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蘭克林華美投信獨立經營管理

106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87 號 12 樓

電話：(02)2781-9599

傳真：(02)2781-8299

網址：http://www.FTFT.com.tw

富蘭克林華美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基金定期定額變更申請書﹙綜合帳戶客戶專用﹚ 契約書號：

※本申請書填寫時如有塗改，請於塗改處加蓋原留印鑑。

請在填寫前，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投資人須知及本申請書之注意事項及其他聲明。

申 請 日 期 105 年 09 月 20 日 集保帳號：A0045-0000受益人姓名
張 小 玲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A 2 2 1 3 5 6 7
聯 絡 電 話 公：（ ）
宅：（ ）
行動電話：0911-000222
原定期定額扣款基金資料（本表單僅適用於一檔基金之變更申請，若欲申請多檔基金，請分開填寫本表）
基 金 名 稱 基金代碼 申購幣別 申 購 金 額 費率 手續費 申購總金額 扣款日
配息方式

8

0

%

全球基金

0801

100,000

台幣

2﹪

2,000

102,000

變更項目：請於欲變更事項 內打“  ”，填寫相關資料並蓋原留印鑑
1.變更扣款日期： 6 日 16 日 26 日
2.變更扣款金額： 50,000 元
3.變更扣款幣別：  台幣 扣款金額：
元 ，  外幣
＊僅限變更已留存於經理公司該幣別之指定扣款帳號。
4.變更扣款基金別：＊
請勾選
基 金 名 稱 基金代碼
配息方式 ＊
□現金 □再投資 ＊
變更此項

6 □16

□26

現金 □再投資

扣款金額：

元

下列境外基金公開說明書中譯本及投資人須知交付方式。
各檔基金之配息政策請參閱公開說明書。若此基金屬配息型基金，而配息方式選擇“現金”發放者，

配息金額將入帳至約定買回帳戶。若此基金屬非配息型基金，則配息方式欄位不需勾選。

境外基金公開說明書中譯本及投資人須知交付方式

5.暫停扣款： 暫停期間自
6.恢復扣款： 自 年
7.停止扣款： 自 年
8.變更扣款帳號：

若原扣款基金為股票型(債券型)基金變更為債券型(股票型)基金，則將依適用之手續費率同時異動。

□ 已由投資理財專人交付或自行自網站下載

□寄送至電子郵件信箱

□郵寄至通訊地址

年 月至 年 月，次月即自動恢復扣款。
月起恢復扣款。
月起停止申購。（停止扣款並不代表買回，如須買回原申購基金單位數，請另填買回/轉換申請書）
(暫停期限最多以一年為限)

