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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富蘭克林華美中國傘型之中國 A 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 

條次 修正後條文 條次 原條文 

【封面】 

十一 注意事項 十一 注意事項 
(十二) 本基金可透過 QFII（合格境外機構投資

者）額度及透過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
通機制(即「滬港通」)或深港股票市場交
易互聯互通機制(即「深港通」)(統稱「證
券市場互聯互通機制」)投資大陸地區股
市，運用「證券市場互聯互通機制」投資

大陸地區因其交易機制複雜將衍生相關
風險，可能涉及之主要風險，包括但不限
於交易機制不確定性、額度限制、暫停交
易、可交易日期差異、可投資標的異動、
強制賣出、交易對手、不受香港或大陸地
區相關賠償或保護基金保障、跨境交易之
相關法律等風險，詳細內容請詳見第 52
頁至第 55頁。 

(十二) 本基金可透過QFII（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
額度及循滬港通交易方式投資大陸地區股
市，以循滬港通方式投資大陸地區因其交
易機制複雜將衍生相關風險，可能涉及之
主要風險，包括但不限於交易機制不確定
性、額度限制、暫停交易、可交易日期差

異、可投資標的異動、強制賣出、交易對
手、不受香港或大陸地區相關賠償或保護
基金保障、跨境交易之相關法律等風險，
詳細內容請詳見第 52頁至第 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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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後條文 條次 原條文 

伍 投資風險揭露 伍 投資風險揭露 

十五 運用「證券市場互聯互通機制」投資大陸

地區之主要風險 

 

本基金透過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

機制(即「滬港通」)或深港股票市場交易

互聯互通機制(即「深港通」)(統稱「證

券市場互聯互通機制」)投資大陸地區可

能涉及之主要風險如下： 

 

 

 

 

 

 

1.交易機制不確定性之風險 

「證券市場互聯互通機制」正式開通初

期，面臨相關交易機制及規範尚未成

熟，交易交割流程亦過於複雜之狀況。

本基金透過「證券市場互聯互通機制」

投資大陸股票市場，易因交易機制不確

定，造成流動性風險亦相對較高。 

2.額度限制之風險 

滬港通總額度限制已自2016年8月16日

起取消，2016年12月5日深港通開通總

額度不設限，惟滬港通與深港通的每日

各爲130億元人民幣。而每日額度用完

時，亦會即時暫停相應買盤交易訂單

(已獲接受的買盤訂單不會因每日額度

用盡而受到影響，此外仍可繼續接受賣

盤訂單) ，當日不會再次接受買盤訂

單。故當額度使用完畢，本基金將面臨

無法進行買入A股之交易，影響基金投

資A股之最佳時點及價格。 

 

 

 

 

 

 

 

 

十五 循滬港通投資大陸地區之主要風險 

 

「滬港通」係指上海證券交易所(簡稱上交

所)和香港聯合交易所(簡稱聯交所)允許

大陸及香港兩地投資者，通過當地證券公

司(或經紀商)買賣規定範圍內的對方交易

所上市的股票，是上海、香港二地股票市

場交易互聯互通之機制。包含北向交易(是

指香港及海外投資者可直接買賣於上交所

上市的指定股票）和南向交易(指大陸地區

投資者可直接買賣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上市的指定股票)。 

本基金循滬港通投資大陸地區可能涉及之

主要風險如下： 

1.交易機制不確定性之風險 

滬港通正式開通初期，面臨相關交易機

制及規範尚未成熟，交易交割流程亦過

於複雜之狀況。本基金透過滬港通投資

大陸股票市場，交易因交易機制不確

定，造成流動性風險亦相對較高。 

 

2.額度限制之風險 

滬港通存在每日額度及總額度限制，由

聯交所及上交所分別監控。北向交易每

日的額度為 130億元人民幣，總額度為

3000億元；南向交易的每日額度為 105

億元人民幣，總額度為 2500億元。當北

向交易和南向交易分別的總額度餘額少

於每日額度時，相應買盤會於次一交易

日暫停(但仍可接受賣盤訂單)，直至總

額度餘額大於每日額度時。而每日額度

用完時，亦會即時暫停相應買盤交易訂

單(已獲接受的買盤訂單不會因每日額

度用盡而受到影響，此外仍可繼續接受

賣盤訂單)，當日不會再次接受買盤訂

單，但將視總額度餘額狀况於次一交易

日恢復買盤交易。故當額度使用完畢，

本基金將面臨無法進行買入 A股之交

易，影響基金投資 A股之最佳時點及價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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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後條文 條次 原條文 

3.暫停交易之風險 

因香港及大陸地區證券交易市場保有

必要時得暫停交易之權利，以確保市場

公平有序及審慎管理風險，故當市場暫

停交易時，將導致基金無法透過「證券

市場互聯互通機制」投資大陸股票市

場，而影響基金操作。 

4.可交易日差異之風險 

「證券市場互聯互通機制」需於大陸地

區及香港證券市場同時開市及銀行結

算時，方能運作。因此，任一市場遇休

市未營業時，恐限制基金因而無法進行

交易的風險。 

5.可投資標的異動之風險 

非所有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

所之股票均能透過「證券市場互聯互通

機制」進行買賣，香港證券交易所將定

期公布及調整可交易之股票名單。故將

對基金之投資組合或投資策略可能有

所影響。 

 

 

 

6.強制賣出之風險 

因大陸地區法令對境外投資者之持股

比例有所限制，當所有境外投資者持有

單一A股總和超出其比例限制，上海及

深圳證券交易所將依「後進先出」原

則，向投資者委託的證券公司及托管銀

行發出平倉通知，要求超出部位之投資

者執行強制賣出。在此情況下，基金可

能因此被迫賣出相關持股，造成基金淨

值波動，影響基金績效。 

7.交易對手之風險 

「證券市場互聯互通機制」需透過證券

商進行，因此存在交易對手因違約事

件，造成基金損失之風險，本基金雖於

承作交易前已慎選交易對手，並採取相

對應的風險控管措施，以藉此降低交易

對手之信用風險，惟不表示此風險得以

完全規避。 

 

3.暫停交易之風險 

因香港及上海證券交易所保有必要時得

暫停交易之權利，以確保市場公平有序

及審慎管理風險，故當市場暫停交易

時，將導致基金無法透過滬港通投資大

陸股票市場，而影響基金操作。 

 

4.可交易日差異之風險 

滬港通交易需於上海及香港證券市場同

時開市及銀行結算時，方能運作。因此，

任一市場遇休市未營業時，恐限制基金

因而無法進行交易的風險。 

 

5.可投資標的異動之風險 

非所有上海證券交易所之股票均能透過

滬港通交易於香港證券交易所進行買

賣，香港證券交易所將定期公布及調整

可交易之股票名單。符合滬港通交易之

可投資標的，因部份原因被調出滬港通

可投資範圍時，該股票只能被賣出而不

能被買入，故將對基金之投資組合或投

資策略可能有所影響。 

 

6.強制賣出之風險 

因大陸地區法令對境外投資者之持股比

例有所限制，當所有境外投資者持有單

一 A股總和超出其比例限制，香港證券

交易所將依「後進先出」原則，要求超

出部位之投資者執行強制賣出。在此情

況下，基金可能因此被迫賣出相關持

股，造成基金淨值波動，影響基金績效。 

 

 

7.交易對手之風險 

滬港通交易需透過證券商進行，由於滬

港通交易機制存在非款券同步交割之現

況，因此存在交易對手因違約事件，造

成基金損失之風險，本基金雖於承作交

易前已慎選交易對手，並採取相對應的

風險控管措施，以藉此降低交易對手之

信用風險，惟不表示此風險得以完全規

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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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後條文 條次 原條文 

