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以下資訊由各家基金公司提供，內容係節錄自公開說明書或投資人須知，如有誤植，請以公開說明書/投資人須知規定為準。(資料整理時間：105年08月份) 

2. 未來各基金公司如增列或修改「價格稀釋」相關規定，則依照各基金公司之最新公開說明書或相關規定辦理。 

境外基金之公平價格調整 

機制及反稀釋機制 

所謂「價格稀釋」是指當市場發生高波動及低流通性事件時，經理人須買賣證券以因應投資人大量申購或贖回基金。為保障既有投資人之權益，基金

公司將啟動「公平價格調整機制」(或稱「反稀釋機制」)，即在符合投資人權益的情況下，可於淨申贖額超過董事會設定的門檻上限時，對基金淨值進

行調整，最高調整幅度可達 2%，詳細內容請參照各家公開說明書及投資人須知。各系列基金「價格稀釋」相關規定如下： 

總代理人 基金系列 稀釋條款-公開說明書/投資人須知 

摩根投信 

摩根(歐洲)基金系列 

當基金出現鉅額交易，基金經理人為了應付大量進出的現金而須進行有價證券交易時，此時有關交易或其他成本並未準

確反映在投資人申購或買回基金的價格上，基金受益權單位的淨資產價值可能因此被稀釋。為避免上述影響，基金管理

機構可採取波動定價機制以保護基金受益人權益。此一機制亦為市場上主要同業採用。執行波動定價機制之好處如下：

1.基金執行波動定價機制時，進行申購或買回交易的投資人須承擔因交易產生之成本，因而可保障既有受益人權益。２.

雖然此項並非波動定價機制之主要目的，但是執行該等機制可降低投機性投資人藉由其他受益人負擔成本而獲取利益的

機會，因此可以抑制產生頻繁交易及選時交易之可能性。是否執行波動定價係依據所有投資人之基金總交易量，而非僅

就單一投資人或單一股份類別決定。如果計價日某基金之整體淨交易超過預定門檻（此一門檻由基金管理機構就個別基

金定期檢視及決定），基金管理機構可依據淨流入或淨流出金額決定向上或向下調整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前述

門檻之設定會考慮多種因素，包括市場情況、估計的稀釋成本和基金規模等。調整後的淨資產價值則將一體適用於當日

所有的基金交易。前述淨流入或淨流出金額係由基金管理機構依據計算資產淨值當時可取得之資訊決定。除貨幣市場基

金外，波動定價機制適用於其他所有基金。基金管理機構會考量交易及其他成本後調整定價，且此項調整可能因個別基

金而有所不同，但最高均不超過基金受益權單位原始淨資產價值之２％。 

摩根(亞洲)基金系列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當市場發生高波動及/或低流通性情事時，鉅額基金交易可能會對其他基金受益人的權益造成影響。

因為此時基金為應付鉅額交易而須買賣有價證券所產生的成本，可能無法準確反映在投資人申購或買回基金的價格上。

為了保護所有基金受益人的權益，基金管理機構可能會要求投資人承擔財務費用，該等財務費用並不會超過基金受益權

單位淨資產價值的 1%，並將反映於投資人申購或買回基金之價格中，並歸基金資產保有。 

 
 
 
 



 

 

1. 以下資訊由各家基金公司提供，內容係節錄自公開說明書或投資人須知，如有誤植，請以公開說明書/投資人須知規定為準。(資料整理時間：105 年 08 月份) 