除本申請表格外，請另加填”受益人開戶印鑑卡基本資料變更申請書”以及”境外基金扣款轉帳授權書”，相關規

定請參考本表背面【注意事項】4 說明填寫之。扣款帳號需以受益人本人名義開立之銀行帳號約定之。

同意事項：

受益人原留印鑑

◆申購 轉申購 前請詳閱各基金公開說明書：本受益人同意上列交易內容無誤，且於申購前已取得並詳閱公開說明書
中譯本與投資人須知。
◆基金投資風險預告書：受益人了解 本次申購基金之內容、目標、投資方針、投資風險及受益人所享有之權利、相關
資料與規定，該基金可能因市場價格波動，而對原投入之本金或收益有所減損，受益人已評估其潛在之風險後， 自行作成
獨立審慎之投資決定，願承擔該等投資風險，如有任何投資損失，概與本公司無涉； 若申購之基金為配息型，基金得分
配未扣減費用之收益。該基金的配息可能由基金的收益或本金中支付。任何涉及由本金支出的部份，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
額減損。該基金進行配息前未先扣除行政管理相關費用。由本金支付之股利及支付基金行政管理費用之相關資料己揭露於
投資人須知中及境外基金總代理網站，投資人可至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www.fundclear.com.tw 下載，或向境外基金總代理富
蘭克林投顧公司網站:www.Franklin.com.tw 查閱。
◆以投資高收益債券為訴求之基金風險預告書：受益人決定申購(轉申購)以高收益債券為訴求之基金前，應審慎評估
本身之財務狀況與風險承受能力是否適合此種基金商品，並充分瞭解由於高收益債券之信用評等未達投資等級或未經信用
評等，且對利率變動的敏感度甚高，所投資基金可能因利率上升、市場流動性下降、或債券發行機構違約不支付本金、利
息或破產而蒙受虧損。此外，投資高收益債基金尚可能面對交易對手風險、違約債券證券風險、市場風險、重整公司風險
等相關投資風險，進而影響基金淨值之波動。高收益債基金不適合無法承受相關風險之投資人，較適合投資屬性中風險承
受度較高之投資人，投資人投資以高收益債券為訴求之基金不宜占其投資組合過高之比重。本風險預告書對高收益債基金
之所有風險及影響市場行情之因素無法一一詳述，投資人應審慎評估。
受益人確認已在交易前詳閱公開說明書中譯本與投資人須知，並經投信公司告知相關風險，對以高收益債券為訴求之基金風
險已充分瞭解，並做適當的風險評估，基於個人財務規劃及理財目標，仍依自己之判斷決定申購高收益債券基金並自行承擔
投資風險。

1.本人同意並授權富蘭克林華
美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得
依本人之指示，代理本人辦理申
購、買回及轉換富蘭克林華美證
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銷售之
境外基金，並得依法為本人處理
有關該基金之股務事宜。
2.本人同意授權集保結算所辦
理境外基金申購、買回或孳息分
派等款項之結匯事宜，並同意授
權集保結算所得與銀行議定單一
之買進或賣出匯率，辦理結匯作
業。且相關匯費或買回費用等，
應自本人買回價金扣除。
3.嚴禁擇時交易及短線交易，
若基金機構或總代理人認為本人
從事此類交易時，基金機構或總
代理人有權拒絕受理本人所提出
之任何申購、買回或轉換申請，
絕無異議。另本人同意富蘭克林 【本人於申購 轉申購前，已充分了解上列所述相關風險並同意本申請書內容及次頁注意事項，審慎評估自身的
華美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財務狀況與風險承受能力，並確認適合本次所申購 轉申購之基金商品後，加蓋原留印鑑。】
得就本人從事基金交易符合公開
說明書短線交易認定標準者，依
該印鑑請與受益人開戶
主管機關、境外基金機構或總代
玲張
印鑑卡暨交易約定書之
理人所規定之格式，提供本人相
印小
原留印鑑相符。
關資料（含身分證字號）予境外
基金機構或總代理人。
(

)

(1)

(2)

/

/

業務代碼：
【注意事項】

主管：

【未成年人請加蓋法定代理人雙方之印鑑，受輔助宣告之人應加蓋輔助人之印鑑】

覆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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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蘭克林華美投信獨立經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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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06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87 號 12 樓

