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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結構型商品發行機構、總代理人及受託或銷售機構之 

共同簽訂書面契約應行記載事項總說明 

    為使境外結構型商品發行機構、總代理人及受託或銷售機構之權利義務

關係臻於明確，境外結構型商品管理規則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境外結構型

商品發行機構、總代理人及受託或銷售機構間，除屬同一法律主體外，應共

同簽訂書面契約，並於同條第三項授權由本會洽商受託或銷售機構所屬同業

公會擬訂應行記載事項，報請主管機關備查，爰依據境外結構型商品管理規

則，並參考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境外基金總代理契約

及銷售契約應行記載事項暨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連動債契約參考

範本」，訂定本事項。 

    本事項共五條，茲就其重點說明如下： 

一、說明訂定本事項之法源依據。（條文第一條） 

二、為使境外結構型商品發行機構、總代理人及受託或銷售機構間共同簽訂

之書面契約，有一致內容，以明確各方權利義務，爰規定境外結構型商

品發行機構、總代理人及受託或銷售機構之共同契約，應依本事項之規

定辦理。（條文第二條） 

三、為明確境外結構型商品發行機構、總代理人及受託或銷售機構間之權利

義務關係，明定應載明於共同契約中之事項。（條文第三條） 

四、為保護投資人，明定境外結構型商品發行機構、總代理人及受託或銷售

機構應在共同契約中約定受託或銷售機構就境外結構型商品受託投資、

受託買賣或以之為投資型保單投資標的，應向投資人充分揭露並明確告

知各項費用與其收取方式、投資之境外結構型商品交易架構，及可能涉

及之風險等相關資訊，其中風險應包含最大損失金額。（條文第四條） 

五、明定本事項施行之程序。（條文第五條） 

 



產品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  第 2 頁，共 10 頁 

 

境外結構型商品發行機構、總代理人及受託或銷售機構之共

同簽訂書面契約應行記載事項 

第一條 

本事項依據境外結構型商品管理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第十六條

第三項規定訂定。 

第二條 

境外結構型商品發行機構、總代理人及受託或銷售機構之共同書面

契約，應依本事項之規定辦理。 

第三條 

境外結構型商品發行機構、總代理人及受託或銷售機構間共同簽訂

之書面契約，應載明各方權利義務。 

前項契約應記載下列各款事項： 

一、契約當事人之名稱及地址。 

二、境外結構型商品發行機構之權利、義務及責任。 

三、總代理人之權利、義務及責任，包括但不限於： 

（一）因境外結構型商品發行機構發生破產、解散、停業、營業移轉、

併購、歇業、其當地國法令撤銷或廢止許可等其他相似之重大事由

時，總代理人應負之責任。 

（二）於總代理人為發行機構或保證機構之子公司之情形，總代理人同

意就發行機構或保證機構所負境外結構型商品之義務負連帶責任。 

四、總代理人提供服務之方式及範圍。 

五、受託或銷售機構之權利、義務及責任。 

六、受託或銷售機構提供服務之方式及範圍。 

七、境外結構型商品發行機構、總代理人、受託或銷售機構報酬、費用

及其他各項利益之標準、種類、計算方法、支付時期及方法，並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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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事項： 