2. 未來各基金公司如增列或修改「價格稀釋」相關規定，則依照各基金公司之最新公開說明書或相關規定辦理。 

境外基金之公平價格調整 

機制及反稀釋機制 

所謂「價格稀釋」是指當市場發生高波動及低流通性事件時，經理人須買賣證券以因應投資人大量申購或贖回基金。為保障既有投資人之權益，基金

公司將啟動「公平價格調整機制」(或稱「反稀釋機制」)，即在符合投資人權益的情況下，可於淨申贖額超過董事會設定的門檻上限時，對基金淨值進

行調整，最高調整幅度可達 2%，詳細內容請參照各家公開說明書及投資人須知。各系列基金「價格稀釋」相關規定如下： 

總代理人 基金系列 稀釋條款-公開說明書/投資人須知 

富達投信 富達基金系列 

ITI 反稀釋費用相關說明(價格調整政策)：共同基金的大筆申購和贖回，都可能造成基金資產的稀釋，由於投資人買入和

賣出持有的單位，皆會反映在任何一筆交易與其所衍生的成本上，因為基金管理人須因投資人的申購或贖回交易，而買

賣基金所持有的有價證券；因此為了避免大筆申購或贖回造成基金的價值被稀釋，以保護既有投資人的利益，已採納自

2007 年 11 月 1 日起生效之價格調整政策，其目的是確認投資人申購和贖回必須負擔交易成本（倘其被視為重大影響），

這包括每筆交易成本以及持有的有價證券買賣價差。倘於任何交易日，基金股份之總計淨交易量（申購減去贖回）超過

董事為各基金設定之門檻值，資產價值可能會向上或向下為適當之調整，以反映可能被視為為了符合基金淨日常交易而

產生之投資成本，然而這個門檻值也會經常性的被檢討以確保其適當性。董事所設定之門檻值係考慮多種因素，譬如普

遍市場情況、估計的稀釋成本和基金規模大小等因素，而此門檻值將一貫機械式地被觸發適用。當總計淨交易會導致股

份數目的增加時，將採取向上調整資產價值。當總計淨交易會導致股份數目的減少時，將採取向下調整資產價值。每檔

基金的價格變動調整門檻值每天都會計算，其根據的具體標準為投資組合當日的淨交易流量、調整因子與基金的淨資

產。由於價格的變動調整是根據投資組合當日淨交易的流量（申購減去贖回）而作決定，故這視每日基金交易狀況而定，

因此該等價格調整發生的時間與頻率亦不可能預測得知；即使當日基金有大筆的贖回金額亦不能保證一定會有價格變動

調整政策的執行，因為理論上若同一天亦有大筆的申購量，在考量淨流量的金額下，亦有可能不須執行價格變動調整政

策。調整因子則是根據每檔基金可能的交易成本與買賣有價證券的價差而定，以每股基金淨值調整的百分比為表示，目

前限定在 2%以內。而目前富達基金所有旗下基金之價格調整政策的監控與執行，是由盧森堡的基金會計部門所負責管

理。但是，儘管價格調整一般不會超過 2%，但董事會可能決定在特殊情況下提高此調整限額，以保護股東的利益。因

為任何該等價格調整將取決於股份之總計淨交易量，在未來的時間，不可能準確預測是否會有價格調整，乃至於該等價

格調整的頻繁度。 

 
 
 



 

 

1. 以下資訊由各家基金公司提供，內容係節錄自公開說明書或投資人須知，如有誤植，請以公開說明書/投資人須知規定為準。(資料整理時間：105年08月份) 

2. 未來各基金公司如增列或修改「價格稀釋」相關規定，則依照各基金公司之最新公開說明書或相關規定辦理。 

境外基金之公平價格調整 

機制及反稀釋機制 

所謂「價格稀釋」是指當市場發生高波動及低流通性事件時，經理人須買賣證券以因應投資人大量申購或贖回基金。為保障既有投資人之權益，基金

公司將啟動「公平價格調整機制」(或稱「反稀釋機制」)，即在符合投資人權益的情況下，可於淨申贖額超過董事會設定的門檻上限時，對基金淨值進

行調整，最高調整幅度可達 2%，詳細內容請參照各家公開說明書及投資人須知。各系列基金「價格稀釋」相關規定如下： 

總代理人 基金系列 稀釋條款-公開說明書/投資人須知 

富蘭克林投顧 
富蘭克林 

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基金（盧森堡註冊）之擺動定價調整機制說明：依公開說明書之規定，基金可能因為投資