電話：(02)2781-9599

傳真：(02)2781-8299

網址：http://www.FTFT.com.tw

定期定額基金不包含貨幣型基金。
定期定額扣款金額最低每檔基金申購金額新台幣 3,000 元，以新台幣 1,000 元為倍數累加；若以美元/歐元申購者，最低申購金額
為美元/歐元/澳幣 100 元，以美元/歐元/澳幣 50 元為倍數累加；若以日幣申購者，最低申購金額為日幣 10,000 元，以日幣 5,000
元為倍數累加。
變更申請時間：收件截止時間為每營業日下午 14:00（例假日除外）
，如逾時，則順延至次一營業日處理，以次一營業日為申請
日。本申請書所稱之營業日為中華民國及境外基金註冊地營業日，若其中任一地休市或無報價，所有交易日均順延至次一營業
日，淨值也以次一營業日為準。
變更申請方式：
＊臨櫃辦理：受益人應於截止時間前將本申請書正本填妥後蓋上開戶原留印鑑，交予富蘭克林華美投信交易櫃檯服務人員，並
經審核無誤後始得始得辦理變更。
＊郵寄辦理：請以正本申請（恕不受理感光紙申請）
，填妥後蓋上開戶原留印鑑，郵寄至『富蘭克林華美投信 客戶服務科 收』
（台北市 10690 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 87 號 12 樓）；申請日期將以本公司收件並確認無誤後為準，並於確認無誤後
始得辦理變更。
若欲變更基金扣款帳號，請填寫”受益人開戶印鑑卡基本資料變更申請書”以及”基金扣款轉帳授權書”，請依下列說明填寫
“基金扣款轉帳授權書”：
若客戶欲申請之境外基金扣款轉帳金融機構為「中國信託、華南、台新、永豐、第一、兆豐、台北富邦、國泰世華、彰化銀行
等九家集保款項收付銀行者：請填寫基金扣款轉帳授權書【款項收付銀行授權轉帳繳款申請書】，即可使用臺幣及外幣扣款。
若客戶欲申請之境外基金扣款轉帳金融機構為集保款項收付機構「郵局」者：請填寫基金扣款轉帳授權書【基金扣款轉帳授權
書(郵局專用)】，即可使用臺幣扣款。
若客戶欲申請之境外基金扣款轉帳金融機構為「非上述」集保款項收付機構者：請填寫基金扣款轉帳授權書【全國性繳費(稅
)業務授權轉帳繳款申請書】，即可使用臺幣扣款。
基金扣款轉帳授權書，並於扣款授權書簽蓋銀行開戶原留印鑑，以授權扣款行於客戶申購境外基金時，依集保結算所通知辦理
扣款事宜。集保結算所將於扣款行完成核印作業後，始辦理相關扣款通知事宜。
依集保結算所規定，客戶辦理定期定額扣款申購作業時，須於申購申請日下午 15:30 前辦妥申購申請手續，並於指定扣款日前一
營業日將包含申購手續費之申購款項存入扣款銀行帳戶；若扣款日為國定例假日則順延至次一營業日扣款。此外，若於同一指
定帳戶內同時授權二個以上境外基金申購款項扣款轉帳付款作業時，將依集保結算所指定之扣款順序逐筆扣款，申購人絕無異
議。若因扣款當日存款不足，將比照上述作業方式承辦。實際交易申請截止時間請依銷售機構規定。
投資人欲變更定期定額申購之扣款日期、扣款金額、基金種類，或停止扣款、暫停扣款及恢復扣款者，應於指定扣款日七營業
日前辦妥變更申請手續。
若受益人未主動提出停止或暫停扣款之申請，扣款金融機構將持續辦理每月扣款作業；但連續三次扣款失敗，比照受益人提出
停止扣款辦理。
定期定額申購之單位數買回時，其相關匯款或郵資等費用需自行負擔。
集保結算所之指定扣款銀行：華南商銀、兆豐商銀、台新商銀、永豐商銀、台北富邦銀行、中國信託、第一銀行、國泰世華、
彰化銀行、郵局等十家，若約定扣款銀行有變更，則以集保結算所公告為之。
禁止美國公民申購持有富蘭克林華美投信銷售之境外基金。
申購人同意如擬停止或更改本授權書之任何事項時，應於當月扣款日之七個營業日前書面通知富蘭克林華美證券投資信託股份
有限公司，並經查核資料無誤後，如得生效（如未於截止日前送達本公司，則順延至次一扣款日生效）。
本申請書如經塗改(包括增、減、刪改文字)，請於塗改處加蓋原留印鑑，否則本公司將不予受理並將退回您所填寫之申請資料。
富蘭克林華美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所銷售之境外基金，申購分配單位將只以登記型式發行而無受益憑證，並以交付交易
確認單取代。