（一）為向投資人充分揭露並明確告知各項費用及其收取方式，發行

機構、總代理人及受託或銷售機構應就其所收取之費用共同製作

費用明細表，列表以百分比逐項揭露下列費用與收取時點及方

式： 

1.申購費用。 

2.贖回費用。 

3.管理費用，包括投資人給付之信託管理費或管銷費用等。 

4.分銷費用（其中屬發行機構或總代理人給付予受託或銷售機構

之報酬、費用、折讓等各項利益應單獨列示）。 

5保費費用。 

6.解約費用。 

7.其他費用。 

(二) 受託或銷售機構因受理投資該商品自發行機構或總代理人取得

之報酬、費用、折讓等各項利益，應明訂收取費率之範圍，受託

或銷售機構應與投資人約定其性質屬受託或銷售機構報酬，並應

於收取後告知投資人確實之收取金額。境外結構型商品非以專業

投資人為銷售對象者，前述該收取費率範圍依產品年限，每年收

取費率範圍不得超過受理投資該商品總金額之 0.5％，全部年限

收取之費率合計不得超過受理投資該商品總金額之 5％。 

（三）境外結構型商品發行機構或總代理人，不得給付受託或銷售機構

除契約約定範疇以外之不當金錢、財務或其他利益。 

八、境外結構型商品公告資訊之通知及其方式。 

九、總代理人及受託或銷售機構為遵循相關法令，要求境外結構型商品

發行機構應配合提供之資訊、協助及其應負之責任。前述事項應含明

定境外結構型商品如以預定商品發行評等審核通過者，發行機構應於

境外結構型商品發行日後一個月內，通知受託或銷售機構該商品之實

際發行評等，且依下列事項辦理： 

(一)若該實際發行評等未符合本規則之規定時，受託或銷售機構得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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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契約。解約後，發行機構應將投資人交付之價金加計依臺灣銀行

活期存款利率計算之利息後，交由受託或銷售機構退還投資人。 

(二)若該實際發行評等低於預定評等時，受託或銷售機構應於發行機構

告知實際發行評等後三個營業日內，通知投資人得於十個營業日內，

請求以認購價格加計依臺灣銀行活期存款利率計算之利息行使賣回

權利之相關事項。 

十、境外結構型商品發行機構或總代理人，為遵循相關法令，要求受託

或銷售機構應配合提供之資訊、協助及其應負之責任。 

十一、境外結構型商品對於下列事項，發行人、總代理人應於事實發生

日起三日內，公告並通報受託或銷售機構，受託或銷售機構應轉知投

資人： 

（一）境外結構型商品發行機構因解散、停業、營業移轉、併購、歇業、

其當地國法令撤銷或廢止許可或其他相似之重大事由，致不能繼續營

業者。 

（二）境外結構型商品發行機構或保證機構之長期債務信用評等或境外

結構型商品之發行評等遭調降者。 

（三）其發行或代理之境外結構型商品發生依約定之重大事件，致重大

影響投資人之權益者。 

（四）其他重大影響投資人權益之事項。 

十二、保密事項。 

十三、違約責任。 

十四、契約之變更或終止，以及發行人或總代理人無法繼續發行或代理

境外結構型商品時，應協助投資人辦理後續境外結構型商品贖回或其

他相關事宜。 

十五、權利義務之移轉。 

十六、契約之生效日期及其存續期間。 

十七、紛爭之解決方式。 

十八、準據法及管轄法院。 

十九、其他影響投資人權益經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以下簡稱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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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會) 規定應記載事項。 

境外結構型商品如無總代理人時，則由境外結構型商品發行機構與受託

或銷售機構簽訂書面契約，前項各款事項中，有關總代理人之權利義

務應由境外結構型商品發行機構行使或負擔。 

第一項共同簽訂之書面契約，由受託或銷售機構所屬同業公會共同擬訂

書面契約範本，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第四條 

境外結構型商品發行機構、總代理人及受託或銷售機構應在共同契

約中約定受託或銷售機構就境外結構型商品受託投資、受託買賣或以之

為投資型保單投資標的，應向投資人充分揭露並明確告知各項費用與其

收取方式、投資之境外結構型商品交易架構，及可能涉及之風險等相關

資訊，其中風險應包含最大損失金額。 

第五條 

本事項經洽商受託或銷售機構所屬同業公會擬訂，報請金管會備查

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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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結構型商品發行機構、總代理人及受託或銷售機構之 

