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ociété Générale 

法商法國興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商法國興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五期美金六年期普通公司債 

中文公開說明書 

1. 發行機構：法商法國興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Société Générale) 

2. 本中文公開說明書編印目的：法商法國興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五期美金六年期普通公

司債（下稱「本債券」） 

3. 種類、金額、利率、發行條件、公開承銷比例、承銷及配售方式： 

(1) 種類：外幣計價普通公司債 

(2) 金額：美金 150,000,000元 (總括申報金額為美金 1,500,000,000元) 

(3) 利率：固定年利率 2.30% 

(4) 發行條件摘要：  

(i) 發行總額：美金 150,000,000元 

(ii) 每單位面額：美金 10,000元 

(iii) 發行期間：6年期， 2016年 4月 19日至 2022年 4月 19日 

(iv) 發行價格：每單位面額的 100% 

(v) 利率：固定年利率 2.30%  

(vi) 計日基準：30/360 

(vii) 配息日：每季計息、每季付息乙次，自發行日起第三個月起至到期日（含）止 

(viii) 提前贖回日：自第一次配息日（含）起及其後之每次配息日（到期日除外） 

(ix)  提前贖回：於提前贖回日，發行機構得提前以每單位面額的100%贖回，惟最晚應於

前5個營業日通知本債券持有人 

(x) 到期贖回金額：每單位面額之 100% 

(xi) 掛牌處所：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xii) 發債計劃：法商法國興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10月 26日之債券發行計劃 

(5) 公開承銷比例：100% 

(6) 承銷及配售方式：委託證券承銷商對外公開承銷，並以洽商銷售方式出售予投資人 

4. 募集資金之用途及預計可能產生效益：充實法國興業集團(Société Générale Group)之營運資金，

請參閱本中文公開說明書第 19頁 

5. 本次發行之相關費用： 

(1) 承銷費用：約美金 3,300,000元 

(2) 其他費用：約美金 160,000元（包括受託機構及律師等其他費用） 

6. 有價證券之生效，不得藉以作為證實申報事項或保證證券價值之宣傳。 

7. 本中文公開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者，應由發行機構及其負責人與其他曾在中文公

開說明書上簽名或蓋章者依法負責。投資人投資前應至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詳閱本中文公開說明書及發行機構 2015 年 10 月 26 日所編製的基本公開說明書及其後隨時增補、

變更及替代之版本（下稱「基本公開說明書」）之內容，並應注意發行機構之風險事項。詳請參

閱本中文公開說明書第 1頁至第 15頁。 

8. 本中文公開說明書之查詢網址：本中文公開說明書及基本公開說明書之查詢網址均為公開資訊觀

測站：http://mops.twse.com.tw/。 

9. 發行機構之股票未在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或未在中華民國財團法人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 

10. 本債券以英國法律為準據法。本債券所生之爭議係以英國法院為管轄法院。 

 

 

西元 2016年 4 月 15日刊印



 

 

1. 本次發行前實收資本之來源：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發行機構集團之股東權益(Shareholders’ 

Equity)為 62,675百萬歐元（節錄自發行機構 2016年註冊文件第 269頁）。  

  金額（百萬歐元） 所佔比例 

已發行普通股、股本工具及資本儲備 29,537  47.13% 

保留盈利 23,905  38.14% 

收入淨額 4,001  6.38% 

未變現或遞延資本收益及虧損 1,594  2.54% 

非控制性權益 3,638  5.81% 

2. 本中文公開說明書及基本公開說明書之分送計畫： 

(1) 本中文公開說明書及基本公開說明書之陳列處所：主辦承銷商及承銷商。 

(2) 本中文公開說明書及基本公開說明書分送方式及索取本中文公開說明書及基本公開說明書之

方法：本中文公開說明書及基本公開說明書可於下列網站免費下載：http://mops.twse.com.tw/，

投資人亦得付回郵向主辦承銷商或承銷商索取乙份本中文公開說明書及基本公開說明書。 

3. 證券承銷商 

主辦承銷商 

名稱：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博愛路 17號 5樓 

 

網址：http://www.sinotrade.com.tw 

電話：(02)2312-3866  

 

承銷商 

名稱：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民生東路三段 117號 3樓 

 

 

網址：https://www.esunbank.com.tw 

電話：(02)2175-1313 

名稱：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松仁路 7號 1樓 

網址：https://www.cathaybk.com.tw/cathaybk/ 

電話：(02)8722-6666 

名稱：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吉林路 100號 9樓 

網址：www.megabank.com.tw 

電話：(02)2563-3156  

名稱：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內湖區明水路 700號 3F 

網址：http://www.kgieworld.com.tw 

電話：(02) 2181-8888 

名稱：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30號 

網址：https://www.firstbank.com.tw 

電話：(02) 2348-1111 

名稱：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101號 4樓 

網址：http://www.capital.com.tw 

電話：(02) 8789-8888 

名稱：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 225號 13樓及 14樓 

網址：http://www.yuanta.com.tw 

電話：(02)2718-1234 

名稱：合作金庫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325號 6樓 

網址：http://www.tcfhc-sec.com.tw/ 

電話：(02)2731-9987 

4. 公司債保證機構：不適用。 

5. 公司債受託機構 

名稱：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託部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 3段 36號 3樓及

4樓信託部 

網址：http://www.banksinopac.com.tw 

電話：(02)2506-3333 

6. 股票或公司債簽證機構：不適用。 

7. 辦理股票過戶機構：不適用。 

8. 信用評等機構： 

名稱：Standard & Poor’s Ratings Services 

地址：55 Water St. New York, NY 10041,USA 

網址：

http://www.standardandpoors.com/en_US/web/guest/home 

電話：212-483-2000 

9. 公司債簽證會計師及律師：不適用。 

10. 最近年度財務報告簽證會計師 

事務所名稱：DELOITTE & ASSOCIÉS 

地址：185, avenue Charles-de-Gaulle 

92524 Neuilly-sur-Seine Cedex France  

網址：http://www2.deloitte.com/fr/fr.html 

電話：台北所代表號(02)2545-9988 

事務所名稱：ERNST & YOUNG et Autres 

地址：1/2, place des Saisons 

網址：http://www.ey.com/FR/fr 

電話：台灣代表號(02)2757-8888 

http://www.banksinopac.com.tw/


 

 

92400 Courbevoie - Paris-La-Défense 1 France 

11. 複核律師：不適用。 

12. 發言人、代理發言人： 

  SOCIETE GENERALE INVESTOR RELATIONS 
  Tour Société Générale - DEVL/INV 

  92972 Paris La Défense Cedex 

  Email:  investor.relations@socgen.com 

  Tel: +33 1 42 14 47 72 

13. 發行機構公司網址：www.societegenerale.com 

mailto:investor.relations@socgen.com


 

 

重要資訊 

本債券乃依據發行機構 Societe Generale 之債券發行計畫 (Debt Instruments Issuance 

Programme)（下稱「發債計劃」）發行，該發債計劃之註冊地為盧森堡。 

本中文公開說明書係依據發行機構 2015年 10月 26日之基本公開說明書(Base Prospectus)及

其相關補充文件（合稱「基本公開說明書」），並依據「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

理準則」及相關規定所編製。投資人應詳閱中文公開說明書、基本公開說明書、其相關附件。

中文公開說明書與基本公開說明書共同構成本次發行本債券之公開說明書，合稱為「公開說

明書」。本中文公開說明書有記載但未予定義的用語，其定義將適用基本公開說明書中之相

關定義或解釋。如有需要，投資人可向發行機構或承銷商索取上述文件。 

發行機構業以總括方式向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下稱「櫃檯買賣中心」）申

報募集與發行預定總括發行金額美金十五億元或等值外幣，得於申報生效日起二年內一次或

分次發行之普通公司債。本次發行係於總括申報下發行公司債（下稱「本債券」）。本債券

為美金六年期普通公司債，本債券之詳細發行條件請參閱本中文公開說明書「債券發行計畫

及其約定事項」乙節。 

本債券發行日為西元 2016年 4月 19日（下稱「發行日」）。 

自西元 2016 年 4月 18 日起至西元 2016 年 4月 18 日或主辦承銷商及承銷商共同公告本債券

募集完成之日（孰先屆至者為準）止（下稱「募集期間」），得向承銷商認購本債券。本債

券由先行認購者優先承購，且本債券如於預定之募集期間屆至前全數售出，募集期間得不經

事前通知提前結束。 

本債券配息方式為每季付息乙次，於每年之 1 月 19 日、4 月 19 日、7 月 19 日及 10 月 19 日

支付，自西元 2016 年 7 月 19 日（含）起至到期日（含）止每季支付乙次 。本債券自第一

次配息日（含）起及其後之每次配息日（到期日除外）各為提前贖回日，發行機構得於提前

贖回日以每單位面額的 100%贖回本債券，惟最晚應於前 5個營業日通知本債券持有人。 

本債券於到期日由發行機構以每單位面額之 100％，以美金將本債券全數贖回。 

本債券之發行價格為其本金之 100%。 

本債券於中華民國境內辦理公開發行。有關本債券之銷售限制，請詳本中文公開說明書「認

購與銷售」乙節。 

本債券係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外幣計價國際債券管理規則」等相關規定，

於櫃檯買賣中心掛牌，透過承銷商提供予中華民國之非專業投資人。本債券未曾亦不會根據

《一九三三年美國證券法》(US Securities Act of 1933)（及其修訂）（下稱「美國證券法」）

註冊，且本債券由不記名債券組成，須受美國稅法所限制。除若干例外情況外，本債券不得

於美國境內或向美國人士（定義見「美國證券法」S規則）或以其利益募集或出售。 

投資人應瞭解並同意發行機構有權在不違反國際市場慣例下，在（包括但不限於）發行機構

認為該交易或下單將違反相關法規（含中華民國洗錢防制規定）等情況，拒絕進行交易或拒

絕投資人下單。若有前述情事發生時，發行機構應通知投資人。 

本中文公開說明書並不構成投資建議，投資人應在投資本債券前諮詢其法律，稅務，財務，

風險管理，會計及其他專業顧問。投資人應依自己的獨立決策而投資本債券，而不得依賴發

行機構或其任何關係企業或員工之任何通訊（書面或口頭）。 

本債券並非存款，投資不受存款保險、保險安定基金或任何相關保障機制之保障。投資本債

券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本金及利息。投資本債券涉及若干風險，詳請參閱本中文公開說明書

所述之「風險因素」乙節。 



 

 

本債券之形式、內容及發行機構與本債券持有人就本債券權利義務之準據法為英國法，並依

英國法解釋之。 

發行機構同意因本債券而生之紛爭英國法院有管轄權，惟此並不影響他方在法律允許之前提

下，於其他有管轄權之任一法院進行或同時於數法院進行法律程序的權利。 

 

  



 

 

目錄 頁次 

風險因素 .............................................................................................................................................. 1 

債券發行計畫及其約定事項 ............................................................................................................ 16 

發行機構簡介 .................................................................................................................................... 22 

認購與銷售 ........................................................................................................................................ 23 

債信評等機構評定等級之證明文件 ................................................................................................ 24 

已發行未償還債券之發行情形 ........................................................................................................ 25 

受託契約書 ........................................................................................................................................ 26 

代理契約 ............................................................................................................................................ 61 

交易限制 ............................................................................................................................................ 63 

本債券的租稅負擔 ............................................................................................................................ 64 

一般事項 ............................................................................................................................................ 67 

特別記載事項 .................................................................................................................................... 69 

財務資訊 ............................................................................................................................................ 70 

附件一 債信評等機構評定等級之證明文件 

附件二 中華民國律師法律意見書 

附件三 證券承銷商評估總結意見 

附件四 承銷商承銷手續費之聲明書 

 

 

 



 

1 

風險因素 

 

發行機構認為下列因素可能影響發行機構履行其就依發債計劃所發行之本債券之時履

行責任的能力。該等因素多為可能會發生或可能不會發生的偶發事件，發行機構並無

能力表達對於任何該等偶發事件是否可能發生之意見。 

此外，以下亦將說明就評估依發債計劃所發行之本債券之市場風險而言，發行機構認

為重大之因素。 

發行機構認為下列因素為投資依發債計劃所發行之本債券之主要固有風險，惟發行機

構無法支付本債券或與本債券有關之利息（如有）、本金或其他金額的情況，可能係

由其他目前發行機構依現有資訊認為非屬重大風險之其他因素、或發行機構目前無法

預見之因素所致。 

下述風險因素的排序並不代表發生該等風險之可能性。 

1. 一般事宜 

1.1 獨立覆審及意見 

儘管投資或持有債券之風險係屬明確及重大，債券的各潛在投資者仍須根據自行

獨立審閱及其於不同情況下其認為為適當之專業意見，確定其購入債券係完全符

合其財務需要、目標及狀況，遵守及完全符合其適用的所有投資政策、指引及限

制，並為恰當、正確及合適投資。 

潛在投資者不得就其有關購買本債券的合法性或上述其他事宜的決定而倚賴發行

機構或承銷商或其關係企業。 

1.2 評估投資是否適合 

本債券的潛在投資者均應依自身的特定財務情況及投資目標，並在其財務、法

律、稅務及其他顧問詳細考量後，始決定有關投資是否適合。各該潛在投資者尤

其應： 

－ 具備充分知識及經驗，以對本債券、投資本債券的利益及風險及公開說明

書或任何適用之補充文件所載或納入之資料作出重要評估； 

－ 根據個別財務情況了解及運用適當的分析工具，以評估投資於本債券及本

債券將對其整體投資組合產生的影響； 

－ 有充裕的財務資源及流動性以承擔投資本債券之所有風險，包括以一種或

多種貨幣支付本金或利息的債券，或支付本金或利息的貨幣與潛在投資者

的貨幣不同的債券； 

－ 完整了解本債券條款，並熟悉任何相關指數及金融市場的行為；及 

－ 能夠自行或在財務顧問協助下就經濟、利率及可能影響其投資的其他因素

評估可能發生的情況及其承擔適用風險的能力。 

潛在投資者應擁有專業知識（不論為個人或連同財務顧問），且可以評估本債券

在不斷轉變的市場狀況下的表現、債券價值所產生的影響，及此投資將對潛在投

資者的整體投資組合所產生的影響。債券可能按低於面值的金額贖回，在該情況

下，投資者可能損失他們的全部或部分投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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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不提供法律及稅務建議 