 

8.不受香港或大陸地區相關賠償或保護

基金保障 

根據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所設立的

投資者賠償基金，保障任何國籍的投資

者在買賣聯交所(香港聯合交易所)及

期交所(香港期貨交易所)的產品時，因

為證券商違規事項而蒙受損失，並未適

用於「證券市場互聯互通機制」所涉及

的A股交易。因此基金透過「證券市場

互聯互通機制」投資A股時，並不受香

港或大陸地區大陸投資者賠償金之保

障。 

 

 

9.複雜交易產生的營運風險 

上海、深圳證交所明確規定大陸地區A

股市場不得有違約交割之交易，故於買

入股票時，證券商將確認買方投資者帳

上有足夠現金，賣出時亦須確認賣方投

資者帳上有足夠的股票，方得進行交

易，以避免產生違約交割情事，「證券

市場互聯互通機制」循大陸地區結算週

期，仍存在款券不同步之相關交易風

險；本基金採優化前端監控措施，即簡

化賣出股票需事先撥券之程序，改由聯

交所檢核庫存股數，以符合交易規範；

另因涉及上海、深圳及香港等三地證券

市場的交易機制及法律體制，除香港當

地券商本身為參與「證券市場互聯互通

機制」交易而從事於跨境交易結算、資

訊傳遞揭露及風險管理等，所做的營運

管理調整之風險外，尚有為因應三地證

券市場磨合期間，配合法令及交易機制

的調整，香港當地參與券商需要持續應

對調整差異問題，而影響到本基金投資

的風險。 

10.跨境交易之相關法律風險 

「證券市場互聯互通機制」屬開創性的

交易機制，故上海、深圳及香港等三地

證券監管機關可能不時就與根據「證券

市場互聯互通機制」進行的跨境交易有

 

8.不受香港或大陸地區相關賠償或保護基

金保障 

香港設有投資者賠償基金，保障任何國

籍的投資者在買賣聯交所及期交所(香

港期貨交易所)的產品時，因為證券商違

規事項而蒙受損失。但由於 A股不是在

聯交所及期交所上市及買賣的產品，故

不受香港投資者賠償基金之保障；另大

陸地區亦有投資者保護基金，但該保護

基金保障範圍為透過大陸地區境內證券

商進行買賣 A股之投資者。因此基金透

過滬港通投資 A股時，並不受香港或大

陸地區大陸投資者賠償金之保障。 

 

9.複雜交易產生的營運風險 

上海證交所明確規定大陸地區A股市場

不得有違約交割之交易，故於買入股票

時，證券商將確認買方投資者帳上有足

夠現金，賣出時亦須確認賣方投資者帳

上有足夠的股票，方得進行交易，以避

免產生違約交割情事；本基金賣出股票

時，採優化前端監控措施，即簡化賣出

股票需事先撥券之程序，改由聯交所檢

核庫存股數，以符合交易規範，惟滬港

通交易循大陸地區結算週期，仍存在款

券不同步之相關交易風險；另因涉及兩

個不同證券市場的交易機制及法律體

制，除香港當地券商本身為參與滬港通

交易而從事於跨境交易結算、資訊傳遞

揭露及風險管理等，所做的營運管理調

整之風險外，尚有為因應兩地證券市場

磨合期間，配合法令及交易機制的調

整，香港當地參與券商需要持續應對調

整差異問題，而影響到本基金投資的風

險。 

 

10.跨境交易之相關法律風險 

「證券市場互聯互通機制」滬港通屬開

創性的交易機制，故大陸地區及香港兩

地證券監管機關可能不時就與根據滬

港通進行的跨境交易有關的運作及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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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後條文 條次 原條文 

關的運作及跨境法律執行性頒佈新規

定。而此新規定均將對本基金可能有不

同程度正面或負面的投資影響。在透過

「證券市場互聯互通機制」進行A股股

票交易時，經理公司除應符合中華民國

境內相關法令之規範外，尚須注意不違

反中國證監會及香港證監會之相關法

律規範，並以善良管理人注意及忠實之

義務經理本基金，以保障基金投資人之

權益。 

境法律執行性頒佈新規定。而此新規定

均將對本基金可能有不同程度正面或

負面的投資影響。在透過滬港通進行A

股股票交易時，經理公司除應符合中華

民國境內相關法令之規範外，尚須注意

不違反中國證監會及香港證監會之相

關法律規範，並以善良管理人注意及忠

實之義務經理本基金，以保障基金投資

人之權益。 

 (二)富蘭克林華美中國消費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 

條次 修正後條文 條次 原條文 

【封面】 

十 注意事項 十 注意事項 
(十) 本基金可透過 QFII（合格境外機構投資

者）額度及透過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
通機制(即「滬港通」)或深港股票市場交
易互聯互通機制(即「深港通」)(統稱「證
券市場互聯互通機制」)投資大陸地區股
市，運用「證券市場互聯互通機制」投資
大陸地區因其交易機制複雜將衍生相關
風險，可能涉及之主要風險，包括但不限
於交易機制不確定性、額度限制、暫停交

易、可交易日期差異、可投資標的異動、
強制賣出、交易對手、不受香港或大陸地
區相關賠償或保護基金保障、跨境交易之
相關法律等風險，詳細內容請詳見第 27
頁至第 29頁。 

(十) 本基金可透過QFII（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
額度及循滬港通交易方式投資大陸地區股
市，以循滬港通方式投資大陸地區因其交
易機制複雜將衍生相關風險，可能涉及之
主要風險，包括但不限於交易機制不確定
性、額度限制、暫停交易、可交易日期差
異、可投資標的異動、強制賣出、交易對
手、不受香港或大陸地區相關賠償或保護
基金保障、跨境交易之相關法律等風險，

詳細內容請詳見第 27頁至第 30頁。 

陸 投資風險揭露 陸 投資風險揭露 

十五 運用「證券市場互聯互通機制」投資大陸

地區之主要風險 

 

本基金透過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

機制(即「滬港通」)或深港股票市場交易

互聯互通機制(即「深港通」)(統稱「證

券市場互聯互通機制」)投資大陸地區可

能涉及之主要風險如下： 

 

 

 

 

 

十五 循滬港通投資大陸地區之主要風險 

 

「滬港通」係指上海證券交易所(簡稱上交

所)和香港聯合交易所(簡稱聯交所)允許

大陸及香港兩地投資者，通過當地證券公

司(或經紀商)買賣規定範圍內的對方交易

所上市的股票，是上海、香港二地股票市

場交易互聯互通之機制。包含北向交易(是

指香港及海外投資者可直接買賣於上交所

上市的指定股票）和南向交易(指大陸地區

投資者可直接買賣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上市的指定股票)。 

本基金循滬港通投資大陸地區可能涉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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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後條文 條次 原條文 

 

1.交易機制不確定性之風險 

「證券市場互聯互通機制」正式開通初

期，面臨相關交易機制及規範尚未成

熟，交易交割流程亦過於複雜之狀況。

本基金透過「證券市場互聯互通機制」

投資大陸股票市場，易因交易機制不確

定，造成流動性風險亦相對較高。 

2.額度限制之風險 

滬港通總額度限制已自2016年8月16日

起取消，2016年12月5日深港通開通總

額度不設限，惟滬港通與深港通的每日

各爲130億元人民幣。而每日額度用完

時，亦會即時暫停相應買盤交易訂單

(已獲接受的買盤訂單不會因每日額度

用盡而受到影響，此外仍可繼續接受賣

盤訂單) ，當日不會再次接受買盤訂

單。故當額度使用完畢，本基金將面臨

無法進行買入A股之交易，影響基金投

資A股之最佳時點及價格。 

 