共同簽訂書面契約應行記載事項 

名稱 說明 

境外結構型商品發行機構、總代理人及受

託或銷售機構之共同簽訂書面契約應行記

載事項 

參酌境外結構型商品管理規則第十六條第

一項文字訂定。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事項依據境外結構型商品管理規則

（以下簡稱本規則）第十六條第三項規定

訂定。 

明定訂定本事項之法源依據。 

第二條 

境外結構型商品發行機構、總代理人

及受託或銷售機構之共同書面契約，應依

本事項之規定辦理。 

為使境外結構型商品發行機構、總代理人

及受託或銷售機構間共同簽訂之書面契

約，有一致內容，以明確各方權利義務，

爰依本規則第十六條第一項及第三項規

定，並參酌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

商業同業公會境外基金總代理契約及銷售

契約應行記載事項第貳點訂定。 

第三條 

境外結構型商品發行機構、總代理人

及受託或銷售機構間共同簽訂之書面契

約，應載明各方權利義務。 

前項契約應記載下列各款事項： 

一、契約當事人之名稱及地址。 

二、境外結構型商品發行機構之權利、義

務及責任。 

三、總代理人之權利、義務及責任，包括

但不限於： 

（一）因境外結構型商品發行機構發生破

產、解散、停業、營業移轉、併購、

歇業、其當地國法令撤銷或廢止許

可等其他相似之重大事由時，總代

理人應負之責任。 

（二）於總代理人為發行機構或保證機構

之子公司之情形，總代理人同意就

發行機構或保證機構所負境外結構

型商品之義務負連帶責任。 

一、為明確境外結構型商品發行機構、總

代理人及受託或銷售機構間之權利義

務關係，爰明定應載明於共同契約中

之事項。 

二、參酌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

業同業公會境外基金總代理契約及銷

售契約應行記載事項第參點及第肆

點，訂定第二項第一款至第六款、第

八款及第十五款至第十九款。 

三、參考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雷曼迷你債券危機引起的事項 

向財政司司長呈交的報告」31.6建議

事項訂定第二項第七款第一目。 

四、為避免利益衝突，訂定第二項第七款

第三目明定境外結構型商品發行機構

或總代理人，不得給付受託或銷售機

構除契約約定範疇以外之不當金錢、

財務或其他利益。 

五、配合本規則第十六條第二項第一款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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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總代理人提供服務之方式及範圍。 

五、受託或銷售機構之權利、義務及責任。 

六、受託或銷售機構提供服務之方式及範

圍。 

七、境外結構型商品發行機構、總代理人、

受託或銷售機構報酬、費用及其他各

項利益之標準、種類、計算方法、支

付時期及方法，並約定下列事項： 

（一）為向投資人充分揭露並明確告知各

項費用及其收取方式，發行機構、總

代理人及受託或銷售機構應就其所收

取之費用共同製作費用明細表，列表

以百分比逐項揭露下列費用與收取時

點及方式： 

1.申購費用。 

2.贖回費用。 

3.管理費用，包括投資人給付之信託

管理費或管銷費用等。 

4.分銷費用（其中屬發行機構或總代

理人給付予受託或銷售機構之報

酬、費用、折讓等各項利益應單獨

列示）。 

5保費費用。 

6.解約費用。 

7.其他費用。 

(二)受託或銷售機構因受理投資該商品

自發行機構或總代理人取得之報酬、

費用、折讓等各項利益，應明訂收取

費率之範圍，受託或銷售機構應與投

資人約定其性質屬受託或銷售機構報

酬，並應於收取後告知投資人確實之

收取金額。境外結構型商品非以專業

投資人為銷售對象者，前述該收取費

率範圍依產品年限，每年收取費率範

圍不得超過受理投資該商品總金額之

0.5％，全部年限收取之費率合計不得

超過受理投資該商品總金額之 5％。 

（三）境外結構型商品發行機構或總代理

人，不得給付受託或銷售機構除契約

定，訂定第二項第九款至第十一款。 

六、參酌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連

動債契約參考範本」第 4點及第 8點，

訂定第二項第十二款及第十三款。 

七、參酌本規則第十六條第二項第三款及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境外基金總代理契約及銷售契