人的申購、贖回、以及/或是自基金的轉入或轉出的頻繁或大量交易，經理公司因應該等交易提供現金淨流入或淨流出所

需而執行投資組合交易時，可能導致基金操作成本增加，而致使每股淨資產價值的減少。為了因應此稀釋衝擊以及保護

股東的權益，本公司可能採行擺動定價機制做為其評價政策的一部分。價格調整程度將由本公司定期重設以便反映當下

交易及其他成本的近似值。這類調整在不同基金間可能有所不同，並且將不會超過原始每股淨資產價值的百分之二。(詳

細規定請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 

安聯投信 安聯基金系列 無規定 

富邦投信 

GAM STAR 基金系列 基金管理機構在正常情況最高得收取達每股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一的稀釋費用。 

法儲銀(盧森堡)基金系列 目前在台註冊之子基金均未收取稀釋費用 

法儲銀(都柏林)基金系列 無規定 

法巴投顧 法巴百利達系列 

為避免基金面臨投資人在同一時間大量的買進或賣出，對基金長期投資人的權益造成不利之影響，基金或有可能進

行波幅定價(其效用等同於反稀釋費用)，以維護投資人之間的公平性。該波幅定價之施行及調整方式如下：當有大量淨

投資資金流進或流出同一基金超出基金可接受之正常水準時，基金經理必須於市場上大量買進或賣出證券，此一大筆交

易的出現，將會使得目前在該基金中持續投資，並未做出任何交易的長期投資人，所需負擔的交易成本增加，因此造成

其權益受損。但採用波幅定價(Swing Pricing)機制後，將可使得相關之交易成本，由當日申購及贖回之相關投資人承擔。

若淨投資金額過大時，基金的淨值就會往上調，但相反的，若淨贖回金額過大時，基金的淨值就會往下調。因是否採用

波幅定價係以該基金之資金淨流量為認定，所以是以個別基金為評量之標準，並非一體採用於所有基金上。但是一旦該

基金於當日採用波幅定價，董事會可進一步就交易費及銷售佣金調整資產淨值，以符合投資人的利益。不論為何種投資

人，此一價格將會使用於所有當日的交易，並視為該基金當日的正式基金淨值。唯該等費用及佣金並不超過子基金、類

別或類股於當時的資產淨值的 1%。 

 



 

1. 以下資訊由各家基金公司提供，內容係節錄自公開說明書或投資人須知，如有誤植，請以公開說明書/投資人須知規定為準。(資料整理時間：105年08月份) 

2. 未來各基金公司如增列或修改「價格稀釋」相關規定，則依照各基金公司之最新公開說明書或相關規定辦理。 

境外基金之公平價格調整 

機制及反稀釋機制 

所謂「價格稀釋」是指當市場發生高波動及低流通性事件時，經理人須買賣證券以因應投資人大量申購或贖回基金。為保障既有投資人之權益，基金

公司將啟動「公平價格調整機制」(或稱「反稀釋機制」)，即在符合投資人權益的情況下，可於淨申贖額超過董事會設定的門檻上限時，對基金淨值進

行調整，最高調整幅度可達 2%，詳細內容請參照各家公開說明書及投資人須知。各系列基金「價格稀釋」相關規定如下： 

總代理人 基金系列 稀釋條款-公開說明書/投資人須知 

景順投信 景順基金系列 

倘符合股東的最佳利益，基金經理亦可視基金於某一營業日的認購、贖回或轉換所產生的股份交易活動淨額而計入須於

實際購入或出售基金資產時所應支付的交易及其他開支及任何財務費用，以對每股資產淨值作出調整。為免產生疑點，

遵照公開說明書第 9.3 節所載佔資產淨值某一百分比而計算的費用將會繼續按未經調整資產淨值計算。 

野村投信 

NN(L)基金系列 

子基金申購或買回之交易包括實物交易，可造成基金資產之「稀釋」，這是因為當投資經理公司為提供大量現金流出及

流入量而為證券交易時，一名投資人申購或買回一子基金之股份之價格可能無法全盤反應出所生之交易與其它成本。為

減輕影響並提升對於現有股東之保障，名為浮動單一訂價 (Swinging Single Pricing， SSP)之機制得依董事會之決定，

適用於境外基金機構之個別子基金。適用浮動單一定價機制後，相關子基金之資產淨值可能將依「浮動因子」(Swing 

Factor)調整，以補償因資本流出及流入的不同所生之預期交易成本(「淨資本流量」)。如有淨資本流入， 浮動因子可能

將會加入各該子基金資產淨值，以反映申購的請求，而於有淨資本流出時，浮動因子可能將會自各該子基金資產淨值中

扣除，以反映買回的請求。於上述二種情況下，於特定日中，申購及買回之投資人將適用同一資產淨值。原則上，浮動

因子將不會超過個別子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1.50%，惟投資固定收益工具之子基金可能適用最高 3.00%之浮動因子。各個