發行機構不會為投資者提供法律或稅務建議。潛在投資者均應就投資本債券之相

關法律、稅務及相關方面洽詢自身顧問之意見。本債券持有人於本債券的實際收

益可能因其就投資於本債券所產生的稅負而減少。 

2. 與發行機構及集團相關之風險 

2.1 集團核心業務面臨之固有風險 

集團的風險管理集中在以下主要風險類別，任何一類均可對集團業務、營運業績

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不利影響：信用及交易對手風險（包括國家風險）、市場風

險、營運風險（包括會計及環境風險）、投資組合風險、法令遵循風險（包括法

律、稅務及聲譽風險）、結構性利率及匯率風險、流動性風險、策略風險、業務

風險、與保險活動有關的風險、與特定金融業務、特定財務資料、監管比率有關

的風險及其他風險。 

關於與發行機構及集團個別有關的風險因素之任何其他資訊，投資人應參閱發行

機構 2016 年註冊文件的英文版（於基本公開說明書內被納入為參考資料，請參

閱「Document Incorporated by Reference」乙節）。 

2.2 可能影響發行機構依發債計劃所發行本債券所生義務之履行能力的因素 

2.2.1 發行機構的信用風險 

債券構成發行機構（而不構成任何其他人）的一般及無擔保契約義務，且將與發

行機構的所有其他無擔保契約義務享有相同順位，但次於優先債務受償，包括依

法律強制列為優先順位之債務。發行機構在全球發行大量金融商品（包括本債

券），於任何特定時間流通在外之金融商品可能數目龐大。本債券持有人僅倚賴

發行機構（而非任何其他人）之債信；如果本債券涉及有價證券，債券持有人對

發行有關有價證券的公司概無任何權利。 

2.2.2 利益衝突 

發行機構在全球各地提供一系列完善的資本市場產品及顧問服務，包括發行「結

構性」債券，該債券的利息及／或本金係與標的資產的績效相連結。發行機構及

其任何子公司及關係企業於進行其他業務活動時，可能擁有或取得關於標的資產

的重要資訊。相關活動及資訊可能產生對本債券持有人不利的後果。相關活動及

衝突可能包括（但不限於）投票權之行使、購買及出售有價證券、財務顧問關係

及行使債權人權利。發行機構及其任何子公司及關係企業概無責任揭露有關標的

資產或與資產相關之公司的資訊。發行機構及其任何子及／或關係企業及其高級

職員及董事可能進行相關活動，而不會考慮本債券或相關活動對任何債券可能產

生的直接或間接影響。 

依發債計劃發行之本債券尤其可能存在下列潛在利益衝突： 

－ 計算代理人、承銷商、付款代理人及移轉代理人均屬集團之一部分。發行機

構的信用風險惡化亦將影響其關係企業，而因此對上述各實體對本債券的義

務產生不利影響。如果任一實體不遵守其對發行機構的義務，可能對本債券

持有人產生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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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其日常業務，發行機構及其關係企業可能與其股份或債券為標的資產及／

或債券的公司有業務往來並擔任其財務顧問，而可能被視為與本債券持有人

之利益相反； 

－ 於其日常業務，發行機構及其關係企業可能處理或取得非公眾週知，而對本

債券而言屬重要或可能屬重要的標的資產資訊。計算代理人、承銷商、付款

代理人及移轉代理人均不會向本債券持有人提供該等資料。  

2.2.3 發行機構及其關係企業的避險及買賣行為可能對本債券價值產生潛在影響 

發行機構及／或其任一關係企業於其日常業務，不論是否進行任何次級市場造市

活動，均可能為自身的帳戶或為其客戶的帳戶進行交易或避險交易。就該等避險

或任何市場造市活動而言，或關於發行機構及／或集團的自行買賣或其他買賣活

動而言，發行機構及／或其關係企業可能對相關衍生性金融商品建立交易，從而

影響本債券並因而被視為對相關本債券持有人的利益構成不利影響。 

上述情況可能對本債券持有人產生不利的後果。發行機構就有關後果及其對本債

券持有人的影響概不承擔任何責任。 

2.2.4 國家風險 

本債券之發行機構之註冊國如發生戰亂、暴動等不可抗力之事件，可能導致本債券

持有人損失。 

3. 與本債券發行的結構有關的風險 

本債券相關的的風險說明如下： 

3.1 利率風險 

投資於普通公司債或任何具有固定利率組成的債券，涉及市場利率其後變動而對

該等本債券的價值產生造成不利影響。 

3.2 載有特定違約事件的債券 

任何本債券之持有人僅可在特定違約事件中，通知該債券立即到期償還。該等違

約事件不包括例如發行機構就其他債務責任之交叉違約。 

3.3 依賴歐洲結算系統及盧森堡結算系統程序 

依發債計劃發行之本債券，可於發行時以一張或多張可存託於共同存託機構（就

歐洲結算系統及盧森堡結算系統而言）的全球公司債表彰公司債總額（請參閱

「記帳結算系統」乙節）。除各全球公司債所載之情況外，投資人無權收取正式

形式的債券。歐洲結算系統、盧森堡結算系統以及其各別直接及間接參加人將保

存透過其持有的各全球公司債受益權的記錄。如本債券以全球公司債表彰時，投

資人僅得透過相關結算系統及其各別參加人就其受益權進行交易。 

如本債券以全球公司債表彰時，發行機構將透過相關結算系統支付款項，以履行

其於本債券下的付款義務。全球公司債受益權持有人須依賴相關結算系統及其參

加人的程序收取依本債券可取得之款項。發行機構就與任何全球公司債有關的受

益權記錄或所作付款無須負責或承擔法律責任。 

全球公司債受益權持有人對該全球公司債所表彰之本債券並無直接投票權。相反

地，該持有人僅得於相關結算系統及其參與人允許下委任適當代表。 

3.4 根據法國法令構成「債務」的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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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債券將構成法國法令下的債務（如法國貨幣及金融守則 (Code monétaire et 

financier)第 L.213-5 條所定義）。投資人請注意：此分類為法律規定之分類，而

非僅係保守起見之分類。潛在投資人應各自諮詢其法律顧問及（如適用）其監理

機構、會計師、審計員及稅務顧問，以確定：(i)投資本債券是否合法；(ii)本債

券是否得作為多種借貸的抵押品； (iii)本債券是否得作為受規管資產（如適

用）；(iv)從審慎角度考慮，本債券是否適合其投資；及(v)其認購或質押本債券

是否有其他限制。金融機構應諮詢其法律顧問或適當的監管機關，以根據任何所

適用之風險資本額或類似規定以確定對本債券所採取之適當處理方法。 

3.5 不適用若干稅務條款之相關風險 

倘發行機構選擇不適用因稅務因素而提前贖回等條文，發行機構將不得出於稅務

原因提前贖回本債券。本債券之所有款項均須於扣除或扣繳任何與本債券相關的

稅務、繳稅、估價或政府費用（視情況而定）後方可由發行機構支付。在此等情

況中，發行機構會從到期應付的金額中預扣或扣除該等稅務、繳稅、估價或政府

費用，並向稅務主管機關支付所扣除或預扣之金額。因此，本債券持有人根據本

債券實際收取之金額將明顯少於到期應付金額。發行機構無需就任何此等扣除或

預扣向本債券持有人支付任何額外金額。 

3.6 保本相關之風險 

就若干債券而言，債券到期時並無本金損失之風險，惟提供此等保障之費用可能

會影響該產品之其他條件，且與其他不保本之債券相較利息可能較低。 

如不論本債券保本的程度，如本債券是由發行機構以相當於市值的提前贖回金額

賣給投資人或提前贖回，則本債券投資人可能會在到期日前損失部分或全部原始

投資金額（因為本債券在存續期間內，產品價值可能低於保本金額）。 

3.7 發行機構得選擇是否贖回本債券 

本債券的選擇性贖回特性很可能限制其市值。於發行機構得選擇贖回本債券的任

何期間內，該債券之市值通常不會高出其可能被贖回的價格太多。這個情況亦可

能發生於任何贖回期間前。 

3.8 提前贖回及再投資風險 

當發行機構的借款成本低於本債券利率時，發行機構預期將贖回本債券。此時，

投資人通常無法運用贖回所得款項再投資以獲得與被贖回債券利率相同的實際利

率，而可能只能夠以顯著較低的利率再投資。潛在投資人應就屆時可以進行的其

他投資而考慮再投資風險。 

3.9 潛在稅務及規管風險 

若發生因本中文公開說明書中所述之稅務事件或規管事件，發行機構可提前本債

券。債券投資人將無法獲得本商品任何其他給付。且所給付投資人之提前贖回金額可

能顯著低於本債券之面額或在最壞的情況下領回金額甚至可能為零。 

4. 一般風險、市場風險及其他風險  

4.1 本債券所涉及之一般風險 

概括說明本債券所涉及之一般風險如下： 

4.1.1 本債券條件修訂及債權人會議決議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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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債券的條款及條件包含召開債券持有人會議以考量影響其一般權益事宜的規

定。該等規定准許以多數決拘束所有債券持有人，包括未出席相關會議及未投票

的債券持有人，以及與多數人投相反票的債券持有人，且此等債券持有人根據條

款及條件而對發行機構的某些權利可能會被修改、減少甚至取消。 

4.1.2 法國破產法 

根據法國破產法，如果在法國進行發行機構的保存程序 (procédure de 

sauvegarde)、加速保存程序(procédure de sauvegarde accélérée)、加速財務保

存程序(procédure de sauvegarde financière accélérée)或司法重組程序(procédure 

de redressement judiciaire)，債務證券的持有人將自動組成一持有人組合（下稱

「持有人組合」）以維護其共同利益。 

持有人組合包含發行機構發行的所有債務證券（包括債券）的持有人，不論是否

根據債券發行計劃（例如歐洲中期債券計劃）發行，亦不考慮其準據法。 

持 有 人 組 合 商 議 適 用 於 發 行 機 構 的 建 議 保 護 計 劃 (projet de plan de 

sauvegarde)、建議加速保護計劃(projet de plan de sauvegarde accélérée)、建議

加速財務保護計劃(projet de plan de sauvegarde financière accélérée )或司法重

組計劃草案(projet de plan de redressement)，並得進一步同意下列事項： 

－ 透過重新安排到期應付款項及／或部分或完全撤銷債務證券的應收款項，

以增加債務證券持有人（包括本債券持有人）的負債（費用）； 

－ 視情況以適當方式建立債務證券持有人（包括本債券持有人）間的不平等

待遇；及／或 

－ 可轉換債務證券（包括本債券）為附有或可能附有股本權利的證券。 

持有人組合的決定將採三分之二之多數決決定（按持有人所持債務證券的比例計

算投票數）。召集持有人組合毋須達法定出席人數。 

為避免疑慮，基本公開說明書及其最終條款中有關債券持有人聲明的條文，如不

符合所適用的強制破產法，則該條文將不適用。 

4.1.3 法令改變 

債券的條款以及因其所生或與其相關的任何非契約義務，係根據基本公開說明書

刊印日有效的相關法令所生。無法保證在基本公開說明書刊印發行之日後之因對

該法出現任何可能的司法決定、變更，或對該法有正式適用、解釋，或行政慣例

所造成的影響。 

4.1.4 認購之合法性 

發行機構、承銷商或其關係企業均不就本債券潛在投資人認購本債券之合法性負

責（不論係根據其註冊地的司法管轄權或其營運所在地的司法管轄權（如有不

同）的法律），亦不為該潛在投資人遵守該潛在投資人所適用的任何法律、法規

或監管政策負責。 

4.1.5 合法投資考量可能對若干投資產生限制 

投資人的投資活動須受到合法投資法令及法規限制，或須受主管機關的審核或監

管。各潛在投資人應諮詢其法律顧問，以確定：(i)投資本債券是否合法，(ii)本

債券是否可以作為多種借貸之抵押品及 (iii)其認購或質押本債券是否有其他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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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金融機構應諮詢其法律顧問或適當的監管機關，以根據任何所適用之風險資

本額或類似規定確定對本債券所採取之適當處理方法。 

4.1.6 稅負 

本債券的潛在認購人及出賣人應注意，依轉讓本債券的國家或其他司法管轄權下

的法律及慣例，其或須支付稅負或文件費用。於部分司法管轄權下，可能不會有

稅務機關正式聲明或法令及法院判決說明金融商品（如本債券）之稅負。潛在投

資人不宜倚賴發行機構之發債計劃所載的稅負摘要，亦應就本債券購入、持有、

銷售及贖回時之個別稅負，向其稅務顧問尋求相關意見。該顧問方能就該潛在投

資人的具體情況充分考慮。此項投資考量須與基本公開說明書的稅負部分一併閱

讀。 

4.1.7 歐盟儲蓄指令 

根據歐洲理事會對利息支付形式的儲蓄收入徵稅的指令 2003/48/EC（下稱「儲

蓄指令」），會員國須向另一會員國稅務機關提供支付利息（或類似收入）的細

節，而款項是由其司法管轄區內人士給予另一會員國個別居民或設址於另一會員

國的若干有限類別的實體。 

歐洲委員會已於 2014 年 3 月 24 日採納修訂儲蓄指令的指令（下稱「指令」），

修訂及擴大了儲蓄指令的範圍。會員國須於 2016 年 1 月 1 日前實施修訂指令，

且須於 2017 年 1 月 1 日前適用該指令。指令將擴張涵蓋的支付範圍，特別包括

額外類別的證券應付收入。若就指令之目的，一會員國個別居民將被視為某些款

項之受益人時，指令將就該款項將適用「透視原則(look through approach)」。

此一「透視原則」可能適用於滿足特定條件下由個人、實體或法律安排（包括受

託方式）支付或收到或為其提供擔保或其提供擔保的付款，且在某些情形亦可能

適用於在歐盟外設立或實際管理的個人、實體或安排。 

不過，於過渡期間，奧地利被要求對符合指令的任何利息支付徵收稅款扣繳（除

非在該時期其另有選擇）。此外，倘修訂指令在會員國實施並生效，該等扣繳的

涵蓋範圍會比目前更廣。 

該過渡時期之結束，取決於某些國家是否達成有關資料交換的其他協議。部分非

歐盟國家和領土（包括瑞士）已採納類似措施（例如瑞士已採納扣繳制） 

如果付款係由已選擇稅款扣繳制的會員國作成或收集，而且需要從該付款中扣繳

稅項金額或就稅項扣繳金額，相關發行機構或任何付款代理（如本債券條款定

義）或任何其他人士一概無責任因徵收有關扣繳稅而需要就本債券支付額外金

額。根據指令，發行機構須於無須扣繳或扣除稅項的會員國維持一名付款代理

人。 

4.1.8 金融交易稅(Financial Transactions Tax,"FTT")提案 

2013 年 2 月 14 日，歐洲執委會頒佈就比利時、德國、愛沙尼亞、希臘、西班

牙、法國、義大利、奧地利、葡萄牙、斯洛維尼亞和斯洛伐克（下稱「參與會員

國」）徵收金融交易稅的指令之提案（下稱「委員會提案」）。 

執委會提案範圍廣泛，且可能在某些情況下適用於某些債券交易（包括次級市場

交易）。 

根據目前的提案委員會提案，金融交易稅可能在某些情況下適用於參與會員國國

內以及國外。一般情況下，它適用於至少一方為金融機構，且至少有一方是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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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參與會員國。一金融機構可能會在廣泛的情形下被視為“設立”於參與會員國，

包括(a)與一個設立於參與會員國的相對人交易或(b)如該進行交易的金融工具是

由參與會員國所發行。 

十一個參與會員國中十個於 2014 年 5 月發布聯合聲明欲逐步實施金融交易稅，

最初將適用於股票和某些衍生性商品，初步將於 2016 月 1 月實施。 

該金融交易稅提案仍由參與會員國之間協商，故於實施前可能會有改變。其他歐

盟會員國可能會決定參加。 

潛在投資人建議應尋求關於金融交易稅之專業建議。 

4.1.9 美國海外帳戶納稅法案(FATCA)扣繳風險  

本債券透過過盧森堡結算系統 (Clearstream Luxembourg)、EUI, Euroclear、

Euroclear Finland 、 Euroclear France 、 Euroclear Sweden, SIS, 

Verdipapirsentralen and VP 證券（合稱為「指定清算系統」），除在極端情況

下之外，美國海外帳戶納稅法案(FATCA)第 1471 至 1474 條款施加的新報告制

度和潛在的稅款扣繳應對指定清算系統收到的付款無影響。（參閱基本公開說明

書「 Taxation – Other Jurisdiction – United States – 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count"」乙節）。惟若託管人或中介機構所收到的款項在通常情