 

 

 

 

 

 

 

3.暫停交易之風險 

因香港及大陸地區證券交易市場保有

必要時得暫停交易之權利，以確保市場

公平有序及審慎管理風險，故當市場暫

停交易時，將導致基金無法透過「證券

市場互聯互通機制」投資大陸股票市

場，而影響基金操作。 

4.可交易日差異之風險 

「證券市場互聯互通機制」需於大陸地

區及香港證券市場同時開市及銀行結

算時，方能運作。因此，任一市場遇休

市未營業時，恐限制基金因而無法進行

交易的風險。 

5.可投資標的異動之風險 

主要風險如下： 

1.交易機制不確定性之風險 

滬港通正式開通初期，面臨相關交易機

制及規範尚未成熟，交易交割流程亦過

於複雜之狀況。本基金透過滬港通投資

大陸股票市場，交易因交易機制不確

定，造成流動性風險亦相對較高。 

 

2.額度限制之風險 

滬港通存在每日額度及總額度限制，由

聯交所及上交所分別監控。北向交易每

日的額度為 130億元人民幣，總額度為

3000億元；南向交易的每日額度為 105

億元人民幣，總額度為 2500億元。當北

向交易和南向交易分別的總額度餘額少

於每日額度時，相應買盤會於次一交易

日暫停(但仍可接受賣盤訂單)，直至總

額度餘額大於每日額度時。而每日額度

用完時，亦會即時暫停相應買盤交易訂

單(已獲接受的買盤訂單不會因每日額

度用盡而受到影響，此外仍可繼續接受

賣盤訂單)，當日不會再次接受買盤訂

單，但將視總額度餘額狀况於次一交易

日恢復買盤交易。故當額度使用完畢，

本基金將面臨無法進行買入 A股之交

易，影響基金投資 A股之最佳時點及價

格。 

 

3.暫停交易之風險 

因香港及上海證券交易所保有必要時得

暫停交易之權利，以確保市場公平有序

及審慎管理風險，故當市場暫停交易

時，將導致基金無法透過滬港通投資大

陸股票市場，而影響基金操作。 

 

4.可交易日差異之風險 

滬港通交易需於上海及香港證券市場同

時開市及銀行結算時，方能運作。因此，

任一市場遇休市未營業時，恐限制基金

因而無法進行交易的風險。 

 

5.可投資標的異動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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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後條文 條次 原條文 

非所有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

所之股票均能透過「證券市場互聯互通

機制」進行買賣，香港證券交易所將定

期公布及調整可交易之股票名單。故將

對基金之投資組合或投資策略可能有

所影響。 

 

 

 

6.強制賣出之風險 

因大陸地區法令對境外投資者之持股

比例有所限制，當所有境外投資者持有

單一A股總和超出其比例限制，上海及

深圳證券交易所將依「後進先出」原

則，向投資者委託的證券公司及托管銀

行發出平倉通知，要求超出部位之投資

者執行強制賣出。在此情況下，基金可

能因此被迫賣出相關持股，造成基金淨

值波動，影響基金績效。 

7.交易對手之風險 

「證券市場互聯互通機制」需透過證券

商進行，因此存在交易對手因違約事

件，造成基金損失之風險，本基金雖於

承作交易前已慎選交易對手，並採取相

對應的風險控管措施，以藉此降低交易

對手之信用風險，惟不表示此風險得以

完全規避。 

 

 

8.不受香港或大陸地區相關賠償或保護

基金保障 

根據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所設立的

投資者賠償基金，保障任何國籍的投資

者在買賣聯交所(香港聯合交易所)及

期交所(香港期貨交易所)的產品時，因

為證券商違規事項而蒙受損失，並未適

用於「證券市場互聯互通機制」所涉及

的A股交易。因此基金透過「證券市場

互聯互通機制」投資A股時，並不受香

港或中國大陸投資者賠償金之保障。 

 

 

非所有上海證券交易所之股票均能透過

滬港通交易於香港證券交易所進行買

賣，香港證券交易所將定期公布及調整

可交易之股票名單。符合滬港通交易之

可投資標的，因部份原因被調出滬港通

可投資範圍時，該股票只能被賣出而不

能被買入，故將對基金之投資組合或投

資策略可能有所影響。 

 

6.強制賣出之風險 

因大陸地區法令對境外投資者之持股比

例有所限制，當所有境外投資者持有單

一 A股總和超出其比例限制，香港證券

交易所將依「後進先出」原則，要求超

出部位之投資者執行強制賣出。在此情

況下，基金可能因此被迫賣出相關持

股，造成基金淨值波動，影響基金績效。 

 

 

7.交易對手之風險 

滬港通交易需透過證券商進行，由於滬

港通交易機制存在非款券同步交割之現

況，因此存在交易對手因違約事件，造

成基金損失之風險，本基金雖於承作交

易前已慎選交易對手，並採取相對應的

風險控管措施，以藉此降低交易對手之

信用風險，惟不表示此風險得以完全規

避。 

 

8.不受香港或大陸地區相關賠償或保護基

金保障 

香港設有投資者賠償基金，保障任何國

籍的投資者在買賣聯交所及期交所(香

港期貨交易所)的產品時，因為證券商違

規事項而蒙受損失。但由於 A股不是在

聯交所及期交所上市及買賣的產品，故

不受香港投資者賠償基金之保障；另大

陸地區亦有投資者保護基金，但該保護

基金保障範圍為透過大陸地區境內證券

商進行買賣 A股之投資者。因此基金透

過滬港通投資 A股時，並不受香港或中

國大陸投資者賠償金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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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後條文 條次 原條文 

 

9.複雜交易產生的營運風險 

上海、深圳證交所明確規定大陸地區A

股市場不得有違約交割之交易，故於買

入股票時，證券商將確認買方投資者帳

上有足夠現金，賣出時亦須確認賣方投

資者帳上有足夠的股票，方得進行交

易，以避免產生違約交割情事，「證券

市場互聯互通機制」循大陸地區結算週

期，仍存在款券不同步之相關交易風

險；本基金採優化前端監控措施，即簡

化賣出股票需事先撥券之程序，改由聯

交所檢核庫存股數，以符合交易規範；

另因涉及上海、深圳及香港等三地證券

市場的交易機制及法律體制，除香港當

地券商本身為參與「證券市場互聯互通

機制」交易而從事於跨境交易結算、資

訊傳遞揭露及風險管理等，所做的營運

管理調整之風險外，尚有為因應三地證

券市場磨合期間，配合法令及交易機制

的調整，香港當地參與券商需要持續應

對調整差異問題，而影響到本基金投資

的風險。 

10.跨境交易之相關法律風險 

「證券市場互聯互通機制」屬開創性的

交易機制，故上海、深圳及香港等三地

證券監管機關可能不時就與根據「證券

市場互聯互通機制」進行的跨境交易有

關的運作及跨境法律執行性頒佈新規

定。而此新規定均將對本基金可能有不

同程度正面或負面的投資影響。在透過

「證券市場互聯互通機制」進行A股股

票交易時，經理公司除應符合中華民國

境內相關法令之規範外，尚須注意不違

反中國證監會及香港證監會之相關法

律規範，並以善良管理人注意及忠實之

義務經理本基金，以保障基金投資人之

權益。 

 