子基金可能適用不同之浮動因子(依上列之最高浮動因子)及程度門檻。如果淨資本流量超過事先定義之子基金資產淨值

比例(「門檻」)，將自動觸發浮動單一定價。門檻之程度，如有適用，將依據某些參數決定，包括但不限於各該子基金

所投資之基礎市場的流動性、各該子基金的現金管理，或用以管理淨資本流入/流出的工具類型。浮動因子尤其係依據各

子基金得投資之金融工具的估計交易成本。不同程度之門檻及浮動因子將定期檢討並可能調整。就單一子基金而言，適

用之門檻可能代表其未適用或極少適用浮動單一訂價。 

天達基金系列 

由於交易費、稅項以及子基金的資產於該營業日的買入與賣出價之間的任何差價，買入或賣出子基金的資產或投資的實

際成本或會與通常用於計算其相關資產淨值的中間市場價格存在偏差。此等成本或會對子基金的資產淨值構成負面影

響，被稱為「稀釋」。為了減輕稀釋的影響，董事可酌情決定調整子基金每股的資產淨值，以將稀釋的潛在影響考慮在

內。此調整將按照董事隨時制定的標準進行，包括在某一個營業日，將子基金的淨資金流入或流出進行投資或撤資的成

本，會否產生董事會認為實質的稀釋影響。此調整僅可於對子基金減少稀釋的目的下才可進行。 

 



 
 

1. 以下資訊由各家基金公司提供，內容係節錄自公開說明書或投資人須知，如有誤植，請以公開說明書/投資人須知規定為準。(資料整理時間：105 年 08 月份) 

2. 未來各基金公司如增列或修改「價格稀釋」相關規定，則依照各基金公司之最新公開說明書或相關規定辦理。 

境外基金之公平價格調整 

機制及反稀釋機制 

所謂「價格稀釋」是指當市場發生高波動及低流通性事件時，經理人須買賣證券以因應投資人大量申購或贖回基金。為保障既有投資人之權益，基金

公司將啟動「公平價格調整機制」(或稱「反稀釋機制」)，即在符合投資人權益的情況下，可於淨申贖額超過董事會設定的門檻上限時，對基金淨值進

行調整，最高調整幅度可達 2%，詳細內容請參照各家公開說明書及投資人須知。各系列基金「價格稀釋」相關規定如下： 

總代理人 基金系列 稀釋條款-公開說明書/投資人須知 

瑞銀投信 瑞銀基金系列 

若單一交易日一子基金所有單位種類的總申購或贖回交易造成淨資本流入或流出時，則基金的淨資產價值將因此而增加

或減少，本基金採擺動定價機制調整基金淨值，調整後淨值適用於所有當日投資人申購或贖回，不論投資人申贖金額多

寡，均會以調整後淨值計算。淨資產價值最大的調整幅度為該日淨值的 2%。 

施羅德投信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根據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最新版公開說明書，2.4 資產淨值之計算:相關細節請參閱以下「稀釋」及「稀釋調整」之規定。