況下不能免除 FATCA 稅款扣繳，則 FATCA 可能影響該託管人或中介機構，並

最終透過支付鏈影響投資人。若最終投資人為金融機構，但其無權免就其所收受

之款項扣繳 FATCA 稅款，或該最終投資人未能向其經紀商（或其他託管人或中

介機構）提供免除 FATCA 稅款扣繳必要的訊息、表格、其他文件或内容，則

FATCA 可能影響該最終投資人。投資人應謹慎選擇託管人或中介機構（確保其

遵守 FATCA 或有關法規或協議），並向每個託管人或中介機構提供免除

FATCA 稅款扣繳之必要訊息、表格、其他文件或内容。投資者應諮詢本身的稅

務顧問，以獲得有關 FATCA 更詳細的解釋，並確定在特定情況下，該法案可能

如何影響投資人。一旦發行機構已向指定清算系統為支付，或支付給指定人，則

發行機構已履行其義務，不對藉由指定清算系統、託管人或中介機構支付之款項

金額負責。此外，國外金融機構若位於與美國簽訂政府間協議（下稱「IGA」）

的司法管轄權内，其就收取之款項通常無須依 FATCA 或 IGA 或執行條款之規定

扣繳稅款。 

4.1.10 獎勵聘僱恢復就業法案(Hiring Incentives to Restore Employment Act)扣繳風險   

於若干情況下，美國獎勵聘僱恢復就業法案(HIRE Act)就某些金融商品歸因為支

付或「被視為」支付之美國來源之股利，扣繳 30%之稅款。目前該法案相關條

款之實施對本債券的影響尚未明確。如發行機構或任何扣繳代理人確認須扣繳稅

款，發行機構或任何扣繳代理人對於扣繳之金額並無須額外支付任何金額。潛在

投資人應參閱基本公開說明書「Taxation - Other Jurisdictions – United States – 

Hiring Incentives to Restore Employment」乙節。 

4.1.11 Dodd Frank（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 

美國於 2010 年通過了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下稱「多德-弗

蘭克法案」），對金融服務行業監管作出了大刀闊斧的改革。多德 -弗蘭克法案

強調了系統風險監管、銀行資本監管、對面臨倒閉的系統性重要金融機構進行有

秩序之清算，和場外交易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場的監管。多德-弗蘭克法案還包括

禁止條款，通常被稱爲「沃爾克規則」。除某些例外情況，沃爾克規則廣泛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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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限制銀行進行自營交易以及贊助或投資避險基金、私募股權基金及其他類似基

金。 

尤其，多德 - 弗蘭克法案第七章（下稱「第七章」）建立了美國對眾多衍生性金

融商品合約（在本「風險揭露」中均稱為「泛交換合約」）的全面監管制度。除

第七章所載之其他事項，「第七章」賦予金融穩定監管委員會 (CFTC)和證券交

易委員會(SFC)對多種不同類型的衍生性金融商品之監督管理權；規範建立適用

於「泛交換合約」的交易商和其他主要市場參與者之全面註冊和監管框架；規範

報告「泛交換合約」數據；規範多種「泛交換合約」於交易所交易或在交換執行

設備上執行和集中結算，並考慮對未結算的「泛交換合約」交易引入資本要求和

保證金要求。 

「第七章」的施行之重要法規已於近日生效或已修訂完成。但在某些情況下，目

前法規的解釋和潛在影響尚不清楚。此外，並非所有法規均已修訂完成且已生

效，尤其是與未清算「泛交換合約」的保證金和證券化交換合約相關之規定。因

此，無法確保發行機構所簽訂的交換合約不會被多德 -弗蘭克法案視爲「泛交換

合約」，亦無法確保發行機構或相關交換交易對手不會被要求遵守美國商品交易

法(CEA)之額外法規（其包括多德-弗蘭克法案）。 

尤其，發行機構簽訂之的交換合約可能包括某些在「第七章」中被定義為「泛交

換合約」的契約，這些契約可能會受到多德-弗蘭克法案中新的結算、執行、資

本、保證金提存、報告和記錄保存規定之拘束，將產生額外的監管要求、成本和

費用（包括發行機構的特殊支出和非經常性支出）。這些規定可能會影響發行機

構就其所曝險之許多交易進行避險之能力且可能對交易的價格或有價證券證券的

價格產生重大不利影響。雖然多德 -弗蘭克法案豁免特定之交換合約不受新規定

之拘束，但該豁免可能不適用於發行機構簽訂的交易或僅適用於特定之交易。此

外，沒有發行機構可確定上開法規發展對有價證券的認定所產生之影響。 

考慮到多德-弗蘭克法案所頒佈之的完整內容及結果以及據此頒布及將頒布的規

定尚不明確，投資人請務必向自身的顧問諮詢其是否適合投資依發債計劃所發布

之本債券。 

弗蘭克法案修訂了美國商品交易法(CEA)，將以交易包括交換在内的期貨收益為

經營目的的任何形式的企業納入「期貨基金」。發行機構實施特定銷售限制，以

避免被納入 CEA 的「期貨基金」範圍。不過，如果任意發行機構被視爲屬於

「期貨基金」，則該發行機構的期貨基金經理和商品交易顧問將須向美國商品期

貨交易委員會(CFTC)和美國全國期貨協會登記註冊。雖然在特定限制情況下可

免於登記註冊，但登記豁免是否適用於發行機構及豁免之程度，均尚未明確。此

外，如果發行機構被視爲屬於「期貨基金」，則發行機構須遵守一系列適用於商

品交易的報告要求，但發行機構持續遵守這些報告要求所須進行的作業，目前尚

未明確。該等額外登記註冊和規範將產生發行機構額外的持續性成本，而對本債

券的價值產生重大不利影響。 

此外，其他監管機構已提案或可能於日後提案與多德-弗蘭克法案所規範者類似

之法規，而該等法規可能包含對進行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所涉流動性有不利影響

並增加其成本之其他限制。 

倘該等法規一旦通過及 /或施行，或於日後通過其他法規，這些法規可能會對於

本債券之報酬及價值造成不利影響。此外，不同管轄區所頒佈法規之差異可能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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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產生不同之影響。 

4.1.12 歐洲市場基礎設施監管規則及歐盟金融工具市場法規  

歐洲監管規則 648/2012（被稱為歐洲市場基礎設施監管規則 (EMIR)）於 2012

年 8 月 16 日生效，並對歐盟的會員國產生直接影響。根據 EMIR，某些於歐盟

透過金融交易對手(FC)（如投資公司、信用機構及保險公司）進行交易的場外交

易(OTC)衍生性金融商品，而若干非金融交易對手(NFC)須透過經授權之中央結

算交易對手(CCP)進行結算（結算義務）。此外，EMIR 要求向交易資料儲存庫

報告場外交易衍生性金融商品合約（報告義務），並引入針對未透過 CCP 進行

結算的場外交易衍生性金融商品合約的降低風險要求。 

根據 EMIR，CCP 可用於履行結算義務，方式為介入交易對手之符合條件的衍生

性金融商品合約。CCP 將透過其結算成員聯繫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對手。須結

算場外交易衍生性金融商品之交易對手應向結算會員支付初始保證金及價格變動

保證金，結算會員則須向 CCP 支付保證金。EMIR 要求 CCP 僅接受信用及市場

風險最低的高流動性抵押品。訂定不「符合」結算資格的場外交易衍生性金融商

品合約的 NFC 須確保制定妥當的程序及安排，以監控營運及信用風險並將該等

風險降至最低。 

發行機構可能須採取與及時確認、組合對帳及壓縮風險消減措施，以及適用於非

由 CCP 結算之場外交易衍生性金融商品合約的糾紛調解。此外，發行機構還會

被要求依 EMIR 制定的保留記錄要求提交場外交易衍生性金融商品合約的特定訊

息。EMIR 制定了保留記錄的要求，根據這一要求，對手方必須將其履行的任何

衍生工具合約及任何修訂於合約終止後保留至少五年。 

與衍生性金融商品相關的歐盟監管架構由 EMIR 及 2014 年 6 月 12 日發佈於官方

公報的對於現行金融商品市場法規的修訂指令 (MiFID II)制定。會員國須於

MiFID II 生效後 24 個月内（即 2006 年 6 月前）完善國內法規，並在 30 個月内

（即 2017 年 1 月前）實施法規。預期 MiFID II 會要求場外交易衍生性金融商品

的所有交易在交易場所實施。從這此點看來，尚難預計此行監管要求對發行機構

之全部影響。 

抵押債券的投資人應注意，由 EMIR 及 MiFID II 引起的監管變動可能會在適當

的時機極大程度地提高簽訂衍生性金融商品合約的成本，且可能會對發行機構參

與場外交易衍生性金融商品的交易的能力產生負面影響。作為成本上升或監管要

求提高的後果，投資人的利息或報酬可能會減少（視情況而定）。投資人應了

解，此等風險較為嚴重，且發行機構也會受到實質性的負面影響。EMIR 及

MiFID II 的全部影響尚不明確，對本債券之投資人的可能影響之範圍，目前亦無

法預測。因此，投資人於制定任何與本債券相關的投資決策時應與自己的獨立顧

問進行協商，自行評估 EMIR 及 MiFID II 所帶來的潛在風險。 

4.1.13 銀行復甦與解散指令 

歐洲議會及理事會之 2014/59/EU 指令建立了歐盟信貸機構和投資公司的復甦與

解散框架(The Bank Recovery and Resolution Directive) （下稱「BRRD」）。 

法國是透過兩個法令之主要內容來實施 BRRD。一是 2013 年 7 月 26 日之銀行法

N°2013-672 中關於分離及銀行行為之管制 (Loi de séparation et de régulation 

des activit é s bancaires) （由 2014 年 2 月 20 日之條例 (Ordonnance ） 

(Ordonnance portant diverses dispositions d’ adaptation de la l é gislation 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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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it de l’Union europ é enne en matière financière)加以修訂（下稱「銀行

法」）預計將實施 BRRD。其次， 2015 年 8 月 20 日 2015-1024 號條例 

(Ordonnance no 2015-1024 du 20 août 2015 portant diverses dispositions 

d’adaptation de la législation au droit de l’Union européenne en matière 

financière)（下稱「條例」）於 2015 年 8 月 21 日公佈在官方公報上介紹不同條

款以修改及增補銀行法使法國法令就金融事務得適用歐盟之法令。許多 BRRD

下之條文於銀行法之條文內已有類似之效果。2015 年 9 月 17 日 2015-1160 號法

令及 2015 年 9 月 11 日之三個命令(décrets et arrrets)實施條例中有關(i)復甦計

畫，(ii)解散計畫及(iii)評估一個機構或團體的解散可能性之標準於 2015 年 9 月

20 日發布已在法國實施大部分之 BRRD。該等法令及命令最終明確之變化目前

在這個階段尚未能得知。 

BRRD 及其施行條款對信貸機構，包括發行機構，所產生的影響目前尚未清楚，

但其實施或根據其所為之任何行動可能嚴重影響本債券的價值。 

BRRD 的目的是提供解散主管機關共同之工具及權力及早因應銀行危機，以維護

金融穩定及將納稅人對銀行紓困之貢獻及/或損失之曝險降至最低  。BRRD 提供

給解散主管機關（在法國的情形下，ACPR 或單一決議董事會，根據單一監管機

制的主管監督機關）的權力分為三類：（一）準備步驟，及計劃將潛在問題的風

險降至最低（預備及預防）；（二）在問題發生之初，於早期階段阻止公司的局

勢日益惡化，以避免破產（早期干預）；（三）如果公司的破產將造成一般公共

利益的影響，以明確的方式進行重組或有次序地解散公司並保留其關鍵功能，及

於最大可能之範圍內限制納稅人對損失之曝險。 

此外，歐洲議會及理事會 2014 年 7 月 15 日歐盟法規 806/2014 號為信貸機構及

特定之投資公司建立了統一的規則及統一的程序，單一的決議機制及單一解散基

金之框架將解散的權力集中於委託之單一決議委員會和全國性的決議機關。 

BRRD 目前包括四項解散工具及權力： 

(i) 出售業務–賦予解散主管機關有權指示該機構以商業條件出售該機構或其

部分或全部業務而無須得到股東之同意或依照原應遵循之程序；  

(ii) 過渡機構–賦予解散主管機關有權將該機構的全部或部分業務移交給「過

渡銀行」（由公家控制的機構，以轉售之目的持有該等業務或部分業

務）；  

(iii) 資產分拆–賦予解散主管機關有權將受損或問題資產移交給資產管理機

構，使該等資產得以被管理或隨時間經過而解決；及  

(iv) 減記工具–賦予解散主管機關有權減記即將倒閉機構的無擔保債務或轉換

特定無擔保債務為股權（下稱「一般減記工具」），該等股權亦有可能須

適用一般減記工具而進一步減記。  

法國法令 monétaire et financier，經條例修訂後，並規定在特殊情況下，當適用

一般減記工具時，相關解散主管機關具有可排除或部分排除特定債務適用減記或

轉換的權力，特別是在：(a)不可能在合理的時間內將該等債務減記；(b)排除是

絕對必要的且適合的  以達成該解散機構的關鍵功能及核心業務之持續性；(c)排

除是絕對必要且適合的，以避免引起廣泛影響而嚴重擾亂金融市場的運作，包括

金融市場基礎設施，而導致嚴重干擾到會員國或歐盟的經濟；或(d)適用一般減

記工具將構成該等債務價值的毀滅而使其他債權人承擔之損失高於若將該等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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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於減記工具外。因此，在相關解散主管機關決定排除或部分排除某些符合條

件的債務或符合條件的債務種類，其他符合條件的債務- 可能係本債券之持有人 

- 如果不被排除的話，被減記或轉換的程度可能因其他債務的被排除而加重。其

後，若等債務的損失尚未完全由其他債權人承擔，法國的「解散和存款擔保基金

(Fonds de garantie des depôts et de résolution)」或會員國其他效力相當的安

排，可能會對被解散機構作出貢獻，於若干限制（其中包括要求該等貢獻不得超

過該機構的全球債務的 5％）下，該等貢獻將用於(i)彌補尚未被符合條件的負債

吸收之損失及回復該被解散機構的資產淨值至零及／或(ii)購買股票或該被解散

機構之其他所有權工具或資本工具，以注資該機構。最後一個步驟 - 如果仍有損

失 - 將通過額外的財政穩定工具提供公共財政支持。任何上述的特別財務支持均

須根據歐盟國家援助架構之規定提供。 

一間機構將被視為即將倒閉或可能倒閉的狀況如：該機構違反或很可能在不久的

將來違反持續授權規定、其資產少於或很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少於負債、無法或很

可能在不久的將來無法償還到期債務或需要特別額外公共財務支持（除少數情況

外）。 

法國法令 moné taire et financier，經條例修訂後，除了一般減記工具預計於

2016 年 1 月 1 日起適用外，目前已適用。BRRD 下的權力將影響管理信貸機構

和投資公司的方式，而在若干情況下，也會影響債權人的權利。特別是在使用一

般減記工具時，債券可能被減記或轉換為股權。在行使 BRRD 的任何權力或建

議行使有關權力時，債券持有人的權利、其投資之任何債券的價格或評價及／或

發行機構履行其於債券下之義務的能力可能會受到重大不利之影響。 

就參加銀行聯盟的成員國，單一解決機制充分協調了可用工具的範圍，但各成員

國被授權於全國性的層級推出額外的工具以應對危機，只要它們與 BRRD 的決

議目標和原則相符。 

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單一解決機制與 ACPR 密切合作，特別是涉及解散計劃

的闡述，並將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取得所有解散的權力，於移轉貢獻至單一解

決基金之條件於該日已符合之情形下。目前尚無法評估 BRRD 及法國實施

BRRD 的法令對發行機構的全部影響，且無法保證其實施或採取目前規定的任何

行動不會對本債券持有人之權利，其投資於本債券的價格或價值及／或發行機構

履行其於本債券下之義務產生不利的影響。 

4.1.14 轉讓限制  

除美國的豁免證券，本債券可能無法在任何時間在美國提供、出售、抵押或以其

他方式轉讓，除在「離岸交易」（定義於美國之 Reg S 法規）中向允許的受讓人

帳戶或利益轉讓，如基本公開說明書「Subscription, Sale and Transfer Restrictions」

乙節所描述。任何依美國相關法規向非允許的受讓人轉讓債款將為自始無效，並

不具任何法律效力。因此，聲稱受讓人將不會享有在該交易中擬作轉讓之債券的

任何法律或受益權益。 

此外，發行機構有權自行決定是否贖回由認購人或其他受讓人持有之本債券，或

強制任何關認購人或其他受讓人轉讓本債券。任何有關贖回或強迫轉讓可能導致

債券持有人的投資蒙受重大損失。美國豁免證券僅得按其所適用之基本公開說明

書中「Subscription, Sale and Tranfer Restrictions」乙節所載之銷售限制出售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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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他方式轉讓予若干受讓人。投資人購買本債券將視為或必須，依情形而定  ，