9.複雜交易產生的營運風險 

上海證交所明確規定大陸地區A股市場

不得有違約交割之交易，故於買入股票

時，證券商將確認買方投資者帳上有足

夠現金，賣出時亦須確認賣方投資者帳

上有足夠的股票，方得進行交易，以避

免產生違約交割情事；本基金賣出股票

時，採優化前端監控措施，即簡化賣出

股票需事先撥券之程序，改由聯交所檢

核庫存股數，以符合交易規範，惟滬港

通交易循大陸地區結算週期，仍存在款

券不同步之相關交易風險；另因涉及兩

個不同證券市場的交易機制及法律體

制，除香港當地券商本身為參與滬港通

交易而從事於跨境交易結算、資訊傳遞

揭露及風險管理等，所做的營運管理調

整之風險外，尚有為因應兩地證券市場

磨合期間，配合法令及交易機制的調

整，香港當地參與券商需要持續應對調

整差異問題，而影響到本基金投資的風

險。 

 

10.跨境交易之相關法律風險 

「證券市場互聯互通機制」滬港通屬開

創性的交易機制，故大陸地區及香港兩

地證券監管機關可能不時就與根據滬

港通進行的跨境交易有關的運作及跨

境法律執行性頒佈新規定。而此新規定

均將對本基金可能有不同程度正面或

負面的投資影響。在透過滬港通進行A

股股票交易時，經理公司除應符合中華

民國境內相關法令之規範外，尚須注意

不違反中國證監會及香港證監會之相

關法律規範，並以善良管理人注意及忠

實之義務經理本基金，以保障基金投資

人之權益。 

 

(三)富蘭克林華美中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 

條次 修正後條文 條次 原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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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後條文 條次 原條文 

【封面】 

十一 注意事項 十一 注意事項 
(九) 本基金可透過 QFII（合格境外機構投資

者）額度及透過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
通機制(即「滬港通」)或深港股票市場交
易互聯互通機制(即「深港通」)(統稱「證
券市場互聯互通機制」)投資大陸地區股
市，運用「證券市場互聯互通機制」投資
大陸地區因其交易機制複雜將衍生相關
風險，可能涉及之主要風險，包括但不限
於交易機制不確定性、額度限制、暫停交
易、可交易日期差異、可投資標的異動、

強制賣出、交易對手、不受香港或大陸地
區相關賠償或保護基金保障、跨境交易之
相關法律等風險，詳細內容請詳見第 24

頁至第 27頁。 

(九) 本基金可透過QFII（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
額度及循滬港通交易方式投資大陸地區股
市，以循滬港通方式投資大陸地區因其交
易機制複雜將衍生相關風險，可能涉及之
主要風險，包括但不限於交易機制不確定
性、額度限制、暫停交易、可交易日期差
異、可投資標的異動、強制賣出、交易對
手、不受香港或大陸地區相關賠償或保護
基金保障、跨境交易之相關法律等風險，
詳細內容請詳見第 24頁至第 27頁。 

陸 投資風險揭露 陸 投資風險揭露 

十三 運用「證券市場互聯互通機制」投資大陸

地區之主要風險 

 

本基金透過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

機制(即「滬港通」)或深港股票市場交易

互聯互通機制(即「深港通」)(統稱「證

券市場互聯互通機制」)投資大陸地區可

能涉及之主要風險如下： 

 

 

 

 

 

 

(1)交易機制不確定性之風險 

「證券市場互聯互通機制」正式開通初

期，面臨相關交易機制及規範尚未成

熟，交易交割流程亦過於複雜之狀況。

本基金透過「證券市場互聯互通機制」

投資大陸股票市場，易因交易機制不確

定，造成流動性風險亦相對較高。 

(2)額度限制之風險 

滬港通總額度限制已自2016年8月16日

起取消，2016年12月5日深港通開通總

額度不設限，惟滬港通與深港通的每日

各爲130億元人民幣。而每日額度用完

十三 循滬港通投資大陸地區之主要風險 

 

「滬港通」係指上海證券交易所(簡稱上交

所)和香港聯合交易所(簡稱聯交所)允許

大陸及香港兩地投資者，通過當地證券公

司(或經紀商)買賣規定範圍內的對方交易

所上市的股票，是上海、香港二地股票市

場交易互聯互通之機制。包含北向交易(是

指香港及海外投資者可直接買賣於上交所

上市的指定股票）和南向交易(指大陸地區

投資者可直接買賣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上市的指定股票)。 

本基金循滬港通投資大陸地區可能涉及之

主要風險如下： 

(1)交易機制不確定性之風險 

滬港通正式開通初期，面臨相關交易機

制及規範尚未成熟，交易交割流程亦過

於複雜之狀況。本基金透過滬港通投資

大陸股票市場，交易因交易機制不確

定，造成流動性風險亦相對較高。 

 

(2)額度限制之風險 

滬港通存在每日額度及總額度限制，由

聯交所及上交所分別監控。北向交易每

日的額度為 130億元人民幣，總額度為

3000億元；南向交易的每日額度為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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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後條文 條次 原條文 

時，亦會即時暫停相應買盤交易訂單

(已獲接受的買盤訂單不會因每日額度

用盡而受到影響，此外仍可繼續接受賣

盤訂單) ，當日不會再次接受買盤訂

單。故當額度使用完畢，本基金將面臨

無法進行買入A股之交易，影響基金投

資A股之最佳時點及價格。 

 

 

 

 

 

 

 

 

(3)暫停交易之風險 

因香港及大陸地區證券交易市場保有

必要時得暫停交易之權利，以確保市場

公平有序及審慎管理風險，故當市場暫

停交易時，將導致基金無法透過「證券

市場互聯互通機制」投資大陸股票市

場，而影響基金操作。 

(4)可交易日差異之風險 

「證券市場互聯互通機制」需於大陸地

區及香港證券市場同時開市及銀行結

算時，方能運作。因此，任一市場遇休

市未營業時，恐限制基金因而無法進行

交易的風險。 

(5)可投資標的異動之風險 

非所有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

所之股票均能透過「證券市場互聯互通

機制」進行買賣，香港證券交易所將定

期公布及調整可交易之股票名單。故將

對基金之投資組合或投資策略可能有

所影響。 

 

 

 

(6)強制賣出之風險 

因大陸地區法令對境外投資者之持股

比例有所限制，當所有境外投資者持有

單一A股總和超出其比例限制，上海及

億元人民幣，總額度為 2500億元。當北

向交易和南向交易分別的總額度餘額少

於每日額度時，相應買盤會於次一交易

日暫停(但仍可接受賣盤訂單)，直至總

額度餘額大於每日額度時。而每日額度

用完時，亦會即時暫停相應買盤交易訂

單(已獲接受的買盤訂單不會因每日額

度用盡而受到影響，此外仍可繼續接受

賣盤訂單)，當日不會再次接受買盤訂

單，但將視總額度餘額狀况於次一交易

日恢復買盤交易。故當額度使用完畢，

本基金將面臨無法進行買入 A股之交

易，影響基金投資 A股之最佳時點及價

格。 

 

(3)暫停交易之風險 

因香港及上海證券交易所保有必要時得

暫停交易之權利，以確保市場公平有序

及審慎管理風險，故當市場暫停交易

時，將導致基金無法透過滬港通投資大

陸股票市場，而影響基金操作。 

 

(4)可交易日差異之風險 

滬港通交易需於上海及香港證券市場同

時開市及銀行結算時，方能運作。因此，

任一市場遇休市未營業時，恐限制基金

因而無法進行交易的風險。 

 