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惟不表示本基金絶無風險。經理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本基金最低投資收益；經理公司除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亦不
保證最低收益，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本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投資人應注意本基金投資之風險、債券交易市場流動性不足之風險及投資無擔保公司之風險；本基金或
有因利率變動、債券交易市場流動性不足及定期存單提前解約而影響基金淨值下跌之風險，同時或有受益人大量贖回時，致延遲給付贖回價款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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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

基金名稱

106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87 號 12 樓

電話：(02)2781-9599

傳真：(02)2781-8299

網址：http://www.FTFT.com.tw

代號

基金名稱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基金名稱及代碼表
代號

基金名稱

0822

大中華基金美元 A (acc)股

0361

印度基金美元 A(acc)股

0799

美國機會基金美元 A (acc)股

0803

中小型企業基金美元 A (Ydis)股

0533

成長(歐元)基金美元 A (acc)股

0280

美國機會基金歐元 A (acc)股

0592

互利全球領航基金美元 A (acc)股

0793

成長(歐元)基金歐元 A (acc)股

0830

泰國基金美元 A (acc)股

0593

互利全球領航基金歐元 A (acc)股

1009

亞洲小型企業基金美元 A (acc)股

0828

高價差基金美元 A (acc)股

0419

天然資源基金美元 A (acc)股

1012

亞洲小型企業基金美元 A (Ydis)股

0769

高價差基金歐元 A (acc)股

0422

天然資源基金歐元 A (acc)股

1010

亞洲小型企業基金歐元 A (acc)股

0433

新興國家小型企業基金美元 A(acc)股

0791

日本基金日幣 A (acc)股

0805

亞洲成長基金美元 A (Ydis)股

0434

新興國家小型企業基金美元 A(Ydis)股

0437

新興國家小型企業基金歐元 A(acc)股

0806

新興國家基金美元 A (Ydis)股

0802

歐元全球基金歐元 A (Ydis)股

0352

日本基金美元 A (acc)股

0384

1805

日本基金美元避險 A(acc)股-H1

0385

0796

生技領航基金美元 A (acc)股

1436

0815

全球平衡基金美元 A (Qdis)股(基金之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亞洲債券基金美元 A (acc)股(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亞洲債券基金美元 A (Mdis)股(基金之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亞洲債券基金澳幣避險 A (Mdis)股-H1(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0804

拉丁美洲基金美元 A (Ydis)股

0809

歐洲基金美元 A (Ydis)股

0152

全球核心策略基金美元 A (acc)股

0358

東歐基金美元 A (acc)股

0773

歐洲基金歐元 A (acc)股

0154

全球核心策略基金歐元 A (acc)股

0833

東歐基金歐元 A (acc)股

0836

潛力歐洲基金歐元 A (acc)股

0125

全球核心策略基金歐元 A(Ydis)股

0575

金磚四國基金美元 A (acc)股

0824

韓國基金美元 A (acc)股

0801

全球基金美元 A (Ydis)股

0797

科技基金美元 A (acc)股

1019

邊境市場基金美元 A (acc)股

0817

美元短期票券基金美元 A (Mdis)股

1028

邊境市場基金美元 A (Ydis)股

0790

美國中小成長基金美元 A (Acc)股

1022

邊境市場基金歐元 A (acc)股

0812

美國政府基金美元 A (Mdis)股

1105

0549
0810

0676

1171

全球債券基金美元 A (acc)股(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全球債券基金美元 A (Mdis)股(基金之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全球債券基金歐元 A (Mdis)股(基金之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全球債券基金澳幣避險 A (Mdis)股-H1(基金之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新興國家固定收益基金美元 A(acc)股(本基金有相當比重
為本金)

全球債券總報酬基金美元 A(acc)股(本基金有相當
0651

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

新興國家固定收益基金美元 A(Mdis)股(本基金有相當比
1049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互利歐洲基金美元 A (acc)股

0652

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

新興國家固定收益基金美元 A(Qdis)股(本基金有相當比重
0813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互利歐洲基金美元避險 A(acc)股-H1

0287

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

新興國家固定收益基金澳幣避險 A (Mdis)股-H1(本基金有
1434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互利歐洲基金歐元 A (acc)股