作出基本公開說明書內所載之特定了解、 聲明及同意。 

4.1.15 本債券持有人的實際收益可能因交易成本而比本債券所載之利率低 

當購買或出售本債券時，除有價證券當時之市價外，還有幾種類型的附帶成本（包括

交易費用和佣金及本債券如經保險公司透過投資型保單專設帳簿認購，並經該保險公

司銷售連結至投資型保險商品，發行機構支付予該保險公司之分銷費用(如有)）。該

等附帶成本可能顯著減少甚至排除的本債券之可能獲利。例如，信貸機構依一般原則

向客戶收取佣金，可能是固定的最低佣金或依申購金額比例計算之佣金。在國內或國

外之額外第三人參與執行申購指示的範圍內，包括但不限於國內承銷商或國外市場之

經紀商，本債券持有人必須考量該等第三人也可能收取經紀費，佣金和其他費用（第

三方費用）。 

除了直接由購買本債券產生之成本（直接成本）外，本債券持有人還必須考量任何後

續之費用（如保管費）。潛在認購者於投資本債券前應自行了解與本債券之購買、保

管或出售相關之任何額外費用。 

4.1.16 本債券之交易被暫停，中斷或終止之風險 

若本債券於一個（或多個）（受監管或不受監管的）的市場掛牌，本債券之掛牌可

能—根據該證券交易所適用之規則—由各證券交易所或主管基於一些原因被暫停或中

斷，包括違反價格限制，違反法律規定，證券交易所發生作業問題或一般認為確保一

個正常運作之市場或保障投資人之利益所需。此外，本債券之交易可能因證券交易

所、主管機關或發行機構提出申請而終止。投資人應注意，發行機構對交易之暫停或

中斷無法造成影響（除發行機構決定終止本債券之交易者外），投資人在任何情況下

均須承擔相關之風險。特別是，當交易被暫停、中斷或終止時，投資人可能無法出售

其債券，且該等債券於證券交易所之報價可能無法充分反映該債券之價值。最後，即

使本債券之交易被暫停，中斷或終止，投資人應注意，該等措施可能不足，或不適

當，或無法及時防止價格中斷或保障投資人之利益；例如，在債券相關之債格敏感資

訊公佈後債券暫停交易時，該債券之價格可能已受到不利之影響。所有該等風險，如

被具體化，可能對投資人造成重大不利之影響。 

4.1.17 在投資人國家外於發行機構設立或營運之國家對發行機構主張權利困難之風險 

若與發行機構發生爭議，投資人若非發行機構國家之居民或在該國無慣常居所時，將

遭受對發行機構主張權利及執行本債券下之權利困難之風險。 

4.1.18 以貸款或借貸方式融資購買本債券將顯著增加風險 

若潛在認購者以向第三人借入資金之方式融資購買本債券，其應於事前確保，其於遭

受損失後仍可繼續支付該貸款之本金及利息。其不應依賴投資本債券之報酬或收益以

償還其到期應付之貸款本金及利息。 

4.1.19 投資人基於錯誤的分析意見和預期作出投資決策之風險 

投資人常常根據報告、市場預期及分析師之預測而作出其投資決策。其投資決策亦常

常基於一般的市場預期。並無任何保證報告、意見及分析師之預測，及特定之市場預

期一定會實現。存在該等報告、意見及分析師之預測以及特定之市場預期是不正確之

風險。若報告、預測及意見未發生或與分析師之預測及市場預期不符，本債券之價格

及收益可能有不利之風險。若發行機構無力償還，將可能導致投資之資本部分或全部

損失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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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0 非理性因素之風險 

本債券之價格及收益可能因與事實不符之謠言、意見或趨勢而有重大不利影響之風險

存在。 

4.1.21 交割風險 

本債券之發行機構之註冊國或款券交割清算機構所在地，如遇緊急特殊情形或市場變

動等因素，將導致暫時無法交割或交割延誤。另外，發行機構將根據結算機構對該結

算系統所設之規則及程序支付本債券下之本金及利息，發行機構依該結算系統之規

則及程序支付本債券下之本金及利息後，即履行本債券下之付款義務。縱發行機構

已履行其在本債券之各項交付義務，若受託機構或結算機構發生重大之業務或財產之

負面事件導致其未將發行機構所付予債券投資人之款項分配給債券投資人，則本債

券投資人無法獲得部份或甚至全部之本金與利息。 

4.2 市場整體涉及的風險  

下文載列主要市場風險的概述如下，包括流動性風險、匯率風險、利率風險及信

用風險： 

4.2.1 流動性風險  

債券於發行時可能沒有建立交易市場，而且可能永遠不會發展出交易市場。若發

展出交易市場，該市場可能流動性不佳。故，投資人可能無法輕易出售其債券，

或以獲得與其他存在次級市場之類似投資相當收益之價格出售債券。此點對於利

率、貨幣或市場風險特別敏感的債券，係為達成特定投資目標或策略之債券，或

者係為符合少數幾類投資人之要求所設計之債券來說特別顯著。與傳統債務證券

比較，此等類別之債券一般而言其次級市場較為有限，價值亦更波動。缺乏流動

性可能對債券的市值造成嚴重不利影響。 

此外，儘管發行機構可於任何時間購買本債券，但此非發行機構的義務。發行機

構進行購買可能影響相關債券次級市場的流動性，並因而影響投資者於次級市場

轉讓此等債券的價格及條件。 

此外，本債券持有人應注意當前廣受關注的全球信用市場狀況（此狀況於基本公

開說明書的刊印日期仍然持續），目前與依發債計劃所可能發行之本債券類似之

金融商品於次級市場整體缺乏流動性。這種缺乏流動性可能導致投資人在次級市

場轉售債券時蒙受損失，即便該債券、任何標的或參考資產、或發行機構資產的

表現並無下降。發行機構不能預測這些情況會否出現變化，而當情況出現變化

時，發行機構亦不能預測該時間債券及類似債券的金融商品是否將出現更具流動

性之市場。 

儘管依發債計劃所發行之本債券已向盧森堡證券交易所提交上市及准許買賣申

請，惟不能保證有關申請將被接受，亦不能保證任何特定批次債券將獲准許買賣

或將有活躍交易的市場。 

4.2.2 匯率風險及匯兌控制  

相關發行機構將會以指定貨幣支付債券的本金及利息。如果投資人的財務活動主

要以指定貨幣之外的一種貨幣或貨幣單位（下稱「投資人貨幣」）計價，則將有

若干與匯兌相關的風險。該等風險包括匯率可能大幅變動的風險（包括由於指定

貨幣貶值或者投資人貨幣被重新評價等變化）及對投資人貨幣擁有管轄權的機關

可能施加或改變匯兌控制的風險。投資人貨幣兌指定貨幣升值可能減少 (1)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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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收益等值之投資人貨幣；(2)與本債券應付之本金等值之投資人貨幣；及 (3)

與本債券市值等值之投資人貨幣。 

政府及金融機關可能採取匯兌管制（過去曾發生類似情況），從而對於適用的匯

率有不利影響。故，投資人所收取之利息或本金數額可能較所預期者為少，甚至

收取不到任何利息或本金數額。 

4.2.3 利率風險  

投資於固定利率債券涉及市場利率其後變化可能對固定利率債券價值造成不利影

響的風險。 

就浮動利率債券而言，浮動利率債券與固定利率債券的主要分別是浮動利率債券

的利息收入無法預測。由於利息收入各異，投資人無法於購買浮動利率債券時確

定其實際殖利率，故，其投資報酬亦不能與該等具有較長固定利息期的投資作比

較。如果債券的條款及條件有頻繁的付息日的規定，若市場利率下跌，投資人須

承受重新投資風險。即，投資者或僅可將其獲付的利息收入按低於當前的相關利

率重新投資。此外，發行機構發行固定利率債券的能力可能對浮動利率債券的市

值及次級市場（如有）造成影響（反之亦然）。 

4.2.4 信用評等可能並不反映所有風險  

一個以上的獨立信用評等機構可能給予債券信用評等。評等可能不反映與上文所

述的結構、市場、額外因素的所有風險相關的潛在影響，以及可能影響債券價值

的其他因素。信用評等並非買入、賣出或持有證券的推薦意見，且可由評等機構

於任何時間修訂或撤回。 

一般而言，基於監管理由，歐洲受規管投資者受到 2009 年 9 月 16 日的歐洲議會

及歐盟理事會規則第(EC)1060/2009 號（下稱「信用評等機構規則」）拘束而不

得採用信用評等，除非該等評等由在歐盟成立的信用評等機構發出並根據信用評

等機構規則註冊（且有關註冊未被撤銷或中止），於註冊申請待核准時須受適用

於若干情況的過渡性條文約束。該一般限制亦將適用於非歐盟信用評等機構所發

出的信用評等，除非該相關信用評等獲歐盟註冊信用評等機構認可，或該相關非

歐盟評等機構按照信用評等機構規則獲得認證（且該認可或認證（視情況而定）

未曾撤銷或中止），則不在此限。 

最終適用條款會指明該等信用評等是否由在歐盟成立的信用評等機構發出，以及

相關信用評等機構是否已根據信用評等機構規則註冊（或已申請註冊），並包括

在歐洲證券及市場管理局 (European Securities and Markets Authority) 網站

(www.esma.europa.eu)發佈的註冊信用評等機構名單之內。 

4.2.5 債券的市值  

本債券的價格將受發行機構的債信及若干其他因素影響，發行機構的信用評等乃

為對其償付債務（包括募集債券項下的債務）能力作出的評估。因此，相關發行

機構的信用評等實際或被預期下跌均可能影響相關債券的市值。 

此外，本債券的市值將受發行機構及／或集團的信譽及若干其他因素影響，包括

市場利率及殖利率以及直至到期日前剩餘的期間。 

本債券的價值取決於若干互為影響的因素，包括法國及其他地區的經濟、金融及

政治事件，包括影響整體資本市場及債券進行買賣的證券交易所的因素。債券持

有人如於到期日前出售債券，其市值可能會較發行價格或該買受人所支付的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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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出現大幅折讓。  

4.2.6 通貨膨脹風險  

通貨膨脹將導致本債券的實質收益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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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發行計畫及其約定事項 

本債券發行條件 

法商法國興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五期美金六年期普通公司債  

1. 發行機構：法商法國興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Société Générale)。 

2. 發行機構評等：長期債務信用評等標準普爾 A（2015年 12月 3日） 

3. 發行日 

西元 2016年 4月 19日。 

4. 發行總額、面額及發行價格 

(1) 發行總額 

美金 150,000,000元。 

(2) 每單位面額   

美金 10,000元。 

(3) 發行價格 

每單位面額的 100%。 

5. 利率 

固定年利率 2.30%。  

6. 配息日及配息方式  

本債券配息方式為每季計息、每季付息一次，自發行日起第三個月起至到期日（含）

止。於每年之 1 月 19 日、4 月 19 日、7 月 19 日及 10 月 19 日支付，自西元 2016 年 7

月 19日（含）起至到期日（含）止每季支付一次。 

7. 計日基準：30/360  

8. 到期日：西元 2022年 4月 19日。 

9. 到期贖回方式 

本債券於到期日由發行機構以每單位面額之 100％，以美金將本債券全數贖回。 

10. 提前贖回 

(1) 發行機構得提前贖回或提前贖回之條件及應注意事項： 

(a) 發行機構行使贖回權提前贖回 

自第 1 個配息日（含）起及其後每個配息日（到期日除外），發行機構得選擇提

前以每單位面額的 100%提前贖回本債券，惟發行機構應依據基本公開說明書通知

條款規定，將於最近配息日至少前 5個營業日通知本債券持有人。 

(b) 因稅務因素而提前贖回 

於下列情況時，發行機構得隨時按下述之提前贖回金額贖回本債券全部，並應向

財務代理人及根據基本公開說明書相關規定向本債券持有人發出至少 30日至多 45

日之事前通知（此通知不得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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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於即將發出該等贖回通知前，如有管轄權之稅務機關之法令變更或修訂、或該

等法令之適用或官方解釋變更，而使發行機構依基本公開說明書租稅條款應支

付額外款項；且 

(ii) 發行機構於採行合理措施後仍不能避免該等義務。 

惟該等贖回通知將不早於發行機構就本債券應到期支付該等額外款項之最早日期

前 90日發出。 

(c) 因特別稅務因素而提前贖回 

發行機構於支付本債券本金或利息時，若因有管轄權之稅務機關之法律規定而無

法全額支付本債券持有人當時到期且應付之金額，則發行機構將立即通知財務代

理人，且發行機構應根據基本公開說明書相關規定向本債券持有人發出至少 7 日

至多 45 日之事前通知。發出通知後，發行機構可於最後可行之配息日支付本債券

當時應付之金額，並按提前贖回金額贖回全部（而非部分）本債券；惟若該通知

將於該配息日後失效，則該提前贖回日期應為下列二者中較晚發生者： 

(i) 發行機構可全額支付當時到期且應付金額之最後可行日期；或 

(ii) 向財務代理人發出前述通知後 14日。 

前文(a)及(b)項所述事件合稱為「稅務事件」。 

(d) 因法規因素而提前贖回 

若發生法規事件，發行機構得酌情決定隨時向財務代理人及本債券持有人（根據

基本公開說明書相關規定）發出至少 30 日至多 45 日之事前通知（該通知為不可

撤銷）並按提前贖回金額提前贖回全部（而非部分）本債券。 

其中「法規事件」係指於本債券發行日後發生與發行機構及／或其以其他身份

（包括但不限於發行機構之避險交易對手、本債券之造市者或發行機構之直接或

間接股東或贊助機構）或其涉及發行債券之任何關係企業（下稱「相關關係企

業」，發行機構及相關關係企業各稱為「相關實體」）有關之法律修改，將造成(i)

任何相關實體為履行其本債券之義務或就發行機構本債券之義務進行避險而須支

付（與發生相關事件前相比）之稅負、稅款、法律責任、罰款、支出、費用、成

本或規管資本費用（不論定義為何）或擔保品要求（包括但不限於因結算要求而

結算與發行本債券或就發行機構於本債券之義務進行避險所生之相關交易，或因

未結算與發行本債券或就發行機構於本債券之義務進行避險所生之相關交易，所

生之擔保品要求）金額大幅增加；(ii)根據任何相關實體應適用之任何法律、法規、

規例、判決，或任何政府、行政或司法機構的命令或指令，或權力，該相關實體

進行以下行為於現在或將來完全或部分不可行、不可能（於已盡商業上合理努力

後）、不合法、非法或受到其他禁止規定或有所牴觸：(a)持有、購買、發行、再

發行、替換、維持或贖回；或(b)購買、持有、贊助或出售該相關實體可能就發行

本債券或就發行機構於本債券之義務進行避險而使用之任何資產（或所生之任何

利益）或任何其他交易；或(c)為履行有關本債券或發行機構與任何相關關係企業

訂立之任何合約安排（包括但不限於發行機構就本債券之義務進行避險）；或(d)

