理等相關定義之指數

成分股」及「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所出

具最近一年上市、上櫃公司治理評鑑結果前 35%

之公司」等永續成長議題指標，及設定負面表列

排除，針對發生財務異常（永續發展）、內控不

當（公司治理）、環保工安（企業社會責任）等

高風險公司，透過分析評估，將負評比之高風險

企業從可投資範圍中排除。本基金經層層評析篩

選後，妥善決定符合永續成長投資策略之投資組

合。本基金投資組合中每一公司是否符合永續成

長，最少每半年審核一次。 

2. 金融面指標觀測：觀察領先指標中的股價指數及

實質貨幣總計數M1B等重要指標走勢，藉由指

標預期未來景氣可能的變化。 

3. 實質面指標觀測：觀察外銷訂單動向指數、製造

業營業氣候測驗點、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淨進

入率、建築物開工樓地板面積、實質半導體設備

進口值等重要指標。短期關注訂單變動，訂單變

動可以適時反應市場供需力度，反應短期實體經

濟變化。長期關注各廠商資本支出計畫與設備進

口值，資本支出提升可視為在市場供不應求情況

下，廠商積極擴大產能，亦顯示景氣逐步攀升。 

4. 其他面向指標觀測：信心指標可關注採購經理人

指數，此項數據主要顯示產業對未來 3~6 個月



 

 

條次 修正後 修正前 

的短期景氣看法。 

(二) 由下而上個股分析：分析景氣變化對各個產業循環，

以及上游、中游、下游公司營運的影響性，並深入研

究個別公司的財務體質、經營策略、產品研發、營收

和獲利等基本面分析，發掘具投資潛力的成長股，同

時依市場波動變化，適時配置具穩定股息收入的個

股，以建構最適投資組合。 

(三) 本基金投資主題聚焦於『符合永續成長股息概念』企

業，同時兼顧投資選股的超額報酬(Alpha)機會，以及

公司治理之永續發展目標。 

(四) 投資組合仰賴總體經濟景氣與基本面分析，不因過度

追求股息收入而犧牲資本利得，即當市場行情較佳

時，透過成長性股票來增加資本利得；當市場行情較

差時，透過高股息股票來保護收益，以期兼顧台股不

同時期『資本增值』與『股息收益』的各項機會。 

三、 投資比例配置 

依據本基金信託契約第 14 條第 1 項第 3 款第 2 目規定，

投資於『永續成長股息』股票之總金額，不得低於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六十（含）。而前述『永續成長股息』

股票投資總額之部位將包括「台灣企業信用風險指標

TCRI 評等小於等於 5」、「中華信評信用評等 twA-以上

（含）」、「由指數編製公司所發行，具備永續發展、企業

社會責任、公司治理等相關定義之指數成分股」及「臺灣

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所出具最近一年上市、上櫃公司

治理評鑑結果前 35%之公司」等『永續成長』股票，及將

前述『永續成長』股票以簡單算數現金股息殖利率（即現

金股息／股價）計算排序在所有上市上櫃股票前 3/4（含）

之股票，所建構出之『永續成長股息』股票之投資組合。 

上述部位已排除顯著對環境或社會造成災害等產業，故基

金整體資產運用將不會對永續投資目標造成重大損害。 

四、 參考績效指標 

本基金無設定績效指標。 

五、 排除政策 

設定負面表列名單，針對發生財務異常（永續發展）、內

控不當（公司治理）、環保工安（企業社會責任）以及從

事非法之軍火武器製造/買賣、色情、化學核武、菸草製造、

非公益性質之博弈業、具破壞生態之燃煤或石化燃料發電

等產業，以及經主管機關依洗錢防制法、資恐防治法指定

制裁之高風險公司，透過分析評估，將負評比之高風險企

業從可投資範圍中排除。本基金經層層評析篩選後，妥善

決定符合永續成長投資策略之投資組合，投資組合中每一

公司是否符合永續成長，於每年一月、七月第十個營業日

前檢視該投資標的；如檢視結果認有投資標的不符合前述

『永續成長股息』之認定標準以致未達前述『永續成長股

息』股票之投資比例者，經理公司應於一個月內採取適當



 

 

條次 修正後 修正前 

處置。本基金之永續成長投資組合策略，至少 60%之基金

淨資產將投資於具有永續成長及股息特質之股票，並積極

互動被投資公司及關注其永續發展態勢。 

六、 風險警語 

(一) 本基金可能因基金投資方針聚焦於相關永續主題而

影響本基金的投資表現。在依據永續發展(或 ESG)主

題股票之標準評估某一有價證券或發行人時，須依賴

從第三方取得的資料及數據，而該等資料及數據可能

並不完整、不準確或無法取得，而存在依賴該等資料

或數據評估相關之風險。 

(二) 本基金並未將特定 E 或 S 或 G 投資主題列為主要投

資重點，故應較無發生特定 ESG 投資標的過度集中

之風險。惟本基金將永續主題投資列為主要投資訴

求，或可能會侷限本基金之其他投資機會，或當所持

有價證券的永續發展(或 ESG)投資特徵改變，導致必

須出售該有價證券。 

(三) 目前並無公認的原則和指標以評估永續發展(或ESG)