0349

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

0427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公司債基金美元 A (acc)股(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
0750

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

全球債券總報酬基金歐元 A(Ydis)股(本基金有相當
0663

本金)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

全球債券總報酬基金澳幣避險 A(Mdis)-H1(本基金
1172

為本金)

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

0375

1155

1156

0587

全球房地產基金美元 A(Qdis)股(基金之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全球房地產基金美元 A (acc)股(基金之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全球房地產基金歐元避險歐元 A (acc)股-H1(基金
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房地產基金歐元避險歐元 A(Ydis)股-H1(基金
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股票收益基金美元 A 穩定月配息股(基金之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0429

歐洲高收益基金美元 A(Mdis)股(本基金主要係投資
1116

源可能為本金)

0376

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
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公司債基金澳幣避險 A (Mdis)股-H1(本基金主要係
1433

0426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公司債基金美元 A (Mdis)股(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
0825

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歐洲高收益基金歐元 A(Mdis)股(本基金主要係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

精選收益基金歐元 A (Mdis)股(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

穩定月收益基金澳幣避險 A(Mdis)股-H1(本基金有相當比
1716

能為本金)

0486

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金)

歐洲高收益基金歐元 A(acc)股(本基金主要係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

精選收益基金美元 A(acc)股(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

穩定月收益基金美元 A (Mdis)股(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
0839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0751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為本金)

歐洲高收益基金美元避險 A(Mdis)股-H1(本基金主
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

精選收益基金美元 A (Mdis)股(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

精選收益基金澳幣避險 A (Mdis)股-H1(本基金有相當比重
1435

能為本金)

1714

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債券總報酬基金歐元 A(Mdis)股(本基金有相當
0770

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全球債券總報酬基金歐元 A(acc)股(本基金有相當
1659

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全球債券總報酬基金美元 A(Mdis)股(本基金有相當
0794

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

1715

能為本金)

穩定月收益基金美元 A(acc)股(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歐洲高收益基金歐元 A(Ydis)股(本基金主要係投資
0795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

1000

吉富世界基金美元 A(acc)股

1005

吉富世界基金歐元 A(acc)股

能為本金)

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惟不表示本基金絶無風險。經理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本基金最低投資收益；經理公司除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亦不保證最低收益，投資人申購前應詳
閱本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投資人應注意本基金投資之風險、債券交易市場流動性不足之風險及投資無擔保公司之風險；本基金或有因利率變動、債券交易市場流動性不足及定期存單提前解約而影響
基金淨值下跌之風險，同時或有受益人大量贖回時，致延遲給付贖回價款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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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蘭克林華美投信獨立經營管理
代號
101
104
108
158

106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87 號 12 樓

基金名稱
富蘭克林坦伯頓成長基金 A 股(本基金之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外國基金 A 股(本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高科技基金美元 A 股(本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高成長基金 A 股(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電話：(02)2781-9599

傳真：(02)2781-8299

網址：http://www.FTFT.com.tw

代號

基金名稱

富蘭克林/坦伯頓系列基金名稱及代碼表

代號
102
106
132
415

基金名稱

富蘭克林坦伯頓世界基金 A 股(本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成長基金 A 股(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富蘭克林黃金基金美元 A 股(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基金 A 股(本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103
107
150
454

富蘭克林坦伯頓中小型公司成長基金 A 股(本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公用事業基金美元 A 股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潛力組合基金 A 股(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法人機構專用基金-國際股票系列 Primary
股(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惟不表示本基金絶無風險。經理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本基金最低投資收益；經理公司除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亦不保證最低收益，投資人申購前應詳
閱本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投資人應注意本基金投資之風險、債券交易市場流動性不足之風險及投資無擔保公司之風險；本基金或有因利率變動、債券交易市場流動性不足及定期存單提前解約而影響
基金淨值下跌之風險，同時或有受益人大量贖回時，致延遲給付贖回價款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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