持有、購買、維持、增加、替換或贖回其就發行機構或任何相關關係企業之所有

或大部分直接或間接股權，或持有、購買、維持、增加、替換或贖回其就發行機

構或任何相關關係企業之直接和間接贊助；或(iii)發行本債券對相關實體構成或可

能構成重大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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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法律修改」指任何有管轄權之法院、審裁處、機關監管機構或行使政府之

行政、立法、司法、稅收、監管或管理權力或職能或與政府有關之任何其他機關

（包括於發行日當時不存在，而於發行日之後新增或替代之法院、審裁處、機構

或機關），(i)於本債券發行日後所採納、制定、頒佈、執行或追認之任何適用之

新法律、法規或命令（包括但不限於任何適用稅務法律、法規或命令）；(ii)實施

或適用於本債券發行日已生效但實施或適用之方式尚未發佈或並不明確之任何適

用之法律、法規或命令（包括但不限於任何適用之稅務法律、法規或命令）；或

(iii)於本債券發行日當時適用之任何法律、法規或命令之變更，或任何本債券發行

日當時適用之法律、法規或命令之相關解釋、應用或實施之變更。 

前文第(b)、(c)及(d)款及後文第 10條第(2)項所述提前贖回金額定義如下： 

本債券係以市價(Market Value)為提前贖回金額。提前贖回金額由計算代理人決定，

該等金額於本債券提前贖回時，應足以代表本債券的公平市價，並且其所提供本

債券持有人之經濟價值（解除本債券任何相關避險安排的成本，亦予併計）應相

當於發行機構對於提前贖回日後到期之本債券所負相關款項支付義務。為免疑慮，

就發行機構發生違約事件後本債券市場價值之計算，於決定本債券之公平市價時，

不應將發行機構之信譽納入考量（其應被視為有能力完全履行其於發行債券下之

義務）。 

至於付息商品，由計算代理機構依本段所述計算之提前贖回金額應包含截至（但

不含）相關提前贖回日之任何應計利息。除了包含於提前贖回金額內之相關利息

外，發行機構對此等贖回並無任何其他應計利息或以其他方式所生利息或任何金

額之支付義務。計算期間不滿一年者，應以計日基準為計算依據。 

(2) 發行機構違約而提前贖回 

若發生下列任一事件（下稱「違約事件」），受託機構得自行裁量是否通知發行

機構本債券應立即到期且應償付該等債券之提前贖回金額，連同受託契約所載截

至償還日期之應計付之利息；如受託機構經持有本債券至少五分之一流通在外本

金餘額的本債券持有人以書面請求或經本債券持有人之特別決議指示（於受託機

構應受補償及／或被擔保及／或先獲墊款至受託機構滿意的程度），（惟若發生

下列(c)所示之情形（除發行機構清算或解散）及下列(b)之情形，僅於受託機構以

書面向發行機構證明該等事件依受託機構之意見將嚴重影響本債券持有人之利益

時），受託機構應通知發行機構本債券應立即到期且應償付提前贖回金額，連同

截至償還日期之應計付之利息。 

(a) 發行機構因任何理由而未能履行與本債券有關之任何到期應付款義務，且該

未付款之違約情況業已持續超過 30 日，除非發行機構於該期限截止前已補救

此等違約狀況；或 

(b) 發行機構不履行或未遵守其就本債券之義務或與本債券相關之義務，且發行

機構未於受託機構發送書面通知發行機構補正該違約事件起的 60 日內予以補

正（惟若該等不履行或未遵守本債券之義務或與本債券相關之義務係發行機

構無能力補正者，發行機構即屬違約，無需經過上開 60日之補正期限）；或 

(c) 發行機構於其註冊地或總事務所在地區申請或經主管機關、監察機關或任何

類似政府官員申請基本無償債能力、更生或對其法定接管，或發行機構同意

依破產或無清償能力之法律或影響債權人權利之其他類似法律尋求無清償能

力或破產判決之法定程序或其他救濟，或發行機構同意由其本身或該主管機



 

19 

關、監察機關或類似政府官員提出之停業或清算聲請，惟債權人申請之法定

程序或提出之聲請未經發行機構同意者，不構成違約事件。 

11. 營業日 

台北、紐約及 Target2（泛歐自動即時總額清算高速轉帳系統） (Trans-European 

Automated Real-Time Gross Settlement Express Transfer 2 (TARGET2) System)。 

12. 營業日慣例 

修正順延慣例(Modified Following)，未經調整。營業日修正順延慣例係指配息日或其他

日期若非營業日，則應順延至下一個營業日，但若該順延後日期恰巧落於次月份內，

則該配息日或其他日期應提前至原本日期的前一個營業日。營業日慣例以未經調整基

準應用，則於任何日子應付之配息金額將不會因應用該營業日慣例而受影響。 

13. 債券種類及擔保情形  

本債券為無擔保主順位普通公司債。 

14. 債券登錄機構 

Euroclear/Clearstream 

15. 計算代理機構：法商法國興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Société Générale) 

16. 受託機構 

本債券由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託部為債權人之受託機構，主要係代理債券持

有人行使權利等相關事宜。。 

17. 付款代理人 

國外：Société Générale Bank & Trust 

國內：發行機構將透過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辦理其於總括申報下所發行債券之本金及

／或利息分派。 

18.  財務代理人(Fiscal Agent)及移轉代理人(Transfer Agent) 

 Société Générale Bank & Trust  

19. 掛牌處所 

本債券將於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上櫃買賣。 

20. 承銷方式：委託證券承銷商對外公開承銷。 

21. 募集資金之用途及預計可能產生效益，但募集與發行普通公司債，得免載明募集資金

之預計可能產生效益 

本次募集資金擬充實法國興業集團(Société Générale Group)之營運資金。法國興業集團

之營運範圍包括提供個人、企業和機構客戶諮詢及其他服務，其主要三大業務為法國

零售銀行業務、國際零售銀行及金融服務及環球銀行及投資業務，主要專長為投資銀

行、金融及資本市場業務。法國興業集團並從事專業金融服務、保險、私人銀行、全

球投資管理及服務。本次募集資金將用於法國興業集團之營運以充實法國興業集團之

業務及服務及健全資本結構。 

22. 募集期間及逾期未募足之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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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債券之募集期間為自 2016年 4月 18日起，至 2016年 4月 18日止，若逾期未募足則

由承銷商包銷。 

23. 準據法 

本債券以英國法律為準據法。本債券及本債券產生或相關之任何非合約責任應以英國

法為準據法並依英國法解釋。 

發行機構符合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四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

三款所定條件，故本債券所適用之準據法得為其他非中華民國之法律。 

24. 管轄法院  

本債券所生之爭議係以英國法院為管轄法院。  

發行機構不可撤回地同意，就債券持有人之利益，英國法院擁有司法管轄權，處理來

自或有關債券之爭議，並據此接受英國法院之專屬管轄權。 

發行機構放棄以英國法院為對其不便或不適合之地方為理由而提出之異議。債券持有

人可就源自或有關債券以及源自或有關債券之非合約責任而在有司法管轄權之任何其

他法院展開針對發行機構之訴訟、法律行動或法律程序（合稱「法律程序」）及同時

在一個或多個有司法管轄權之法院採取法律程序。 

發行機構符合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四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

三款所定條件，故契約所適用之訴訟管轄法院得另定之。  

25. 其他重要事項 

本債券乃依據發行機構之發債計劃發行，發債計劃之註冊地為盧森堡。本債券係根據

發行機構 2015 年 10 月 26 日之基本公開說明書（Base Prospectus）及其相關補充文件

（合稱「基本公開說明書」）作成，本中文公開說明書與基本公開說明書共同構成本

次發行本債券之公開說明書。 

發行機構得基於以下原因，調整各條件： 

(a)經發行機構判斷認為必須針對意思不明確之文字或有欠妥善或不一致之條文立即進

行釐清，或是經發行機構判斷認為有必要針對該特定條款進行文字修改或補充說明，

且發行機構判斷認為如此之釐清、文字修改或補充說明對投資人並無重大不利之處，

或是(b)針對明顯或證實錯誤之處立即進行更正；或(c)符合法令之必備條文。 

發行機構應將前述之釐清、文字修改、補充說明或錯誤更正透過結算機構通知投資人。

遇有「發行機構與投資人認知不同」情事時，其判斷原則與處理程序如下： 

• 經溝通討論後確認「係投資人之認知錯誤或不足」時，則發行機構應製作或提供相

關之書面說明及資料予投資人留存。 

• 經溝通討論後確認「係發行機構之認知錯誤或不足」時，則發行機構應採納投資人

意見立即進行更正，並提供投資人書面記錄留存。 

• 經溝通討論後仍存在「認知不同」時，則將待釐清之事項提交雙方合意之「公正專

業第三人」進行判斷與合議。 

綜上，一旦發生「發行機構與投資人認知不同」時，發行機構與投資人應秉持「誠信

原則」進行溝通討論，公平合理地達成雙方合意之條款調整，但不得有無故侵害投資

人合法權益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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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第三人皆無權利根據英國的 1999 年合約（第三方權利）法案(Contract (Rights of 

Third Parties)Act 1999)執行本債券任何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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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機構簡介 

法商法國興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Société Générale)所屬之法國興業集團為歐洲領先

的金融服務集團之一。基於多元化的全能銀行模式，結合集團的財務實力與穩定成

長的策略，將其資源用於經濟融資及客戶計劃融資。 

法國興業集團於 66 個國家營運，包括在歐洲的穩固地位及在其他國家強大的潛力，

集團及其子公司共有 145,700 名員工，透過提供廣泛地諮詢服務和量身定作的金融

解決方案，服務全球 3100 萬個個人客戶（不包括保險客戶），大型企業和機構投資

人。法國興業集團基於三個相輔相成的核心業務： 

-法國零售銀行：包括法商法國興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Société Générale)、Credit 

du Nord 及 Boursorama。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務，透過多重管道提供數位創新的

劃時代產品； 

-國際零售銀行、金融服務和保險：在發展中地區及專門事業據點並為市場的領導

者； 

-企業金融及投資銀行、私人銀行、資產及財富管理及證券服務：提供公認之專業

服務，重要國際定位及整體解決方案。 

法商法國興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信用評等為標準普爾評等 A(參閱附件一 2015 年

12 月 3 日評等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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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購與銷售 

發行機構同意出售予承銷商且各承銷商同意依其分別（而非連帶）承銷金額以包銷

方式全額認購本債券。 

承銷商以本中文公開說明書封面所載本債券之認購價格募集本債券。承銷商得保留

其所承銷之本債券於自有帳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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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信評等機構評定等級之證明文件 

標準普爾 (Standard & Poor's)就發行機構長期債務信用評等所出具之證明文件

（2015 年 12 月 3 日）請參閱附件一。 

信用評等並非就購買、出售或持有本債券提出相關建議且信用評等機構得隨時修

正或撤回其所評定之信用等級。 

發行機構僅就重製信用評等證明文件之正確性負責，惟就該證明文件所提供之資

訊不負任何責任。 

 

 

 

 



 

25 

 

已發行未償還債券之發行情形 

發行機構已發行之債務證券（依照國際會計準則計算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為

106,412 百萬歐元，請參閱下述明細（節錄自法國興業集團 2016 年註冊文件第 319

頁）。 

 

(以百萬歐元為單位 )  

 
2015年 12月 31日 2014年 12月 31日 

定期儲蓄證  850 947 

債券借款  23,350 22,255 

銀行同業存款證及可轉讓債務票據  79,256 81,890 

相關應付款項  897 970 

小計  104,353 106,062 

避險項目重估  2,059 2,596 

總計  106,412 108,658 

（其中）浮息證券  30,235 32,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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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託契約書 

發行機構及受託機構擬就本債券簽訂受託契約（下稱「受託契約」）；依受託契約

約定，發行機構將指派受託機構擔任本債券受託機構，主要包括代理債券持有人行

使權利等相關事宜。 

受託契約原文為英文，中文僅為中文譯文，譯文並非逐字翻譯，可能因受限語言不

同，而有不同用詞遣句，其中語言轉換，亦非能完全精準呈現原文之意思與文義，

受託契約之準據法為英國法並應依英國法律解釋之。 

本中文公開說明書所使用之文字及詞彙與受託契約及基本公開說明書所定義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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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譯文】 

受託契約書 

 

日期 2016年 4月 6日 

 

法商法國興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及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美金 150,000,000元 

2.3％ 2022年 4月 19日到期之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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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受託契約書係於 2016年 4月 6日由： 

 

（1）法商法國興業銀行，一家根據法國法律設立之公司，公司登記地址為法國巴黎

奧斯曼大道(boulevard Haussmann) 29號 75009（下稱「發行機構」）;及 

（2）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民國法律設立之公司，公司登記地

址為台灣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 36號 3F及 4F信託部（下稱「受託機構」，應依上下

文意，包括當時該公司及所有其他為本受託契約書下受託機構或受託人之人或公司），

以本債券持有人及債息持有人之受託機構身分（各定義詳見下文）所共同簽定。 

 

有鑑於： 

(A)發行機構董事會授權之集團財務長於 2016年 4月 15 日左右之決定發行機構將發

行  美金 150,000,000元 2.3％於 2022年到期之債券，構成本受託契約書下之債券。 

 

(B)本債券，若以正式形式發行，將以不記名方式並附加債息劵。發行機構於發行時

不得將債息券自債券中分割且自債券發行後亦不得將債息券自債券中分割。 本文中

所有提及 “債券”之處均包括 “債息”且 “債息持有人”應指 “債券持有人”。 因此，所有

僅提出債息券要求付款，而無附加在債券上將視為無效且不應獲得付款 。 

 

(C)受託機構同意依本受託契約之條款及條件為債券持有人及債息持有人之利益擔任

受託機構。 

 

茲此，本受託契約當事人約定及聲明如下： 

 

1. 定義 

1.1債券條件中經定義之用語，若在本受託契約中無另行定義，則受託契約適用債券

條件相同之定義。本受託契約中之用語除非因主旨或內容與下述表達有歧異，否

則應如下列定義： 

代理契約係指有關本債券委任最初付款代理機構之契約、及任何其他目前仍有效關於

本債券或最初代理機構責任而委任繼任代理付款機構之契約，該等契約之條款業經受

託機構書面同意、且包括有關本債券目前仍有效經受託機構書面同意修改或變更前述

同意之合約；  

受任人係指根據本受託契約，受託機構所委任之任何律師、經理人、代理人、代表人、

提名人、保管人或其他人; 

稽核會計師係指發行機構目前之獨立稽核會計師，或在其無法或不願及時依本受託契

約之要求履行行為時，任何其他經受託機構依受託契約任命或同意之會計師或財務顧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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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權簽署人係指發行機構通知受託機構並提供相關證明證實該等人業經發行機構授權

簽署文件及就本受託契約之目的為發行機構為行為之人；   

 

基本公開說明書係指 2015年 10月 26日發行機構之債務工具發行計劃（包括其隨時

之增補）之基本公開說明書； 

 

基本條款修改係指任何建議： 

（a）減少或取消支付之金額、或（如有適用）修改計算應付金額之方法及修改付款

日，除非該修改依受託機構之意見將增加支付之金額、或(如有適用)計算有關

本債券任何本金及利息之付款日之方法; 