稀釋:基金係各別訂價，並可能因基金申購、贖回及／或轉換等進出行為而買賣其標的投資所產生之交易成本及該等投資

之買賣價差而遭受價值之減損，此稱之為「稀釋」。為因應此種情形及保護股東權益，基金管理機構將適用「擺動式價

格」作為其每日估值政策之一部分。此意指於特定情況下，基金管理機構將於計算每股資產淨值時進行調整，以因應發

生重大情況時對交易及其他成本之衝擊。稀釋調整:於通常業務情況下，稀釋調整之運用將機械式地及以一致之基準予以

啟動。是否需要進行稀釋調整將視基金於各交易中所受理之申購、轉換及贖回淨值而定。因此，基金管理機構保留於基

金之現金淨值超過董事隨時就前一交易日之總資產淨值所設定之門檻時，進行稀釋調整。基金管理機構亦可能於認為其

作法有利於股東時，自行裁量進行稀釋調整。於稀釋調整時，通常於基金有淨流入時，將會增加每股資產淨值，而於有

淨流出時，將會減少每股資產淨值。各股份類別之每股資產淨值將分別計算，但稀釋調整均會依比例對各股份類別之每

股資產淨值產生影響。由於稀釋涉及基金流入或流出之金額，因此無法正確預估將來某一時間點是否會發生稀釋。亦因

此無法正確預估基金管理機構需要進行稀釋調整之頻率為何。由於計算各基金之稀釋調整時將會參考該等基金標的投資

之交易成本，包括交易價差，亦會隨市場情況而有不同，此意味著稀釋調整之金額可能因時間而有差異，但不得逾越相

關資產淨值之 2%。董事已被授權於前述估值方法顯然不可能或不適當時，運用其他適當的原則以估算本基金資產及／

或任一股份類別資產之價值。 

 
 
 
 
 



 
 

1. 以下資訊由各家基金公司提供，內容係節錄自公開說明書或投資人須知，如有誤植，請以公開說明書/投資人須知規定為準。(資料整理時間：105 年 08 月份) 