(5)可投資標的異動之風險 

非所有上海證券交易所之股票均能透過

滬港通交易於香港證券交易所進行買

賣，香港證券交易所將定期公布及調整

可交易之股票名單。符合滬港通交易之

可投資標的，因部份原因被調出滬港通

可投資範圍時，該股票只能被賣出而不

能被買入，故將對基金之投資組合或投

資策略可能有所影響。 

 

(6)強制賣出之風險 

因大陸地區法令對境外投資者之持股比

例有所限制，當所有境外投資者持有單

一 A股總和超出其比例限制，香港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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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後條文 條次 原條文 

深圳證券交易所將依「後進先出」原

則，向投資者委託的證券公司及托管銀

行發出平倉通知，要求超出部位之投資

者執行強制賣出。在此情況下，基金可

能因此被迫賣出相關持股，造成基金淨

值波動，影響基金績效。 

(7)交易對手之風險 

「證券市場互聯互通機制」需透過證券

商進行，因此存在交易對手因違約事

件，造成基金損失之風險，本基金雖於

承作交易前已慎選交易對手，並採取相

對應的風險控管措施，以藉此降低交易

對手之信用風險，惟不表示此風險得以

完全規避。 

 

 

(8)不受香港或大陸地區相關賠償或保護

基金保障 

根據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所設立的

投資者賠償基金，保障任何國籍的投資

者在買賣聯交所(香港聯合交易所)及

期交所(香港期貨交易所)的產品時，因

為證券商違規事項而蒙受損失，並未適

用於「證券市場互聯互通機制」所涉及

的A股交易。因此基金透過「證券市場

互聯互通機制」投資A股時，並不受香

港或中國大陸投資者賠償金之保障。 

 

(9)複雜交易產生的營運風險 

上海、深圳證交所明確規定大陸地區A

股市場不得有違約交割之交易，故於買

入股票時，證券商將確認買方投資者帳

上有足夠現金，賣出時亦須確認賣方投

資者帳上有足夠的股票，方得進行交

易，以避免產生違約交割情事，「證券

市場互聯互通機制」循大陸地區結算週

期，仍存在款券不同步之相關交易風

險；本基金採優化前端監控措施，即簡

化賣出股票需事先撥券之程序，改由聯

交所檢核庫存股數，以符合交易規範；

另因涉及上海、深圳及香港等三地證券

市場的交易機制及法律體制，除香港當

交易所將依「後進先出」原則，要求超

出部位之投資者執行強制賣出。在此情

況下，基金可能因此被迫賣出相關持

股，造成基金淨值波動，影響基金績效。 

 

 

(7)交易對手之風險 

滬港通交易需透過證券商進行，由於滬

港通交易機制存在非款券同步交割之現

況，因此存在交易對手因違約事件，造

成基金損失之風險，本基金雖於承作交

易前已慎選交易對手，並採取相對應的

風險控管措施，以藉此降低交易對手之

信用風險，惟不表示此風險得以完全規

避。 

 

(8)不受香港或大陸地區相關賠償或保護

基金保障 

香港設有投資者賠償基金，保障任何國

籍的投資者在買賣聯交所及期交所(香

港期貨交易所)的產品時，因為證券商違

規事項而蒙受損失。但由於 A股不是在

聯交所及期交所上市及買賣的產品，故

不受香港投資者賠償基金之保障；另大

陸地區亦有投資者保護基金，但該保護

基金保障範圍為透過大陸地區境內證券

商進行買賣 A股之投資者。因此基金透

過滬港通投資 A股時，並不受香港或中

國大陸投資者賠償金之保障。 

 

(9)複雜交易產生的營運風險 

上海證交所明確規定大陸地區A股市場

不得有違約交割之交易，故於買入股票

時，證券商將確認買方投資者帳上有足

夠現金，賣出時亦須確認賣方投資者帳

上有足夠的股票，方得進行交易，以避

免產生違約交割情事；本基金賣出股票

時，採優化前端監控措施，即簡化賣出

股票需事先撥券之程序，改由聯交所檢

核庫存股數，以符合交易規範，惟滬港

通交易循大陸地區結算週期，仍存在款

券不同步之相關交易風險；另因涉及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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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後條文 條次 原條文 

地券商本身為參與「證券市場互聯互通

機制」交易而從事於跨境交易結算、資

訊傳遞揭露及風險管理等，所做的營運

管理調整之風險外，尚有為因應三地證

券市場磨合期間，配合法令及交易機制

的調整，香港當地參與券商需要持續應

對調整差異問題，而影響到本基金投資

的風險。 

 

(10)跨境交易之相關法律風險 

「證券市場互聯互通機制」屬開創性的

交易機制，故上海、深圳及香港等三地

證券監管機關可能不時就與根據「證券

市場互聯互通機制」進行的跨境交易有

關的運作及跨境法律執行性頒佈新規

定。而此新規定均將對本基金可能有不

同程度正面或負面的投資影響。在透過

「證券市場互聯互通機制」進行A股股

票交易時，經理公司除應符合中華民國

境內相關法令之規範外，尚須注意不違

反中國證監會及香港證監會之相關法

律規範，並以善良管理人注意及忠實之

義務經理本基金，以保障基金投資人之

權益。 

個不同證券市場的交易機制及法律體

制，除香港當地券商本身為參與滬港通

交易而從事於跨境交易結算、資訊傳遞

揭露及風險管理等，所做的營運管理調

整之風險外，尚有為因應兩地證券市場

磨合期間，配合法令及交易機制的調

整，香港當地參與券商需要持續應對調

整差異問題，而影響到本基金投資的風

險。 

(10)跨境交易之相關法律風險 

「證券市場互聯互通機制」滬港通屬開

創性的交易機制，故大陸地區及香港兩

地證券監管機關可能不時就與根據滬

港通進行的跨境交易有關的運作及跨

境法律執行性頒佈新規定。而此新規定

均將對本基金可能有不同程度正面或

負面的投資影響。在透過滬港通進行A

股股票交易時，經理公司除應符合中華

民國境內相關法令之規範外，尚須注意

不違反中國證監會及香港證監會之相

關法律規範，並以善良管理人注意及忠

實之義務經理本基金，以保障基金投資

人之權益。 

 (四)富蘭克林華美新世界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 

條次 修正後條文 條次 原條文 

【封面】 

十一 注意事項 十一 注意事項 
(十) 本基金可透過 QFII（合格境外機構投資

者）額度及透過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
通機制(即「滬港通」)或深港股票市場交
易互聯互通機制(即「深港通」)(統稱「證
券市場互聯互通機制」)投資大陸地區股
市，運用「證券市場互聯互通機制」投資

大陸地區因其交易機制複雜將衍生相關
風險，可能涉及之主要風險，包括但不限
於交易機制不確定性、額度限制、暫停交
易、可交易日期差異、可投資標的異動、
強制賣出、交易對手、不受香港或大陸地
區相關賠償或保護基金保障、跨境交易之
相關法律等風險，詳細內容請詳見第 27
頁至第 30頁。 

(十) 本基金可透過QFII（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
額度及循滬港通交易方式投資大陸地區股
市，以循滬港通方式投資大陸地區因其交
易機制複雜將衍生相關風險，可能涉及之
主要風險，包括但不限於交易機制不確定
性、額度限制、暫停交易、可交易日期差

異、可投資標的異動、強制賣出、交易對
手、不受香港或大陸地區相關賠償或保護
基金保障、跨境交易之相關法律等風險，
詳細內容請詳見第 27頁至第 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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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後條文 條次 原條文 

陸 投資風險揭露 陸 投資風險揭露 

14. 運用「證券市場互聯互通機制」投資大陸

地區之主要風險 

 