約應行記載事項第參點及第肆點，訂

定訂定第二項第十四款。 

八、依據本規則第六條第一項規定，境外

結構型商品發行機構於中華民國境內

設有分公司時，可不設總代理人，爰

明定第三項此時應由境外結構型商品

發行機構與受託或銷售機構簽訂書面

契約，其有關總代理人之權利義務，

應由境外結構型商品發行機構行使或

負擔。 

九、為利實務作業，明定第四項共同簽訂

之書面契約，由受託或銷售機構所屬

同業公會共同擬訂書面契約範本，報

請主管機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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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定範疇以外之不當金錢、財務或其

他利益。 

八、境外結構型商品公告資訊之通知及其

方式。 

九、總代理人及受託或銷售機構為遵循相

關法令，要求境外結構型商品發行機

構應配合提供之資訊、協助及其應負

之責任。前述事項應含明定境外結構

型商品如以預定商品發行評等審核通

過者，發行機構應於境外結構型商品

發行日後一個月內，通知受託或銷售

機構該商品之實際發行評等，且依下

列事項辦理： 

(一)若該實際發行評等未符合本規則

之規定時，受託或銷售機構得解

除本契約。解約後，發行機構應

將投資人交付之價金加計依臺

灣銀行活期存款利率計算之利

息後，交由受託或銷售機構退還

投資人。 

(二)若該實際發行評等低於預定評等

時，受託或銷售機構應於發行機

構告知實際發行評等後三個營

業日內，通知投資人得於十個營

業日內，請求以認購價格加計依

臺灣銀行活期存款利率計算之

利息行使賣回權利之相關事項。 

十、境外結構型商品發行機構或總代理

人，為遵循相關法令，要求受託或銷

售機構應配合提供之資訊、協助及其

應負之責任。 

十一、境外結構型商品對於下列事項，發

行人、總代理人應於事實發生日起三

日內，公告並通報受託或銷售機構，

受託或銷售機構應轉知投資人： 

（一）境外結構型商品發行機構因解

散、停業、營業移轉、併購、歇

業、其當地國法令撤銷或廢止許

可或其他相似之重大事由，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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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繼續營業者。 

（二）境外結構型商品發行機構或保證

機構之長期債務信用評等或境外

結構型商品之發行評等遭調降

者。 

（三）其發行或代理之境外結構型商品

發生依約定之重大事件，致重大

影響投資人之權益者。 

（四）其他重大影響投資人權益之事項。 

十二、保密事項。 

十三、違約責任。 

十四、契約之變更或終止，以及發行人或

總代理人無法繼續發行或代理境外

結構型商品時，應協助投資人辦理

後續境外結構型商品贖回或其他相

關事宜。 

十五、權利義務之移轉。 

十六、契約之生效日期及其存續期間。 

十七、紛爭之解決方式。 

十八、準據法及管轄法院。 

十九、其他影響投資人權益經行政院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 (以下簡稱金管

會) 規定應記載事項。 

境外結構型商品如無總代理人時，則

由境外結構型商品發行機構與受託或銷售

機構簽訂書面契約，前項各款事項中，有

關總代理人之權利義務應由境外結構型商

品發行機構行使或負擔。 

第一項共同簽訂之書面契約，由受託

或銷售機構所屬同業公會共同擬訂書面契

約範本，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第四條 

境外結構型商品發行機構、總代理人

及受託或銷售機構應在共同契約中約定受

託或銷售機構就境外結構型商品受託投

資、受託買賣或以之為投資型保單投資標

的，應向投資人充分揭露並明確告知各項

依據本規則第二十三條第三項規定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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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與其收取方式、投資之境外結構型商

品交易架構，及可能涉及之風險等相關資

訊，其中風險應包含最大損失金額。 

 

第五條 

本事項經洽商受託或銷售機構所屬同

業公會擬訂，報請金管會備查後施行；修

正時，亦同。 

明定本事項施行之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