2. 未來各基金公司如增列或修改「價格稀釋」相關規定，則依照各基金公司之最新公開說明書或相關規定辦理。 

境外基金之公平價格調整 

機制及反稀釋機制 

所謂「價格稀釋」是指當市場發生高波動及低流通性事件時，經理人須買賣證券以因應投資人大量申購或贖回基金。為保障既有投資人之權益，基金

公司將啟動「公平價格調整機制」(或稱「反稀釋機制」)，即在符合投資人權益的情況下，可於淨申贖額超過董事會設定的門檻上限時，對基金淨值進

行調整，最高調整幅度可達 2%，詳細內容請參照各家公開說明書及投資人須知。各系列基金「價格稀釋」相關規定如下： 

總代理人 基金系列 稀釋條款-公開說明書/投資人須知 

鋒裕投顧 鋒裕基金系列 

子基金相關級別受益權單位於單位淨值計算完畢後又遇子基金大部份投資標的報價或交易所在市場出現價格大幅波動

之情形時，經理公司為維護基金受益人或本基金之利益得重新計算淨值，並將原先計算所得之淨值予以廢棄。若在任何

評價日任一特定子基金之所有級別受益權單位所累積的申購與買回，將造成受益權單位之淨增加或淨減少超過經理公司

隨時為該子基金所設立的門檻，在考慮包括主要市場狀況等因素，經理公司考量受益權單位持有人之最佳利益，得調整

子基金淨資產價值以反映估計的交易價差、子基金為滿足特定評價日之沖抵交易而了結或買入投資所產生之成本與費

用。該調整不得超過相關評價日之子基金淨資產之 2%。該調整將於適用任何績效費（若有適用）前完成。 

聯博投信 聯博基金系列 

擺動定價調整(自 2015 年 11 月 2 日起生效) :為了抵消因子基金受益憑證之大量申購或贖回而對子基金資產淨值產生之

稀釋效果，理事會已實施擺動定價政策。稀釋是指因投資人申購、賣出及/或轉換聯博基金子基金，其價格未反映子基金

進行交易活動所承擔之相關交易成本，而為了調和相應的現金流入或流出造成資產淨值減少。當子基金投資資產之買入

或賣出之實際成本，因為交易費用、稅負及投資資產買入及賣出價格間的任何價差，而與子基金資產之評價偏離時，即

發生稀釋。稀釋可能對子基金之價值造成負面影響，並因此影響受益人。依照聯博基金之擺動定價政策，若在任一營業

日，子基金受益憑證的投資淨流入或淨流出總和超過由理事會隨時預先決定的門檻，子基金之資產淨值得向上或向下調

整，以反映可歸因於該等淨流入或淨流出的成本。理事會於考量主要市場狀況、預估稀釋成本及子基金規模等因素後設

定相關門檻。對於擺動定價調整之程度將定期審查並可能進行調整，以反映理事會決定之交易成本近似值。擺動定價之

適用將是以每日為基準，於超過相關門檻時自動觸發。擺動定價調整將適用於子基金在該營業日的全部受益憑證(及全部

交易)。擺動定價調整會因子基金而不同，是取決於子基金投資之特定資產。一般而言，擺動定價調整將不會超過子基金

原本資產淨值之 2%。請投資人注意，適用擺動定價可能導致增加子基金評價及績效的波動性，且子基金之資產淨值可

能因適用擺動定價而與特定營業日之投資標的績效偏離。通常，當子基金有淨流入時，該等調整將增加每受益憑證在某

一營業日的資產淨值；當有淨流出時則減少每受益憑證的資產淨值。 

 



 

1. 以下資訊由各家基金公司提供，內容係節錄自公開說明書或投資人須知，如有誤植，請以公開說明書/投資人須知規定為準。(資料整理時間：105 年 08 月份) 