本基金透過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

機制(即「滬港通」)或深港股票市場交易

互聯互通機制(即「深港通」)(統稱「證

券市場互聯互通機制」)投資大陸地區可

能涉及之主要風險如下： 

 

 

 

 

 

 

(1)交易機制不確定性之風險 

「證券市場互聯互通機制」正式開通初

期，面臨相關交易機制及規範尚未成

熟，交易交割流程亦過於複雜之狀況。

本基金透過「證券市場互聯互通機制」

投資大陸股票市場，易因交易機制不確

定，造成流動性風險亦相對較高。 

(2)額度限制之風險 

滬港通總額度限制已自2016年8月16日

起取消，2016年12月5日深港通開通總

額度不設限，惟滬港通與深港通的每日

各爲130億元人民幣。而每日額度用完

時，亦會即時暫停相應買盤交易訂單

(已獲接受的買盤訂單不會因每日額度

用盡而受到影響，此外仍可繼續接受賣

盤訂單) ，當日不會再次接受買盤訂

單。故當額度使用完畢，本基金將面臨

無法進行買入A股之交易，影響基金投

資A股之最佳時點及價格。 

 

 

 

 

 

 

 

 

14. 循滬港通投資大陸地區之主要風險 

 

「滬港通」係指上海證券交易所(簡稱上交

所)和香港聯合交易所(簡稱聯交所)允許

大陸及香港兩地投資者，通過當地證券公

司(或經紀商)買賣規定範圍內的對方交易

所上市的股票，是上海、香港二地股票市

場交易互聯互通之機制。包含北向交易(是

指香港及海外投資者可直接買賣於上交所

上市的指定股票）和南向交易(指大陸地區

投資者可直接買賣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上市的指定股票)。 

本基金循滬港通投資大陸地區可能涉及之

主要風險如下： 

(1)交易機制不確定性之風險 

滬港通正式開通初期，面臨相關交易機

制及規範尚未成熟，交易交割流程複雜

之狀況。本基金透過滬港通投資大陸股

票市場，交易因交易機制不確定，造成

流動性風險亦相對較高。 

 

(2)額度限制之風險 

滬港通存在每日額度及總額度限制，由

聯交所及上交所分別監控。北向交易每

日的額度為 130億元人民幣，總額度為

3000億元；南向交易的每日額度為 105

億元人民幣，總額度為 2500億元。當北

向交易和南向交易分別的總額度餘額少

於每日額度時，相應買盤會於次一交易

日暫停(但仍可接受賣盤訂單)，直至總

額度餘額大於每日額度時。而每日額度

用完時，亦會即時暫停相應買盤交易訂

單(已獲接受的買盤訂單不會因每日額

度用盡而受到影響，此外仍可繼續接受

賣盤訂單)，當日不會再次接受買盤訂

單，但將視總額度餘額狀况於次一交易

日恢復買盤交易。故當額度使用完畢，

本基金將面臨無法進行買入 A股之交

易，影響基金投資 A股之最佳時點及價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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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後條文 條次 原條文 

(3)暫停交易之風險 

因香港及大陸地區證券交易市場保有

必要時得暫停交易之權利，以確保市場

公平有序及審慎管理風險，故當市場暫

停交易時，將導致基金無法透過「證券

市場互聯互通機制」投資大陸股票市

場，而影響基金操作。 

(4)可交易日差異之風險 

「證券市場互聯互通機制」需於大陸地

區及香港證券市場同時開市及銀行結

算時，方能運作。因此，任一市場遇休

市未營業時，恐限制基金因而無法進行

交易的風險。 

(5)可投資標的異動之風險 

非所有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

所之股票均能透過「證券市場互聯互通

機制」進行買賣，香港證券交易所將定

期公布及調整可交易之股票名單。故將

對基金之投資組合或投資策略可能有

所影響。 

 

 

 

(6)強制賣出之風險 

因大陸地區法令對境外投資者之持股

比例有所限制，當所有境外投資者持有

單一A股總和超出其比例限制，上海及

深圳證券交易所將依「後進先出」原

則，向投資者委託的證券公司及托管銀

行發出平倉通知，要求超出部位之投資

者執行強制賣出。在此情況下，基金可

能因此被迫賣出相關持股，造成基金淨

值波動，影響基金績效。 

(7)交易對手之風險 

「證券市場互聯互通機制」需透過證券

商進行，因此存在交易對手因違約事

件，造成基金損失之風險，本基金雖於

承作交易前已慎選交易對手，並採取相

對應的風險控管措施，以藉此降低交易

對手之信用風險，惟不表示此風險得以

完全規避。 

 

(3)暫停交易之風險 

因香港及上海證券交易所保有必要時得

暫停交易之權利，以確保市場公平有序

及審慎管理風險，故當市場暫停交易

時，將導致基金無法透過滬港通投資大

陸股票市場，而影響基金操作。 

 

(4)可交易日差異之風險 

滬港通交易需於上海及香港證券市場同

時開市及銀行結算時，方能運作。因此，

任一市場遇休市未營業時，恐限制基金

因而無法進行交易的風險。 

 

(5)可投資標的異動之風險 

非所有上海證券交易所之股票均能透過

滬港通交易於香港證券交易所進行買

賣，香港證券交易所將定期公布及調整

可交易之股票名單。符合滬港通交易之

可投資標的，因部份原因被調出滬港通

可投資範圍時，該股票只能被賣出而不

能被買入，故將對基金之投資組合或投

資策略可能有所影響。 

 

(6)強制賣出之風險 

因大陸地區法令對境外投資者之持股比

例有所限制，當所有境外投資者持有單

一 A股總和超出其比例限制，香港證券

交易所將依「後進先出」原則，要求超

出部位之投資者執行強制賣出。在此情

況下，基金可能因此被迫賣出相關持

股，造成基金淨值波動，影響基金績效。 

 

 

(7)交易對手之風險 

滬港通交易需透過證券商進行，由於滬

港通交易機制存在非款券同步交割之現

況，因此存在交易對手因違約事件，造

成基金損失之風險，本基金雖於承作交

易前已慎選交易對手，並採取相對應的

風險控管措施，以藉此降低交易對手之

信用風險，惟不表示此風險得以完全規

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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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後條文 條次 原條文 

 

(8)不受香港或大陸地區相關賠償或保護

基金保障 

根據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所設立的

投資者賠償基金，保障任何國籍的投資

者在買賣聯交所(香港聯合交易所)及

期交所(香港期貨交易所)的產品時，因

為證券商違規事項而蒙受損失，並未適

用於「證券市場互聯互通機制」所涉及

的A股交易。因此基金透過「證券市場

互聯互通機制」投資A股時，並不受香

港或中國大陸投資者賠償金之保障。 

 

 

 

(9)複雜交易產生的營運風險 

上海、深圳證交所明確規定大陸地區A

股市場不得有違約交割之交易，故於買

入股票時，證券商將確認買方投資者帳

上有足夠現金，賣出時亦須確認賣方投

資者帳上有足夠的股票，方得進行交

易，以避免產生違約交割情事，「證券

市場互聯互通機制」循大陸地區結算週

期，仍存在款券不同步之相關交易風

險；本基金採優化前端監控措施，即簡

化賣出股票需事先撥券之程序，改由聯

交所檢核庫存股數，以符合交易規範；

另因涉及上海、深圳及香港等三地證券

市場的交易機制及法律體制，除香港當

地券商本身為參與「證券市場互聯互通

機制」交易而從事於跨境交易結算、資

訊傳遞揭露及風險管理等，所做的營運

管理調整之風險外，尚有為因應三地證

券市場磨合期間，配合法令及交易機制

的調整，香港當地參與券商需要持續應

對調整差異問題，而影響到本基金投資

的風險。 

(10)跨境交易之相關法律風險 

「證券市場互聯互通機制」屬開創性的

交易機制，故上海、深圳及香港等三地

證券監管機關可能不時就與根據「證券

市場互聯互通機制」進行的跨境交易有

 