（b）變更本債券及債息支付之幣別; 

（c）變更特別決議所需之多數決; 

（d）否決附件 1第 19段（i）項及第 19段（j）項段所述之任何方案、建議或替代；  

 或 

（e）變更附件 1第 7段或附件 1第 9段但書之規定; 

 

結算系統依附件 1第 1段之定義; 

 

盧森堡 Clearstream係指 Clearstream Banking ,société anonyme; 

 

基本公開說明書條件係指基本公開說明書中“英國法令債券及無憑證債券的條款及條

件”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English Law Notes and Uncertificated Notes)中之條件，

依最終條款補充及修改，且隨時依本受託契約修改；且任何在受託契約中提及某一條

件或條件之段落亦應依此解釋; 

 

債息持有人係指目前持有債息之數人。為免疑慮，發行機構於發行時將不會將債息自

債券中分割且在次級市場若須將債息分割須經台灣主管機關必要之核准; 

 

債息係指附屬於債券正式形式之債息券，或根據上下文需要，特定數量的債息券，包

括任何根據基本公開說明書條件 9（債券、收據、債息及票據之更換）發行之任何替

換之債息券; 

 

Euroclear 係指歐洲清算銀行 Euroclear Bank S.A./N.V。 

 

違約事件係指任何基本公開說明書條件 8（違約事件）所述之條件、事件或行為，依

最終條款補充及修改，如發生該等事件本債券僅依受託機構之通知，即依該通知內容

立即到期及須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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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決議案依附件 1第 1款之意義; 

 

最終條款係指有關本債券發行之最終條款（大致依認購契約中附件 1之形式，且就特

定發行的債券，“適用之最終條款”指適用該特定發行債券之最終條款）; 

 

總額債券係指暫時之總額債券及/或永久之總額債券，依上下文意而定; 

 

責任係指任何損失、損害、成本、費用、收費、索賠、要求、費用、判決、訴訟行為、

訴訟程序或其他任何責任（包括但不限於，關於稅收、關稅、徵費、關稅及其他費

用），以及包括任何加值稅或類似之稅務徵收或可徵收及法律費用及花費，以完全補

償為基礎; 

 

債券持有人係指當時持有債券之數人，惟若該債券或其任何部分係以總額債券方式存

於 Euroclear/盧森堡 Clearstream共同存託機構或該債券係以正式形式存於 Euroclear或

盧森堡 Clearstream 之帳戶，各 Euroclear或盧森堡 Clearstream記錄顯示之人(除了在

Clearstream  為 Euroclear 帳戶持有人之情形時， 不包括盧森堡 Clearstream 或在

Euroclear  為盧森堡 Clearstream帳戶持有人之情形時， 不包括 Euroclear)，持有債券

特定本金金額之人將視為持有該債券該本金金額之人（而持有相關總額債券之人將不

被視為持有人），除了關於該債券該等本金金額之本金或利息之付款目的，受託契約

中所有關於對發行機構及受託機構之權利，應僅屬於共同存託機構，且就該等目的，

共同存託機構依受託契約及其條款及規定應視為該債券該本金金額之持有人，一持有

人或多名持有人及相關之表示應依此解釋（依情形適用）; 

 

本債券係指發行機構發行構成本受託契約之美金 150,000,000元 2.3% 於 2022年到期

之不記名債券，或當時流通在外之本金或依上下文意， 特定金額，並且包括已根據

條件 9（債券、收據、債息券及息票之更換）發行之債券之替代及暫時總額債券及永

久總額債券; 

 

在外流通係指就債券而言，所有之債券，除了：  

（a）依本受託契約已贖回之債券; 

（b）就依條件已有贖回日之債券且該贖回金額(包括所有應付利息)業已全數支付予受

託機構或依代理契約所載之方式支付予主要付款代理人（如適用）（在適當情

形下通知已依基本公開說明書條件 13(通知)之規定通知債券持有人），且於提

示相關債券及/或債息可獲得付款; 

（c）依基本公開說明書條件 5（贖回及購買）之規定已買回及取消之債券; 

（d）依基本公開說明書條件 7（時效）之規定已變為無效之債券; 

（e）有殘缺或污損之債券已收回及取消，並已依基本公開說明書條件 9（債券、收

據、債息及票據之更換）發行替換之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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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僅為確定在外流通債券之本金金額之目的而為任何其他目的不影響相關債券

之地位或）聲稱已遺失、被盜或損壞且已依基本公開說明書條件 9（債券、收據、

債息及息票之更換）發行替換之債券;及 

（g）任何應交換成其他總額債券之總額債券或依其條款交換為正式形式之債券; 

 

惟就下列各目的，亦即： 

（i）債券持有人參加任何會議及表決、或以書面形式通過任何特別決議、或透過相

關結算系統以電子方式同意 (詳請見附件 1第 1段) 及債券持有人之任何指示或

要求; 

（ii）就本受託契約第 6.1小段、基本公開說明書條件 20(執行)及基本公開說明書條

件 16（債券持有人之會議，修改及棄權）及附件 1第 4段認定當時在外流通之

本債券數量; 

（iii）（不論在本受託契約中或依法律適用之結果）任何為或關於債券持有人全體

或任何債券持有人之利益，受託機構被明示或暗示要求行使之裁量、權力或授

權;及 

（iv）受託機構認定是否任何事件、情況，事宜或事情，依其意見，重大損害債券

持有人全體或任何債券持有人之利益， 

 

當時由或代理發行機構或為受益人之發行機構之利益所持有之該等債券（如有），應

不視為在外流通之債券（除非因上述原因持有之情形已終止）; 

 

付款代理機構係指發行機構根據代理契約就本債券最初委任之數個機構之指定辦公室

（依上下文意而定包括主要付款代理機構）及/或(如適用)任何有關本債券之繼任付款

代理機構; 

 

永久總額債券係指依認購契約第 2條且大致符合代理契約附件 1之格式發行之永久總

額債券； 

 

潛在違約事件係指任何條件、事件或行為，隨著時間之經過及/或發出、作出或給予

任何通知、認證、聲明、要求、確定及/或要求及/或採取任何類似之行為及/或完成任

何類似之條件，將構成違約事件; 

 

本金係指，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債券之流通在外本金餘額; 

 

主要付款代理機構係指發行機構依據代理契約就本債券最初委任之付款代理機構之指

定辦公室，或如適用，任何有關本債券之繼任主要付款代理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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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還，贖回及支付應包括各該行為及類似之表述亦應依此解釋; 

 

認購協議指在發行機構及承銷商間就本債券之發行及認購於 2016年 4月 1日簽署之

認購協議。 

 

繼任者係指就主要付款代理機構及其他付款代理機構，就本債券依據受託契約或代理

契約之條款成為其一個或多個任何繼任者、及/或任何其他或未來就本債券被發行機

構指派之主要付款代理機構及/或付款代理機構(依情形而定)（經受託機構書面同意或

依受託機構先前同意之條款）、及/或（如適用）任何由發行機構隨時指定之其他或

另外之指定辦公室(在前一種情形，於其被取代之同一地點），且於各該情形下（除

了依條件及/或代理契約所為之最初之任命及指定辦公室外，視情形而定）該指派或

任命(依情形而定)已依本受託契約第 9(l)節之規定按照基本公開說明書條件 13（通知）

通知本債券持有人; 

 

暫時總額債券依認購契約第 2條且大致依代理契約附件 1之格式發行有關本債券之暫

時總額債券; 

 

受託契約係指本受託契約書及受託契約書任何之增補及附件（如有）及本債券、債息

券及條件，均包括隨時依本受託契約或該等條款增補之書件; 

  

櫃檯買賣中心係指中華民國櫃檯買賣中心或其任何繼任者; 

 

信託公司係指根據 1906年公眾受託法(Public Trustee Act)或根據任何其他適用於受託

機構之相當法律於任何司法管轄區有權得執行受託保管機構功能之公司;及 

 

受託機構法係指 1925年之受託機構法及 2000年之受託機構法 

 

1.2 (a)受託契約中所有提及本債券之本金及/或利息或就受託契約中任何發行機構應支

付之款項應視為包括在本金金額之情形下任何特定贖回金額(定義詳見相關條件)

及在任何情形下，任何依條件 6（稅收）應支付之額外金額。 

（b）受託契約中所有提及美元之處應解釋為美國之法定貨幣。 

（c）受託契約中所有提及新台幣之處應解釋為中華民國之法定貨幣。 

（d）受託契約中所有提及任何法規或任何法規之任何規定應視為包括任何法規之

修改或重新制定或任何法定工具、命令或法規或任何該等修改或重新制訂。 

（e）受託契約中所有提及保證或保證應視為分別包括已給予之賠償或賠償書。 

（f）受託契約中所有提及執行債權人權利之任何訴訟行為、補償或程序，應視為

包括於英國之外之其它任何司法管轄區，該司法管轄區內可得或適合執行債權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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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之任何訴訟行為、補償或程序中，最接近於本受託契約所述之訴訟行為、補償或

程序。 

（g）受託契約中所有提及對發行機構提出或採取法律程序應被視為包括對發行機

構提出解散聲請之證明。 

（h）受託契約中所有提及 Euroclear/盧森堡 Clearstream應被視為包括其他受託機

構認可之清算系統。 

（i）除本受託契約另有定義者外，受託契約中之用語或表達應與 2006年之公司法

(Companies Act)之用語或表達相同。 

（j）本受託契約書提及附件、條款、子款、段落及分段應解釋為本受託契約書之

附件及本受託契約書之條款、子款、段落及分段。 

（k）本受託契約中提及受託機構應遵守合理性之測試，應視為該合理性之要求應

僅依債券持有人之利益所決定，且若債券持有人之利益與其他人之利益有衝突時，

應以債券持有人之利益為準。 

（l）本受託契約中目錄及標題僅供參考方便，不影響本受託契約之解釋。 

（m）受託契約中任何提及受託機構應給予書面通知、同意或核准之處，為免疑慮，

應視為包括以 email 方式給予之通知、同意或核准。 

 

2. 本債券之償還承諾及支付利息 

 

2.1本債券之本金總額為美金 150,000,000元。 

 

2.2發行機構向受託機構承諾其將依受託契約，於本債券最終到期日或依條件中規定

該金額或任何部分金額到期之較早日期，無條件以美金立即可用之資金支付或促

使向受託機構支付或依受託機構之指示支付本債券到期應付之本金，且應同時且

直到該等日期(包括任何判決或其他有管轄權之法院命令之前及之後)無條件支付或

促使向受託機構支付或依受託機構之指示支付依本金金額年利率 2.3%計算之利息

(應逐日累積)，於每季季末：7 月 19 日、10 月 19 日、1 月 19 日及 4 月 19 日支付，

第一次付款（代表一個完整季度之利息）將於 2016年 7月 19日就每 10,000美元

之本金支付美金 57.5元之利息，惟： 

（a）有關本債券之本金或利息依代理契約中規定之方式支付予主要代理付款機構

應視為發行機構已滿足本條之相關承諾，除非其後依據條件付款予本債券持

有人或債息持有人（視情形而定）有違約之情事; 

（b）在任何情形下若未於到期日或之前支付本金予受託機構或付款代理人，利息

應於本債券之本金上繼續累積（包括任何判決或其他有管轄權之法院命令之

前及之後)依前述之利率（或依英國法當時對判決債務更高之利率）直至包括

受託機構以基本公開說明書條件 13(通知)之方式通知債券持有人，其所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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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債券之條件支付予本債券持有人之日期或之後，惟該日期不得晚於受託

機構或主要付款代理機構收訖所有本金金額及依本條累積或將累積至該日相

當於利息之金額之日後 30天;及 

（c）在任何情形下於提示要求支付全部或任何部份之本金時被不適當地保留或拒

絕時（除上述條件(b)之情形下）利息應於該保留或被拒絕支付（包括任何判

決或其他有管轄權之法院命令之前及之後)之本金上，依前述之利率（或依英

國法當時對判決債務更高之利率），自被保留或被拒絕支付之日(含)起至提

示相關債券後，全數款項(包括前述利息)已以美金支付予本債券持有人之日

止(含)或(若較早)以基本公開說明書條件 13(通知)之方式通知債券持有人全數

款項(包括前述利息)已得以美金支付之日後 7天，繼續累積，惟於提示相關

債券後，應支付該付款。 

受託機構將依本受託契約之規定為本債券持有人及債息持有人及其本身之利益受託持

有本承諾。 

 

受託機構有關付款代理機構之要求 

 

2.3 在任何時間發生違約事件或潛在違約事件後、或若就任何債券未支付到期之金額、

或受託機構應收訖應依本受託契約第 7條之規定支付予債券持有人及/或債息持有

人之任何金額時，受託機構得： 

(a) 以書面通知發行機構、主要付款代理機構及其他付款代理機構要求主要付款

代理機構及其他付款代理機構依據代理契約: 

（i）就受託機構依本受託契約應支付之款項或應代理受託機構支付之款項擔

任受託機構之主要付款代理機構及付款代理機構，且應準用代理契約之

條款 (並應依受託機構視為必要之修改後，且受託機構於任何條款下對付

款代理機構之補償、賠償及支付實報實銷費用之責任應僅限於受託機構

依受託契約就本債券當時依該目的持有且受託之可用金額)之後並代受託

機構持有所有債券及債息及所有有關債券及債息之所有金額、文件及記

錄;及/或 

（ii）交付所有債券及債息及所有債券及債息之所有金額、文件及記錄予受託

機構或依受託機構於通知內之指示，惟該通知應視為不適用於相關付款

代理機構依任何法律或法規不得揭露之任何文件或記錄;及/或 

(b)以書面通知發行機構，要求其自對發行機構發出該通知起生效 且至受託機構

以書面撤回該通知時止，就本債券及債息支付所有後續之款項予受託機構或

受託機構指定之人，而不得支付予主要付款代理機構;本受託契約第 2.2(a)節有

關本債券之部份應停止效力。 

追加發行 

2.4若得到中華民國相關主管機關所有必要之法規核准及上市核准，包括但不限於櫃

檯買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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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發行機構有權隨時（但須依照本受託契約之規定），無須經本債券持有人或

債息持有人之同意，創造及追加發行（以記名或不記名方式）短期債券或債

券 (i) 在各方面（或在各方面除了首次利息之付款外）均與本債券享有相同順

位，使該等債券構成與本債券及/或任何其他追加發行之短期債券或債券同一

系列之債券，或（ii）發行機構根據發行當時決定之順位、利息、轉換、贖

回及其他方面之條件; 

（b）任何根據上述 2.4（a）創造及追加發行以構成本債券及/或任何其他追加發行

之短期債券或債券之同一系列之短期債券或債券，應受本受託契約書之受託

契約增補書規範，且任何其他根據上述 2.4（a）創造及追加發行之短期債券

或債券(如經受託機構同意)得受本受託契約書之受託契約增補書規範。於任

何情形下發行機構應於追加發行任何此等債券前，簽署並交付受託機構受託

契約書之增補書（有關所有適用之印花稅或其他文件費用、稅費或稅應已支

付且如適用，完成印花稅貼付或註明），內容包含發行機構依本受託契約 2.2

條同條款就該等追加發行之短期債券或債券之本金及利息之承諾，及受託機

構要求之其他條款(不論是否有相對應於本受託契約之條款)，包括受託機構

為使該追加發行有效對本受託契約書所做相關修正; 

（c）所有受託契約之增補備忘錄應由受託機構於本受託契約書上簽署並由發行機

構於受託契約書之副本上簽署；及 

（d）若有意創造及追加發行債券或短期債券時，發行機構應於擬為該行為前以不

少於 14天之書面通知受託機構其有意創造或追加發行之金額。 

 