主題之基金投資項目，且目前不同的永續發展(或

ESG)主題之基金可能有不同的永續發展(或 ESG)評

鑑方法、過濾因子或排除政策等，均可能導致此類基

金相關投資分類之認定有所變動或調整，投資人不應

依賴該等分類作任何用途。 

七、 盡職治理參與 

(一) 盡職治理政策及執行方式 

1. 制定並揭露盡職治理政策 

經理公司營運目標在於透過資產管理業務之進

行，以謀取客戶或受益人之最大利益。為達成此

一目標，經理公司訂有經理守則及相關作業管理

規章，內容包括對客戶、受益人之責任等事項。

經理公司基於資金提供者（包含客戶、受益人）

之長期利益，持續關注被投資公司營運狀況，並

透過出席股東會、行使投票權、適當與被投資公

司之經營階層對話與互動等方式參與公司治理。 

2. 制定並揭露利益衝突管理政策 

為避免管理及利益衝突，經理公司已制定相關政

策及準則，包括「經理守則」、「員工行為準則」、

「公平待客原則政策及策略」及相關投資及人員

管理作業規範，明訂與利益衝突有關之規定，當

有利益衝突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應以客戶之

利益為優先考量，對於可能發生的利益衝突之態

樣也予以妥適管理，透過落實教育宣導、資訊控

管、權責分工、防火牆設計、監督控管機制等方

式，以防範利益衝突的發生。 

3. 持續關注被投資公司 

經理公司投研團隊篩選投資標的之範圍包含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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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企業信用風險指標(TCRI)、台灣 50、中型 100

等依據臺灣證券交易所與富時國際有限公司合

編之臺灣指數系列基本規則所訂定之成分股，以

及多項財務指標評核，經理公司對於被投資公司

之相關新聞、財務表現、產業概況、營運概況、

社會責任、公司治理 ESG 等議題，除持續予以

關注外，並納入評估流程創造長期投資價值。 

4. 適當與被投資公司對話及互動 

(1) 經理公司透過將環境、社會、公司治理

(ESG)等企業永續經營因素納入投資決策

流程中，確保在增進公司本身、客戶、受

益人之長期價值之餘，亦發揮對市場及被

投資公司之影響力，落實投資責任精神。

基於資金提供者（包含客戶、受益人）之

長期利益，持續關注被投資公司營運狀

況，了解投資標的公司是否適當揭露或提

供其關於 ESG議題之資訊，包括關注台股

股票池推薦標的是否發行 CSR報告，若未

發行，應持續追蹤其 CSR時程及 ESG相關

議題，並透過出席股東會、行使投票權、

適當與被投資公司之經營階層對話與互動

等方式參與公司治理。 

(2) 經理公司透過電話會議、面會、參與法說

會或派員參與股東常會或重大之股東臨時

會等方式，與被投資公司經營階層、投資

人關係部門或 CSR單位適當對話與互動，

以進一步了解被投資公司經營現況以及未

來發展之風險與策略，並致力與被投資公

司在長期價值創造上取得一定共識。其中

「公司拜訪」透過面對面的對話，可加強

了解被投資公司資訊、辨別揭露資訊與實

際的落差、及時掌握關鍵風險及機會，健

全經理公司投資分析的內涵。 

(3) 經理公司為謀取客戶或受益人之最大利

益，依據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等相

關規範，行使基金或全權委託投資帳戶持

有股票之投票表決權，且並非絕對支持經

營階層所提出之議案，而投票情形將每年

彙總揭露。 

5. 建立明確投票政策與揭露投票情形 

(1) 經理公司於出席基金所持有國內股票之發

行公司股東會前，均審慎進行評估分析作

業，原則上支持發行公司所經營的方向。

但若發行公司經營階層不健全經營而有損

害公司或股東權益之虞者，將開會討論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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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受指派人員依會議結果出席行使之。 

(2) 投資流程中篩選投資標的需符合經理公司

規定之可投資範圍(標的池)，篩選指標包含

台灣企業信用風險指標(TCRI)、台灣 50、

中型 100 等依據臺灣證券交易所與富時國

際有限公司合編之臺灣指數系列基本規則

所訂定之成分股，以及多項財務指核評

核，其中台灣企業信用風險指標包含經營

層風險評估，將環境、社會、公司治理(ESG)