(8)不受香港或大陸地區相關賠償或保護

基金保障 

香港設有投資者賠償基金，保障任何國

籍的投資者在買賣聯交所及期交所(香

港期貨交易所)的產品時，因為證券商違

規事項而蒙受損失。但由於 A股不是在

聯交所及期交所上市及買賣的產品，故

不受香港投資者賠償基金之保障；另大

陸地區亦有投資者保護基金，但該保護

基金保障範圍為透過大陸地區境內證券

商進行買賣 A股之投資者。因此基金透

過滬港通投資 A股時，並不受香港或中

國大陸投資者賠償金之保障。 

 

(9)複雜交易產生的營運風險 

上海證交所明確規定大陸地區A股市場

不得有違約交割之交易，故於買入股票

時，證券商將確認買方投資者帳上有足

夠現金，賣出時亦須確認賣方投資者帳

上有足夠的股票，方得進行交易，以避

免產生違約交割情事；本基金賣出股票

時，採優化前端監控措施，即簡化賣出

股票需事先撥券之程序，改由聯交所檢

核庫存股數，以符合交易規範，惟滬港

通交易循大陸地區結算週期，仍存在款

券不同步之相關交易風險；另因涉及兩

個不同證券市場的交易機制及法律體

制，除香港當地券商本身為參與滬港通

交易而從事於跨境交易結算、資訊傳遞

揭露及風險管理等，所做的營運管理調

整之風險外，尚有為因應兩地證券市場

磨合期間，配合法令及交易機制的調

整，香港當地參與券商需要持續應對調

整差異問題，而影響到本基金投資的風

險。 

 

(10)跨境交易之相關法律風險 

「證券市場互聯互通機制」滬港通屬開

創性的交易機制，故大陸地區及香港兩

地證券監管機關可能不時就與根據滬

港通進行的跨境交易有關的運作及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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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後條文 條次 原條文 

關的運作及跨境法律執行性頒佈新規

定。而此新規定均將對本基金可能有不

同程度正面或負面的投資影響。在透過

「證券市場互聯互通機制」進行A股股

票交易時，經理公司除應符合中華民國

境內相關法令之規範外，尚須注意不違

反中國證監會及香港證監會之相關法

律規範，並以善良管理人注意及忠實之

義務經理本基金，以保障基金投資人之

權益。 

境法律執行性頒佈新規定。而此新規定

均將對本基金可能有不同程度正面或

負面的投資影響。在透過滬港通進行A

股股票交易時，經理公司除應符合中華

民國境內相關法令之規範外，尚須注意

不違反中國證監會及香港證監會之相

關法律規範，並以善良管理人注意及忠

實之義務經理本基金，以保障基金投資

人之權益。 

 (五)富蘭克林華美亞太平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 

條次 修正後條文 條次 原條文 

【封面】 

十 注意事項 十 注意事項 
(十四) 本基金可透過 QFII（合格境外機構投資

者）額度及透過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
通機制(即「滬港通」)或深港股票市場交
易互聯互通機制(即「深港通」)(統稱「證
券市場互聯互通機制」)投資大陸地區股
市，運用「證券市場互聯互通機制」投資
大陸地區因其交易機制複雜將衍生相關
風險，可能涉及之主要風險，包括但不限
於交易機制不確定性、額度限制、暫停交

易、可交易日期差異、可投資標的異動、
強制賣出、交易對手、不受香港或大陸地
區相關賠償或保護基金保障、跨境交易之
相關法律等風險，詳細內容請詳見第 45
頁至第 49頁。 

(十四) 本基金可透過QFII（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
額度及循滬港通交易方式投資大陸地區股
市，以循滬港通方式投資大陸地區因其交
易機制複雜將衍生相關風險，可能涉及之
主要風險，包括但不限於交易機制不確定
性、額度限制、暫停交易、可交易日期差
異、可投資標的異動、強制賣出、交易對
手、不受香港或大陸地區相關賠償或保護
基金保障、跨境交易之相關法律等風險，

詳細內容請詳見第 45頁至第 49頁。 

陸 投資風險揭露 陸 投資風險揭露 

十三 

(一) 

運用「證券市場互聯互通機制」投資大陸

地區之主要風險 

 

本基金透過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

機制(即「滬港通」)或深港股票市場交易

互聯互通機制(即「深港通」)(統稱「證

券市場互聯互通機制」)投資大陸地區可

能涉及之主要風險如下： 

 

 

 

 

 

十三

(一) 

循滬港通投資大陸地區之主要風險 

 

「滬港通」係指上海證券交易所(簡稱上交

所)和香港聯合交易所(簡稱聯交所)允許

大陸及香港兩地投資者，通過當地證券公

司(或經紀商)買賣規定範圍內的對方交易

所上市的股票，是上海、香港二地股票市

場交易互聯互通之機制。包含北向交易(是

指香港及海外投資者可直接買賣於上交所

上市的指定股票）和南向交易(指大陸地區

投資者可直接買賣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上市的指定股票)。 

本基金循滬港通投資大陸地區可能涉及之



 17 

條次 修正後條文 條次 原條文 

 

(1)交易機制不確定性之風險 

「證券市場互聯互通機制」正式開通初

期，面臨相關交易機制及規範尚未成

熟，交易交割流程亦過於複雜之狀況。

本基金透過「證券市場互聯互通機制」

投資大陸股票市場，易因交易機制不確

定，造成流動性風險亦相對較高。 

(2)額度限制之風險 

滬港通總額度限制已自2016年8月16日

起取消，2016年12月5日深港通開通總

額度不設限，惟滬港通與深港通的每日

各爲130億元人民幣。而每日額度用完

時，亦會即時暫停相應買盤交易訂單

(已獲接受的買盤訂單不會因每日額度

用盡而受到影響，此外仍可繼續接受賣

盤訂單) ，當日不會再次接受買盤訂

單。故當額度使用完畢，本基金將面臨

無法進行買入A股之交易，影響基金投

資A股之最佳時點及價格。 

 

 

 

 

 

 

 

 

(3)暫停交易之風險 

因香港及大陸地區證券交易市場保有

必要時得暫停交易之權利，以確保市場

公平有序及審慎管理風險，故當市場暫

停交易時，將導致基金無法透過「證券

市場互聯互通機制」投資大陸股票市

場，而影響基金操作。 

(4)可交易日差異之風險 

「證券市場互聯互通機制」需於大陸地

區及香港證券市場同時開市及銀行結

算時，方能運作。因此，任一市場遇休

市未營業時，恐限制基金因而無法進行

交易的風險。 

(5)可投資標的異動之風險 

主要風險如下： 

(1)交易機制不確定性之風險 

滬港通正式開通初期，面臨相關交易機

制及規範尚未成熟，交易交割流程複雜

之狀況。本基金透過滬港通投資大陸股

票市場，交易因交易機制不確定，造成

流動性風險亦相對較高。 

 