3. 費用，稅賦及稅款 

發行機構將支付於任何相關司法管轄區內有關（a）簽署及交付受託契約，（b）構成

及發行債券及債息以及（c）任何受託機構所為或代受託機構所為、或（於受託契約

許可之範圍內）任何債券持有人或債息持有人所為或代任何債券持有人或債息持有人

所為，為執行本受託契約、或解決任何有關本受託契約、或與受託契約相關之其他任

何目的之疑問所生之任何印花、發行、登記、文件及其他費用、稅賦及其他稅款，包

括利息及罰金。 

 

發行機構須應要求支付或償還受託機構所有受託機構因履行其於受託契約下之義務產

生之合理費用、收費、成本及花費（除法律費用及有關準備及簽署受託契約及發行債

券之任何加值稅外），包括但不限於：在報紙上為任何公告，或因代表債券持有人對

發行機構求償產生之印花稅，召開債券持有人會議，所有受託機構採取之所有相關行

為，及/或任何與持續履行其於受託契約書下之義務而產生之法律顧問及/或會計師之

任何費用。受託機構先行代墊之所有金額應由發行機構於受託機構向發行機構要求並

附上相關收據後 30個工作日內支付。發行機構積欠受託機構之該等金額，順位應在

本債券持有人之債權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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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承諾遵守 

發行機構向受託機構承諾其將遵守及履行並注意受託契約中所有明示對其具拘束力之

條款。本債券之條件對發行機構，債券持有人及債息持有人均具有約束力。受託機構

應有權執行發行機構於本債券及債息下之義務，如同該等義務為受託契約下之義務，

受託契約與本債券及債息應合併為一文件並一併閱讀及解釋之，受託機構將以受託人

身份，為其本身及債券持有人及債息持有人之利益，而持有本承諾之利益。 

 

5. 執行 

5.1  受託機構得於任何時間，自行決定而無須通知，並以其認為合適之方式，對發行

機構或與發行機構相關採取調查程序及/或其他步驟或行動（包括於任何法律程序

提出上訴）以執行發行機構於受託契約下之義務。 

5.2  若證實發行機構就任何特定之債券或債息已違約支付任何到期應付之款項(除非有

相反證明）應足以證明所有其他債券或債息(依情形而定）相關到期應付之款項亦

已發生違約。 

6. 法律程序、訴訟及補償 

6.1 除非經(a)本債券持有人之特別決議，或(b)持有尚在外流通之本債券本金金額至少

五分之一以上之本債券持有人以書面指示或請求，且受託機構就其因提起訴訟而

可能所生之責任已獲得滿意之補償、及/或擔保、及/或預先受支付金額時，受託

機構無義務就本受託契約採取任何行為（包括但不限於依條件 8（違約）給予任

何通知、或採取本受託契約 5.1條之任何法律程序、及/或其他步驟或行為）。 

6.2 如受託機構依其意見基於對本債券有司法管轄權之相關地區之法律意見，於該有

司法管轄權地區採取特定行動將違反該有司法管轄權地區之法律，受託機構無須

採取任何行動。此外，如採取該行動將使受託機構對在該有司法管轄權地區之任

何人承擔責任、或依其基於該有司法管轄權地區法律意見之意見，依據該有司法

管轄權地區之任何適用之法律，其無權力於該司法管轄區為該行為或若該有司法

管轄權地區之任何法院或其他主管機關認定其並無該項權力，受託機構亦無須採

取該等行動。   

6.3 僅有受託機構有權執行受託契約之條款。除非受託機構應依前述條款採取任何相

關行動、步驟或法律程序，而未能於合理之期間內為之，且該狀態仍持續中，債

券持有人或債息持有人無權(i)對發行機構採取任何步驟或行動以執行受託契約之

條款，或(ii)採取與發行機構有關或涉及發行機構之任何其他程序（包括任何程序

之上訴）。 

7. 款項之分配 

受託機構依受託契約規定收受之現金應由受託銀行信託持有，且應依下列順序分配： 

(a) 首先，支付受託機構及／或受任人依本受託契約第 10條到期未付之本債券所

有款項； 

(b) 保留給受託機構認為依本受託契約第 10條規定到期應支付給受託機構或受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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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金額，如受託機構認為其嗣後所收取之金額將不足支付該金額或將無法

及時收取到應支付之金額。 

(c) 同順位並等比例，併同依本受託契約第 10.8條所規定應支付之利息，支付予

依本受託契約第 10.7條規定之受賠償對象。 

(d) 同順位並等比例支付本債券到期未付之所有本金及利息；及 

(e) 餘額（如有）支付予發行機構（本條約定不影響發行機構就此支付與任何他

人間之付款約定，且受託機構依本條約定付款亦不因此負何法律責任）。 

於不影響受託契約第 7 條之前提下，如受託機構持有代表之本債券本金或利息之

現金，而本債券已依基本公開說明書條件 7 （時效）之規定無效或因時效而失效

時，受託機構仍應依前述信託持有該等現金。 

8. 付款通知 

受託機構應依基本公開說明書條件 13（通知）之規定通知債券持有人依本受託契約

第 7條預定付款之日，該等款項應以基本公開說明書條件 4（付款）之方式為之，因

此支付之任何款項應可解除受託機構之責任。 

9. 發行機構之承諾  

在本債券在外流通期間（或如屬(g)，(i)，(l)，(m)，及(n)段的情形，若本債券或債息

仍未罹於時效負有償還或支付責任）發行機構向受託機構承諾其遵守以下條款：  

(a) 發行機構應隨時以適當且有效率的方式實施及執行其事宜； 

(b) 發行機構應向受託機構交付或促使他人交付受託機構合理要求及以受託機構

合理要求之格式（包括但不限於受託機構根據本受託契約第 11(c) 條要求發

行人之所有證明）以使受託機構依據本受託契約或因法律之適用解除或行使

責任、受託、權力、授權和裁量權所需之意見、證明、資料和憑證； 

(c) 發行機構應使準備符合所有相關法律及會計準則要求之各財務會計期間之帳

簿，並由其稽核會計師稽核，並應向受託機構提供該等帳簿； 

(d) 發行機構應隨時妥善保管帳簿及其他相關記錄，並允許受託機構及任何受託

機構指定且發行機構無合理反對的人員，於正常營業時間内任何時刻自由查

閱該等帳簿或其他相關記錄 

(e) 發行機構應在其發佈或公佈下述相關文件後，在實際可行的時間內儘快向受

託機構遞送（除任何其為發行機構所發行之有價證券持有人應收到之文件之

外）或於其網站以英文公佈各資產負債表、損益表、報告、通函及股東常會

之通知及其他與前述文件同時遞送股東之各文件、及各發佈或遞送給除股東

外的有價證券持有人（包括債券持有人）的文件； 



 

39 

 

(f) 發行機構應立即以書面通知受託機構任何違約事件或任何潛在違約事件之發

生； 

(g) 發行機構應在受託機構提出合理要求後 7天内向受託機構提供聲明書。該聲

明書應符合或大致符合附件 2所載格式，且由有權簽署人簽署，聲明於不早

於寄送該聲明書之日前 7日（“聲明日”），據有權簽署人做出一切合理查

詢後所就其所知、所擁有之資料及所信未發生且自前一聲明日（或本受託契

約簽署日，若該聲明書為第一次聲明書）起未曾發生任何違約事件或任何潛

在違約事件（或若存在或曾存在，敘明該等事件）；且自前一聲明日（或本

受託契約簽署日，若該聲明書為第一次聲明書）(含)至此次聲明日止(含)，發

行機構已遵守其所有載於本受託契約之義務或（若非此情形）説明其未遵守

之部份。該聲明書每次應附上發行機構當時最新之有權簽署人名單及其簽樣。

受託機構有權依賴此聲明書為最終版而無須因此對任何人承擔任何責任。 

(h) 發行機構應隨時執行和完成所有依受託機構的意見使本受託契約生效可能進

一步需要之文件、行為和事宜； 

(i) 發行機構應隨時依據條件維持付款代理機構； 

(j) 發行機構應促使主要付款代理機構立即通知受託機構，若主要付款代理機構

在或於本債券或任何債券或債息之任何應支付日或之前未收到根據代理契約

規定就該債券或債息（視情形而定）無條件以應支付之幣別支付之總額； 

(k) 若就本債券或任何債券或任何債息應無條件支付予給主要付款代理機構或受

託機構之任何金額已於應支付金額之日後支付，發行機構應根據基本公開說

明書條件(13)立即通知或促使他人通知相關債券持有人該支付已完成； 

(l)  發行機構應根據基本公開說明書條件 13（通知）通知債券持有人，任何付款

代理機構之委任、辭職或辭退（除委任最初付款代理機構外），惟須事先取

得受託機構之書面同意、或任何付款代理機構之任何指定辦公室變更，且發

行機構須在上述事件發生前至少 30天發出通知（除根據代理契約或條件另有

規定）；惟在終止主要付款代理機構之委任之情形下，只要任何本債券或債

息仍未罹於時效而負有償還或支付責任，則在新的主要付款機構未依受託機

構事先書面同意之條款委任前，該終止不得生效； 

(m) 發行機構應儘快向受託機構提交根據基本公開說明書條件 13（通知）須向債

券持有人發送之各通知之形式，且立即向受託機構提交根據基本公開說明書

條件 13（通知）須向債券持有人發送之各通知之最終形式； 

(n) 發行機構應遵守並履行其於代理契約下之義務，且盡其最大努力促使付款代

理機構遵守並履行代理契約下之義務及任何受託機構根據本受託契約第

2.3(a)(i)條發出之通知，且除非事先得到受託機構之書面同意，不得對該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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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做任何修正或修訂，並應盡所有合理的努力根據受託機構提出之要求修

正或修訂該代理契約； 

(o) 發行機構應促使各付款代理機構可供債券持有人和債息持有人於其指定辦公

室查閲本受託契約、代理契約及當時發行機構經查核之最新資產負債表及損

益表（合併損益表，如適用）； 

(p) 發行機構應遵守與發行本債券相關之中華民國適用法律或法規； 

(q) 於根據基本公開說明書條件 13（通知）送出本債券贖回通知前至少 5個台北

營業日通知受託機構其擬將本債券贖回； 

(r) 發行機構應隨時盡其所有合理努力以減少稅負及任何其他因本債券之支付義

務所產生之成本。 

10. 受託機構之報酬及賠償 

10.1 發行機構應支付受託機構美金[]元，作爲其提供本受託契約下有關本債券服務之

報酬。 

10.2 若發生違約事件或潛在違約事件，發行機構茲此同意受託機構應有權獲得額外報

酬，該額外報酬金額應依據受託機構之隨時有效之一般計時收費標準計算。在任

何其他情形下，若受託機構認爲適宜、或必要、或經發行機構要求承擔發行機構

與受託機構雙方同意特殊性質、或超出本受託契約受託機構之正常責任範圍時，

發行機構應支付受託機構雙方同意之額外酬金（該金額應參考受託機構隨時有效

之一般計時收費標準）。為免疑慮，棄權、修正、考慮執行行為、採取執行行為

及任何執行之後續步驟均應被認爲具有特殊性質之事項。 

10.3 發行機構應額外支付受託機構任何因與本受託契約有關之報酬而被徵收之加值稅

或類似性質適當課徵稅賦之金額（在受託機構或其他集團成員被要求向稅務主管

機關支付該加值稅之範圍内）。 

10.4 在受託機構與發行機構未能就下述事宜達成協議之情形下： 

(a) （在上述第 10.1條適用的情形下）報酬金額；或 

(b) （在上述第 10.1 及 10.2 適用的情形下）該責任是否具有特殊性質或超出受託

機構於本受託契約之正常責任範圍，或該額外報酬金額， 

上述事宜應由受託機構選擇且發行機構同意之人士（擔任專家而非仲裁人），或

若該人士未能獲得發行機構同意，（由受託機構申請）由當時英格蘭及威爾斯律

師協會主席提名之人士(由發行機構支付提名該人士所生費用及該人士費用) 決定，

該人士之決定應為最終決定且拘束受託機構及發行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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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在不損害法律給予受託機構之補償權力之情形下，發行機構應補償受託機構及所

有受任人，使其免於因準備及簽署受託契約而生之任何責任，或因其執行其於受

託契約下之任何信託、權力、權限及裁量或因該等指派下或有關該等指派之職責

所生之任何責任 (包括爭論或辯護所有前述情形之責任) ，除非該責任是因可歸責

於受託機構或其任何指派人之詐欺、重大過失或故意違約所致。 

10.6 發行機構亦應賠償受託機構因準備及簽署受託契約、行使其於受託契約下或與受

託契約有關之權利及履行義務所生之責任或使其免責，包括且不受限於合理之出

差費用、法律費用 (除準備及簽署本受託契約之法律費用)，及任何受託機構因有

關執行本受託契約或其所為或所預期或代表其所為之行為有關之已付或應付之印

花稅、登記、註冊、文件、及其他稅務或責任。發行機構須全額支付或免除該等

費用包括加值稅，如適用。 

10.7 若上述第 10.5或第 10.6所指之費用已由非發行機構之一人或數人支付 (各稱受補

之一方) 時，發行機構須支付相當金額予受託機構，使受託機構得以償還該受補

償之一方。 

10.8 所有根據第 10.5條及第 10.6條發行機構應支付之款項須於受託機構要求之日支

付，若受託機構於要求之日之前已實際支付該等款項，應包括受託機構自該要求

之日起實際借貸成本之利息，且於其他各種情形(若於要求之日起於三十天內未支

付，或於指定支付日期為較早之日期之情形時，於該較早之日期前未付款)，自該

要求所載之日期後第三十天起開始計息。所有應支付予受託機構款之報酬均應自

該到期日起計算利息。受託機構須向發行機構提示特定日期或特定期間受託機構

借貸成本之證明。 

10.9 發行機構茲此向受託機構承諾其支付予受託機構之所有款項將不抵銷、反訴、扣

除或扣繳，除非依法律要求，在該情形下，發行機構將支付額外費用使受託機構

收取之金額與無該等抵銷、反訴、扣除或扣繳之情形所收取之金額相同。 

10.10除非另行受託契約明確記載免除受託契約之規定，否則本第 10條規定應持續具

有完全效力，無論受託機構是否已去職且無論受託機構是否為受託契約當時之受

託機構。 

 

11. 受託機構法之增補 

2000年受託機構法第 1條並不適用於本受託契約下之受託機構之責任。受託機構法與

本受託契約間如有任何歧異之處，在法律許可之範圍內，應以本受託契約為準，且就

與 2000年受託機構法歧異之處 ，本受託契約之條款應構成對該法之限制或排除。受

託機構應具有受託機構法賦予受託機構之所有權力並增補其權力明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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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受託機構就有關受託契約得依據任何律師、評估師、會計師、測量師、銀行