2. 未來各基金公司如增列或修改「價格稀釋」相關規定，則依照各基金公司之最新公開說明書或相關規定辦理。 

境外基金之公平價格調整 

機制及反稀釋機制 

所謂「價格稀釋」是指當市場發生高波動及低流通性事件時，經理人須買賣證券以因應投資人大量申購或贖回基金。為保障既有投資人之權益，基金

公司將啟動「公平價格調整機制」(或稱「反稀釋機制」)，即在符合投資人權益的情況下，可於淨申贖額超過董事會設定的門檻上限時，對基金淨值進

行調整，最高調整幅度可達 2%，詳細內容請參照各家公開說明書及投資人須知。各系列基金「價格稀釋」相關規定如下： 

總代理人 基金系列 稀釋條款-公開說明書/投資人須知 

瀚亞投信 

瀚亞(新加坡)基金系列 

本公司為計算股份交易價格而進行其投資標的之評價時，相關基礎係以 M&G 投資基金(1)及(3)之管理規章及公司章程

為準，詳見第 24 節規範；但用以計算每股價格的市值中價通常並不等於子基金資產及投資標的的實際買進成本或出售

所得，因為其間還涉及投資標的手續費、交易稅、買賣差價等諸多問題，這些因素對子基金淨值所造成的負面影響稱為

“稀釋作用”，管理規章允許稀釋之成本得直接由子基金資產予以支應，或利用該子基金股份之購買或買回交易從投資

人處收回。授權法人董事的政策在設計上係力求降低稀釋作用對子基金之衝擊。各子基金稀釋分攤金計算時主要係參酌

該子基金投資標的的各項交易成本，其中包括買賣價差、手續費和交易稅。授權法人董事決定採取稀釋調整時應考量是

否對現任股東(有申購交易時)或剩餘股東(有買回交易時)有不利影響；是否在可行之狀況下採用稀釋調整對全體股東乃至

潛在股東均為公平。採反稀釋機制調整後之子基金淨值適用於所有當日申贖之投資者，不論投資人申贖金額多寡，均會

以調整後淨值計算。授權法人董事得變更稀釋調整政策，但應提前至少 60 天通知各股東，並應在變更生效之前修訂公

開說明書。 

瀚亞(盧森堡)基金系列 

因為有稅賦、費用以及購買和出售投資標的之價差等原因，子基金購買或出售資產以及投資的實際成本，可能和最新的

報價或計算每股資產淨值時適用的價格不同。這些成本會對子基金的價值造成不利的影響，即所謂的「稀釋」作用。為

了減輕稀釋作用的影響，董事會有權對相關子基金之每股資產淨值做價格的調整。一般來說，價格調整的條件係決於相

關子基金股份級別淨申購、淨贖回或淨轉換的數量。價格調整可能發生在下列情況，但不限於：1) 子基金的資產持續在

下降(例如，正經歷贖回而導致淨流出)；2) 子基金正面臨與基金規模相當之大額淨申購或淨贖回；3) 子基金於任何評

價日經歷淨申購或淨贖回部位；4) 在任何其他情況下，董事會認為為股東的利益，有必要進行價格調整。當子基金處於

淨申購部位時，價格調整將會增加每股資產淨值；當子基金處於淨贖回部位時，價格調整會減少每股資產淨值。而每股

資產淨值增減的數字，係由董事會評估能適當地反映稅負、費用及買賣價差的數額。由於某些股票市場和地區，對買賣

雙方可能有不同的收費結構，故對於淨流入或淨流出所做的調整可能有所不同。然而價格調整最高將不超過適用每股資

產淨值的 2%。子基金各股份類別的調整價格雖分別計算，但任何的價格調整係以百分比的方式，以對各股份類別的影

響一致。為避免疑義，對於須採取價格調整的子基金，視情況得於子基金或股份類別的層級中進行。有關擺動定價機制

之詳細說明，請詳參瀚亞投資中文版基金公開說明書第 2.4 節-「價格調整政策」。 



 

1. 以下資訊由各家基金公司提供，內容係節錄自公開說明書或投資人須知，如有誤植，請以公開說明書/投資人須知規定為準。(資料整理時間：105 年 08 月份) 

2. 未來各基金公司如增列或修改「價格稀釋」相關規定，則依照各基金公司之最新公開說明書或相關規定辦理。 

 

境外基金之公平價格調整 

機制及反稀釋機制 

所謂「價格稀釋」是指當市場發生高波動及低流通性事件時，經理人須買賣證券以因應投資人大量申購或贖回基金。為保障既有投資人之權益，基金

公司將啟動「公平價格調整機制」(或稱「反稀釋機制」)，即在符合投資人權益的情況下，可於淨申贖額超過董事會設定的門檻上限時，對基金淨值進

行調整，最高調整幅度可達 2%，詳細內容請參照各家公開說明書及投資人須知。各系列基金「價格稀釋」相關規定如下： 

總代理人 基金系列 稀釋條款-公開說明書/投資人須知 

霸菱投顧 霸菱基金系列 

霸菱基金之擺動定價〈稀釋調整〉政策如下：除霸菱英鎊全球債券信託基金不適用外，霸菱各檔基金皆採用擺動定價〈稀

釋調整〉機制以保護基金之長期投資人。基金採擺動定價〈稀釋調整〉調整基金淨值，該淨值適用於所有當日申購之投

資者，不論投資人申購金額多寡，均會以調整後淨值計算。決定霸菱基金的淨資產價值時，若於任何交易日，基金淨流

出（贖回）金額超過基金管理機構董事會所設定之門檻時，每股（單位）淨資產價值將向下調整以反映當日該基金所持

有投資之最低市場買入價。當基金淨流入（申購）金額超過基金管理機構董事會所設定之門檻時，每股（單位）淨資產

價值將向上調整以反映當日該基金所持有投資之最高市場賣出價。詳情請參閱各基金公開說明書。 

中國信託投信 英傑華基金系列 

依公開說明書之規定，交易日子基金股份交易過多（如董事會當時的定義）時，子基金資產淨值可能適用擺動定價予以

調整，或將稀釋費適用於交易。《擺動定價》當有購買子基金的強勁需求時，資產淨值即向上調整；當有贖回子基金股

份的強勁需求時，資產淨值則向下調整。此等調整，子基金之間可能有所差異，除非發生異常市場狀況，一般不超過每

股原始資產淨值 2%。觸發擺動定價的門檻由管理公司訂定，隨著時間及不同子基金可能有所差異。擺動定價用意在於

保護持股續抱的股東不受到子基金股份大量交易而造成對於子基金價值的潛在負面影響。受影響的子基金：除了多重策

略目標收益基金及多重策略目標報酬基金以外的全部子基金。《稀釋費》子基金最高可對於股份交易收取額外 2%的費

用。當出現贖回子基金股份的強勁需求時，即對於贖回收取稀釋費；當出現申購子基金股份的強勁需求時，即對於申購

收取稀釋費。受影響的子基金：除了多重策略目標收益基金及多重策略目標報酬基金以外的全部子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