(2)額度限制之風險 

滬港通存在每日額度及總額度限制，由

聯交所及上交所分別監控。北向交易每

日的額度為 130億元人民幣，總額度為

3000億元；南向交易的每日額度為 105

億元人民幣，總額度為 2500億元。當北

向交易和南向交易分別的總額度餘額少

於每日額度時，相應買盤會於次一交易

日暫停(但仍可接受賣盤訂單)，直至總

額度餘額大於每日額度時。而每日額度

用完時，亦會即時暫停相應買盤交易訂

單(已獲接受的買盤訂單不會因每日額

度用盡而受到影響，此外仍可繼續接受

賣盤訂單)，當日不會再次接受買盤訂

單，但將視總額度餘額狀况於次一交易

日恢復買盤交易。故當額度使用完畢，

本基金將面臨無法進行買入 A股之交

易，影響基金投資 A股之最佳時點及價

格。 

 

(3)暫停交易之風險 

因香港及上海證券交易所保有必要時得

暫停交易之權利，以確保市場公平有序

及審慎管理風險，故當市場暫停交易

時，將導致基金無法透過滬港通投資大

陸股票市場，而影響基金操作。 

 

(4)可交易日差異之風險 

滬港通交易需於上海及香港證券市場同

時開市及銀行結算時，方能運作。因此，

任一市場遇休市未營業時，恐限制基金

因而無法進行交易的風險。 

 

(5)可投資標的異動之風險 



 18 

條次 修正後條文 條次 原條文 

非所有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

所之股票均能透過「證券市場互聯互通

機制」進行買賣，香港證券交易所將定

期公布及調整可交易之股票名單。故將

對基金之投資組合或投資策略可能有

所影響。 

 

 

 

(6)強制賣出之風險 

因大陸地區法令對境外投資者之持股

比例有所限制，當所有境外投資者持有

單一A股總和超出其比例限制，上海及

深圳證券交易所將依「後進先出」原

則，向投資者委託的證券公司及托管銀

行發出平倉通知，要求超出部位之投資

者執行強制賣出。在此情況下，基金可

能因此被迫賣出相關持股，造成基金淨

值波動，影響基金績效。 

(7)交易對手之風險 

「證券市場互聯互通機制」需透過證券

商進行，因此存在交易對手因違約事

件，造成基金損失之風險，本基金雖於

承作交易前已慎選交易對手，並採取相

對應的風險控管措施，以藉此降低交易

對手之信用風險，惟不表示此風險得以

完全規避。 

 

 

(8)不受香港或大陸地區相關賠償或保護

基金保障 

根據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所設立的

投資者賠償基金，保障任何國籍的投資

者在買賣聯交所(香港聯合交易所)及

期交所(香港期貨交易所)的產品時，因

為證券商違規事項而蒙受損失，並未適

用於「證券市場互聯互通機制」所涉及

的A股交易。因此基金透過「證券市場

互聯互通機制」投資A股時，並不受香

港或中國大陸投資者賠償金之保障。 

 

 

非所有上海證券交易所之股票均能透過

滬港通交易於香港證券交易所進行買

賣，香港證券交易所將定期公布及調整

可交易之股票名單。符合滬港通交易之

可投資標的，因部份原因被調出滬港通

可投資範圍時，該股票只能被賣出而不

能被買入，故將對基金之投資組合或投

資策略可能有所影響。 

 

(6)強制賣出之風險 

因大陸地區法令對境外投資者之持股比

例有所限制，當所有境外投資者持有單

一 A股總和超出其比例限制，香港證券

交易所將依「後進先出」原則，要求超

出部位之投資者執行強制賣出。在此情

況下，基金可能因此被迫賣出相關持

股，造成基金淨值波動，影響基金績效。 

 

 

(7)交易對手之風險 

滬港通交易需透過證券商進行，由於滬

港通交易機制存在非款券同步交割之現

況，因此存在交易對手因違約事件，造

成基金損失之風險，本基金雖於承作交

易前已慎選交易對手，並採取相對應的

風險控管措施，以藉此降低交易對手之

信用風險，惟不表示此風險得以完全規

避。 

 

(8)不受香港或大陸地區相關賠償或保護

基金保障 

香港設有投資者賠償基金，保障任何國

籍的投資者在買賣聯交所及期交所(香

港期貨交易所)的產品時，因為證券商違

規事項而蒙受損失。但由於 A股不是在

聯交所及期交所上市及買賣的產品，故

不受香港投資者賠償基金之保障；另大

陸地區亦有投資者保護基金，但該保護

基金保障範圍為透過大陸地區境內證券

商進行買賣 A股之投資者。因此基金透

過滬港通投資 A股時，並不受香港或中

國大陸投資者賠償金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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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後條文 條次 原條文 

 

(9)複雜交易產生的營運風險 

上海、深圳證交所明確規定大陸地區A

股市場不得有違約交割之交易，故於買

入股票時，證券商將確認買方投資者帳

上有足夠現金，賣出時亦須確認賣方投

資者帳上有足夠的股票，方得進行交

易，以避免產生違約交割情事，「證券

市場互聯互通機制」循大陸地區結算週

期，仍存在款券不同步之相關交易風

險；本基金採優化前端監控措施，即簡

化賣出股票需事先撥券之程序，改由聯

交所檢核庫存股數，以符合交易規範；

另因涉及上海、深圳及香港等三地證券

市場的交易機制及法律體制，除香港當

地券商本身為參與「證券市場互聯互通

機制」交易而從事於跨境交易結算、資

訊傳遞揭露及風險管理等，所做的營運

管理調整之風險外，尚有為因應三地證

券市場磨合期間，配合法令及交易機制

的調整，香港當地參與券商需要持續應

對調整差異問題，而影響到本基金投資

的風險。 

(10)跨境交易之相關法律風險 

「證券市場互聯互通機制」屬開創性的

交易機制，故上海、深圳及香港等三地

證券監管機關可能不時就與根據「證券

市場互聯互通機制」進行的跨境交易有

關的運作及跨境法律執行性頒佈新規

定。而此新規定均將對本基金可能有不

同程度正面或負面的投資影響。在透過

「證券市場互聯互通機制」進行A股股

票交易時，經理公司除應符合中華民國

境內相關法令之規範外，尚須注意不違

反中國證監會及香港證監會之相關法

律規範，並以善良管理人注意及忠實之

義務經理本基金，以保障基金投資人之

權益。 

 

(9)複雜交易產生的營運風險 

上海證交所明確規定大陸地區A股市場

不得有違約交割之交易，故於買入股票

時，證券商將確認買方投資者帳上有足

夠現金，賣出時亦須確認賣方投資者帳

上有足夠的股票，方得進行交易，以避

免產生違約交割情事；本基金賣出股票

時，採優化前端監控措施，即簡化賣出

股票需事先撥券之程序，改由聯交所檢

核庫存股數，以符合交易規範，惟滬港

通交易循大陸地區結算週期，仍存在款

券不同步之相關交易風險；另因涉及兩

個不同證券市場的交易機制及法律體

制，除香港當地券商本身為參與滬港通

交易而從事於跨境交易結算、資訊傳遞

揭露及風險管理等，所做的營運管理調

整之風險外，尚有為因應兩地證券市場

磨合期間，配合法令及交易機制的調

整，香港當地參與券商需要持續應對調

整差異問題，而影響到本基金投資的風

險。 

 

(10)跨境交易之相關法律風險 

「證券市場互聯互通機制」滬港通屬開

創性的交易機制，故大陸地區及香港兩

地證券監管機關可能不時就與根據滬

港通進行的跨境交易有關的運作及跨

境法律執行性頒佈新規定。而此新規定

均將對本基金可能有不同程度正面或

負面的投資影響。在透過滬港通進行A

股股票交易時，經理公司除應符合中華

民國境內相關法令之規範外，尚須注意

不違反中國證監會及香港證監會之相

關法律規範，並以善良管理人注意及忠

實之義務經理本基金，以保障基金投資

人之權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