納入考量因素之一。 

(3) 當被投資公司若在特定議題有重大違反公

司治理原則、未善盡企業社會責任、或嚴

重影響環境保護及永續經營的情況，有損

及經理公司客戶或受益人長期價值之虞

時，經理公司將向被投資公司詢問處理情

形，評估是否納入不得投資名單，以維護

客戶或受益人之權益，且不排除聯合其他

投資人共同表達訴求。 

八、 投信公司盡職治理報告之查詢方法或途徑 

經 理 公 司 網 站 設 置 專 區

（https://www.jsfunds.com.tw/Policy/Index/1028），每年揭

露前一年度履行盡職治理之情形，包括遵循聲明、無法遵

循部分原則之解釋、出席被投資公司股東會與投票情形及

其他重大事項，以供客戶、投資人及社會大眾查詢上述報

告可於本公司官網上查詢。 

九、 定期揭露 

經理公司將於發行 ESG 相關基金後，於年度結算後二個

月內，在經理公司網站上向投資者揭露相關評估資訊。 

 

 

日盛台灣永續成長股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2)簡式公開說明書修正對照表 

項次  修訂後  修訂前  

參、投資本

基金之主要

風險 

第2頁 

一、 本基金為股票型基金，主要投資於臺灣之上市或

上櫃公司股票。本基金之投資風險包括類股過度

集中、產業景氣循環、流動性風險，以及投資地

區政治經濟變動之風險等，本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為 RR4*。 

二、 類股過度集中風險：由於國內股市表現常受到不

同類型主流類股牽動，當特定主流類股形成，在

大幅吸引投資人目光的情況下，造成市場資金集

中化，台股往往因此和該主流類股呈現亦步亦趨

的連動性，經理公司基於長期穩健操作原則，除

本基金之投資風險包括：類股過度集中之風險、

產業景氣循環之風險、流動性風險、投資地區政

治、經濟變動之風險、商品交易對手之信用風險、

其他投資標的或特定投資策略之風險、從事證券

相關商品交易之風險及其他投資風險。有關本基

金之投資風險，請參閱本基金公開說明書【基金

概況】_伍之內容。 



 

 

項次  修訂後  修訂前  

符合投資方針所規定之操作原則外，將適度分散

投資比重於有價證券各類股，盡量消彌因類股過

度集中之風險。 

三、 產業景氣循環風險：隨著全球或台灣之產業景氣

波動，本基金投資之相關類股可能會因此受到影

響，經理公司雖將致力尋求高獲利前景之個股，

但無法完全分散產業景氣循環之系統性風險，尤

其部分上市上櫃股票公司營運受產業景氣影響，

股價變動幅度較大。 

四、 除上述主要風險外，有關本基金之投資風險，請

參閱本基金公開說明書【基金概況】_伍之內容。 

*風險報酬等級係依照投信投顧公會「基金風險報酬等

級分類標準」編製，該分類標準係計算過去5年基金淨值

波動度標準差，以標準差區間予以分類等級，分類為

RR1-RR5五級，數字越大代表風險越高。此等級分類係

基於一般市場狀況反映市場價格波動風險，無法涵蓋所

有風險（如：基金計價幣別匯率風險、投資標的產業風

險、信用風險、利率風險、流動性風險等)，不宜作為投

資唯一依據，投資人仍應注意所投資基金個別的風險。

請投資人注意申購基金前應詳閱公開說明書，充分評估

基金投資特性與風險，更多基金評估之相關資料(如年化

標準差、Alpha、Beta及Sharpe值等)可至投信投顧公會

網 站 之 「 基 金 績 效 及 評 估 指 標 查 詢 專 區 」

(https://www.sitca.org.tw/index_pc.aspx)查詢。 

肆、本基金適

合之投資人

屬性分析 

第2頁 

本基金為股票型基金，主要投資於國內上市或上櫃公司

股票中，符合『永續成長股息』概念之企業。本基金雖

以分散風險並積極追求長期之投資利得為目標，惟風險

無法因分散投資而完全消除，遇上述風險時，本基金之

淨資產價值可能因此產生波動。投資人應充分了解個別

基金之特性與風險，本基金投資單一國家，適合能承受

較高風險之非保守型投資人，投資人宜斟酌個人之風險

承擔能力及資金之可運用期間長短後辦理投資。 

本基金為股票型基金，主要投資於國內上市或

上櫃公司股票。根據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

顧問商業同業公會之基金風險報酬等級分類標

準，基金風險報酬等級由低至高分別為RR1、

RR2、RR3、RR4、RR5五個等級，本基金風險

報酬等級為RR4。此等級分類係基於一般市場

狀況反映市場價格波動風險，無法涵蓋所有風

險，不宜作為投資唯一依據，投資人仍應注意

所投資基金個別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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