家、經紀人、拍賣人或發行機構、受託機構或其他取得之其他專家之建議或

意見 (不論是否係對受託機構提出)為行為，且無須為該行為所生之任何責任負

責。 

 (b)任何建議、意見或資訊得以書件、電傳、電報、傳真，電子郵件或電纜之方

式傳送或接收，受託機構無須就基於以書件、電傳、電報、傳真，電子郵件

或電纜之方式傳送之任何建議、意見或資訊而為之任何行為負責，即使該等

建議、意見或資訊有錯誤或並非真實。 

 (c)受託機構得要求及有權決定接受由發行機構有權簽署人簽署之聲明書為任何

交易或事件之事實或事宜或適宜之充分之證據，受託機構在任何該等情形下，

應無須要求提供進一步之證據，且無須為因其或任何其他人依該聲明書為行

為所生之責任負責。 

 (d)受託機構有權持有本受託契約或其他相關文件或將其存放於世界各地之銀行、

銀行公司、或營業包括保管文件之公司或受託機構認為聲譽良好之律師或事

務所。受託機構無需就該等持有或存放所生之責任負責或購買任何責任保險，

且得支付所有相關存放保管所需之所有費用。 

 (e) 受託機構無須就發行機構發行任何債券所獲得之資金或其應用、或任何總額

債券交換為其他總額債券或正式債券、或交付任何總額債券或正式債券予有

權之一人或數人負責。 

 (f) 受託機構應無須通知任何人應簽署任何本受託契約所包括或提及之文件，亦

無須採取任何步驟確認違約事件或潛在違約事件是否已發生，且除非受託機

構依本受託契約之規定確實了解或被明確告知相反之情形，受託機構應有權

假設未發生違約事件或潛在違約事件，且發行機構仍遵守及履行其於受託契

約下之義務。 

(g) 受託機構應無須對任何人因其接受任何債券或債息為有效或未拒絕任何債券

或債息，而之後發現該債券或債息為偽造或非真實負責。 

(h) 受託機構就本受託契約之目的給予之同意或許可得以受託機構認為適當之條

件且須符合該等條件(如有)為之，且無論受託契約是否有相反之規定，得具

有追溯效力。受託機構得於其認為對債券持有人之權益無重大不利之影響下

得給予任何同意、許可、行使任何權力、權限或裁量或採取任何其他類似之

行為 (不論本受託契約內是否有明確提及該等同意、許可、權力、權限、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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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或行為)。為免疑慮，除前述之情形外，受託機構對債券持有人該等事宜應

無任何責任。 

(i)受託機構不得（除非依有司法管轄權之法院之命令）揭露由發行機構或任何其

他與本受託契約相關之人提供予受託機構之任何本債券持有人或債息持有人

之任何資訊（包括但不限於機密、財務或價格敏感資料），且任何債券持有

人或債息持有人均無權自受託機構獲得任何該等資訊。 

(j）受託機構得依應適用之中華民國法律及法規之規定，為記錄、 銀行間之資訊

交流及信用風險管理之目地，揭露有關本債券發行之資訊予中華民國財團法

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 

(k）凡有需要或有意因任何與受託契約相關之目的而須將任何款項從一種貨幣兌

換為另一種貨幣時，應以受託機構與發行機構商議後同意之匯率及決定該匯

率之方法及日期（除非受託契約另有規定或法律規定）進行兌換，該等同意

之匯率、方法及日期應對發行機構、債券持有人及債息持有人均具有約束力。 

(l）受託機構得證實任何載於基本公開說明書條件 8（違約事件）(b) 及 (c) 段之

條件、事件及行為（任何該等條件、事件及行為，除非受託機構依其商業上

合理之裁量有不同之認定外 應包括由該等條件、事件及行為而生之情形及所

生之結果）依其認定嚴重影響債券持有人之權益，且任何該等證實應對發行

機構，債券持有人及債息持有人具有約束力。 

(m）受託機構為自身及本債券持有人及債息持有人之間得決定有關受託契約任何

條款之所有問題及疑慮，任何該等認定，不論係全部或部份有關受託機構之

行為或程序，應對發行機構，債券持有人及債息持有人具有約束力。 

(n）就有關行使本受託契約下任何信託、權力、權限及裁量（包括但不限於任何

修改，棄權，授權或認定），受託機構應考量債券持有人整體之利益，且不

應考量任何個別之債券持有人或債息持有人（無論其人數）之利益，尤其但

不限於，該等行使應無須考量各別債券持有人或債息持有人因設於、或居住

於、或有關、或受任何任何特定區域或政治分區司法管轄而生之結果，且受

託機構應無權要求，且債券持有人或債息持有人亦應無權對發行機構、受託

機構或任何其他人要求因該等行使而個別產生之關於稅賦的賠償或給付，惟

基本公開說明書條件 6(稅收)及/或任何其他本受託契約下額外或代替之承諾

除外。 

(o) 任何受託契約之受託人為律師、會計師、經紀人或從事任何專業或營業之人

應有權收取有關本受託契約其通常專業及營業及行為所收取之費用，及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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墊款項外，其所為其他有關本受託契約所有行為或營業或所花時間之合理費

用。 

(p) 受託機構得於其認為合適時將本受託契約下其全部或部分之信託、權力、授

權及裁量委託授權予任一人或多人或不論是否以法人形式存在之團體(不論是

否為本受託契約之共同受託模式)，惟應經發行機構於事前之同意及於必要之

範圍內經台灣主管機關之核准。該授權(包括複委託)將依受託機構認為對債

券持有人有利之條件與法規下為之。受託機構應以合理之專業與謹慎來指定

該被授權人，且若受託機構已妥善以合理之專業與謹慎來選擇該被授權人，

受託機構對監督該被授權人之流程或行為、或因該被授權人之不當行為或違

約之原因而產生之責任不負任何責任。受託機構應在合理之時間範圍內，於

該委任或任何更新或展延或終止後通知發行機構。 

(q) 受託機構得依據受託契約之信託而非以個人名義聘用或支付代理人(無論律師

或其他專業人士)以辦理或執行、或同意辦理或執行任何業務或辦理或執行所

有與本受託契約相關之行為(包括收付款項)。受託機構應以合理之專業與謹

慎來指定該代理人，且若受託機構已以合理之專業與謹慎選任該代理人，受

託機構對該代理人之不當行為或違約而產生之責任不負任何責任，且對該代

理人之程序或行為亦不負監督之責。 

(r) 受託機構得於應適用之法律及法規許可之範圍內，指派及支付任何人作為本受

託契約下之信託資產之保管人或被提名人，受託機構得決定，包含於保管人

存放本受託契約或任何與本受託契約構成信託相關之文件。受託機構應以合

理之專業與謹慎以指派任何該保管人或被提名人，且若受託機構已以合理之

專業與謹慎選任該保管人或被提名人，受託機構對該保管人或被提名人之不

當行為、不行為或違約而產生之責任不負任何責任且對該等人之程序或行為

亦不負監督之責。 

(s) 受託機構不應就本受託契約或其他任何相關文件或明示為增補受託契約之文件

之簽署、交付、合法性、效力、充足性、真實性、有效性、履行、強制執行

性或證據能力負任何責任，且無須就未能取得為本受託契約或其他任何相關

文件或明示為增補受託契約之文件之簽署、交付、合法性、效力、充足性、

真實性、有效性、履行、強制執行性或證據能力所需之執照、同意或其他權

限負責。 

(t) 受託機構不應對任何人無法要求、請求或收到與本債券相關之任何法律意見或

無法就任何該法律意見之內容檢查或評論負責，且無須就因此導致之任何責

任負責。 



 

45 

 

(u) 任何受託機構將併入或合併之公司或任何由該併入或合併產生之公司將成為

本受託契約之當事人且成為本受託契約之受託機構，無須經由簽署或提交任

何申請任何文件，或契約當事人為任何進一步之行為。 

(v) 受託機構應無責任就本受託契約或其產生之任何義務採取任何行動，包含，

在不影響前述之一般性下，在其未能確定對於與該行動可能所生之所有責任

能完全受償前，提出任何意見或雇用任何財務顧問；且得於採取任何行動前

要求先行收取其認為足以補償其行為之款項(在不影響任何將來要求之前提

下)。 

(w) 受託契約中之任何條款均不得要求受託機構去做可能 (i) 導致違法或違反應適

用之法律或法規；或(ii) 導致其自有資金支出或承受風險、或因任何履行其義

務或執行其權利、權力或裁量權(包含獲得其認為適當或有意獲得之意見)時

而產生任何責任，如果其認為並無法就該風險或責任獲得將償還或充分補償

之保證。 

(x)  除非收到相反之通知，受託機構應有權且無須經過詢問而假設發行機構並無

持有本債券、為本債券之受益人、或透過代理人持有本債券 。 

(y)  受託機構毋須就維持或無法維持本債券於任何評等機構之評等對發行機構、

任何債券持有人或債息持有人或任何人承擔任何責任。 

 (z) 受託機構得依賴任何根據或基於本受託契約而由稽核會計師或任何其他專家

或專業顧問應受託機構要求或提供予受託機構之證明、建議、意見或報告 

(無論是否提供以受託機構為收受人)為事實之充分證明，無論該證明、建議、

意見或報告及/或任何委託書或任何其他由受託機構訂立之與其有關之文件包

含對稽核會計師或任何其他專家或專業顧問責任有最高金額或其他限制，且

儘管該證明、建議、意見或報告之範圍及/或基礎可能受限於該委託書或類似

文件或該證明、建議、意見或報告之條款。 

(aa)受託機構應無需就本受託契約、有關本受託契約或其他協議或文件之交易之

其他協議或文件中任何人之任何敘述、陳述、聲明、保證或承諾之相關事項

負責或負任何調查之責。 

(bb)受託機構應無需就根據受託契約規定而執行或未執行而產生之任何責任或不

便性負任何責任或產生任何債務。 

(cc)受託機構應無須對發行機構，債券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就其依據本受託契約

第 9 (m) 條同意發行機構給予債券持有人之通知負任何責任。受託機構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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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視為就該等通知之內容之任何方面為真實、正確或完整或該等通知於任何

司法管轄區得合法發出或送達為任何聲明、保證、證實或確認。 

 (dd) 於認定任何賠償、擔保或預墊資金是否足夠時，受託機構有權以最差之情形

去評估該等情形下之風險，且就該目的，得考量，但不限於，在英國或他處

辯護或開啟訴訟程序之成本，及無論機率有多低，其在英國或他處遭受判決

賠償之風險。 

 (ee) 受託機構有權要求債券持有人或任何應給予受託機構賠償金或擔保之人連帶

負責，且提供受託機構認為充分之各交易對造之財務狀況及信用狀況及/或擔

保品價值之證據，及各交易對造之行為能力、權利能力及授權及/或擔保品有

效性之意見。 

 (ff)受託機構並無責任監督任何給予債券持有人之通知是否符合櫃買中心或任何

其他法律及法規之要求。  

 (gg)除受託契約另有明確規定外，受託機構具有絕對與不受控制之自由裁量權以

執行或不執行其於受託契約下之信託、權力、權限及自由裁量權(受託機構及

債券持有人間就該執行或不執行應為最終決定且對債券持有人具有約束力)，

且無須對任何可能因其執行或不執行而生之責任負責，特別是受託機構無須

根據債券持有人要求或指示或受託契約之任何其他條款為行為、或接受該要

求或指示或為受託契約之任何條款下之行為，除非受託機構就其所有承擔之

責任或依其行為將產生之全部責任已獲得足夠之賠償及/或擔保。 

 (hh) 受託機構應無須對任何人就其依據債券持有人之任何特別會議決議或債券持

有人其他會議且會議紀錄已作成並經簽署之決議或依債券持有人之指示或要

求而行為負任何責任。即使之後發現會議之召開有瑕疵或決議並未經足夠之

債券持有人通過或因任何原因該等決議、指示或要求為無效或對債券持有人

無拘束力。 

12. 受託機構之責任 

12.1 本受託契約並未免除受託機構或賠償受託機構其違反信託之責任、或於受託機構

因未盡其擔任受託機構，就本受託契約規定授予其之信託、權力、權限或裁量所

應盡之注意及謹慎程度，而就其任何過失、故意違約或詐欺等可能構成其於本受

託契約職責之違反，依法律原則所生之其他任何責任。 

12.2儘管本受託契約有相反之規定，受託機構毋須為以下之事件負責： 

(a) 利潤損失、營業損失、商譽損失、機會損失，無論係直接或間接導致；及 

(b) 任何特殊、間接、懲罰性或附屬之損失或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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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該等事件是否可預測，且不論受託機構於本受託契約書簽訂時是否可合理視

為承擔該等責任，即使受託機構已被告知發生該等損失或損害之可能性，惟該損

失或損害係因受託機構之詐欺行為所生者，則不在此限。 

13. 受託機構與發行機構簽訂合約 

不論受託機構，或任何擔任本受託契約之受託機構之公司董事、職員或控股公司、

子公司或關係企業，均無須因受託地位而被排除於下列各項行為： 

(a) 與發行機構或與發行機構相關之任何個人或法人團體簽訂或有意簽訂任何合

約、金融、其他交易或安排（包括但不限於具有銀行或保險性質之合約、交

易或安排，或與貸款、提供融資或財務建議或購買、下單、承銷、申購或促

成申購或取得、持有、交易本債券或任何發行機構或其相關之任何個人或法

人團體之任何其他票券、債券、股票、股份、債權股證、無擔保債券或其他

有價證券或擔任上開有價證券之付款代理機構之任何合約、交易或安排；或 

(b) 接受或持有任何其他受託契約之受託關係，該等受託契約係構成或確保發行

機構或其相關之任何個人或企業或發行機構下之任何其他營利辦公室發行或

與發行機構或其相關之任何個人或企業或發行機構下之任何其他營利辦公室

相關之任何其他有價證券， 

且應有權就依上述(a)之任何合約、交易或安排或上述(b)任何該等受託關係或營利

辦公室（依情形而定)或有關上述(a)之任何合約、交易或安排或上述(b)任何該等

受託關係或營利辦公室（依情形而定)者行使或執行其權利，遵守其義務及履行其

責任，而無需考量債券持有人之利益且無論該等行為是否有違或損害債券持有人

之利益且無須對債券持有人就該行為產生之責任負任何責任且有權持有且無須因

任何原因就其收訖或有關之任何經紀佣金、佣金、報酬或其他款項之獲利或分享

利益負任何責任。 

當受託機構之任何控股公司、子公司或關係公司或受託機構之董事或主管在其董

事或主管職責以外擁有任何資訊，除非受託機構確實知悉該等資訊，否則受託機

構不應被視為知悉該等資訊，且不應對債券持有人因受託機構未考量該等資訊而

就本受託契約下或與本受託契約有關之行為或不行為所遭受之任何損失負責。 

14.棄權、授權、認定及修改 

14.1棄權、授權及認定 

受託機構得不經債券持有人之同意或反對，且無損於其對後續任何違反、違約事

件或潛在違約事件之權利，隨時(但僅於其認為並未重大損害債券持有人之權益時)

棄權或授權發行機構違反或可能違反就本受託契約或代理付款契約所載之任何承

諾或規定，或，認定任何違約事件或潛在違約事件不應視為為本受託契約之目的

之違約事件或潛在違約事件。惟，無論如何，受託機構於違反特別決議之明文指

示或依基本公開說明書條件 20（執行)所為要求時，不得行使其依本條所被授予

之權力，惟該等指示或要求並不影響先前之棄權，授權及認定。任何該等棄權，

授權及認定得由受託機構決定內容及條件(如有)作成，且應拘束債券持有人及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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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持有人，且僅於受託機構要求時，由發行機構於儘速於可行之範圍內依基本公

開說明書條件 13(通知)通知債券持有人。 

14.2修改 

受託機構得不經債券持有人或債息持有人之同意或許可，隨時與發行機構合意修

改(a)本受託契約或代理契約（除基本條款修改之外)，若依受託機構之意見認為

適當，惟依受託機構之意見該等修改未重大損害債券持有人之利益，或(b)本受託

契約或代理契約，若依受託機構之意見該修改為形式、輕微或技術性質或修改明

顯錯誤。任何該等修改得受限於受託機構決定之內容及條件(如有)，且應拘束債

券持有人及債息持有人，且除受託機構另行同意，發行機構應儘速於可行之範圍

內依基本公開說明書條件 13（通知)通知債券持有人。 

14.3違約 

發行機構違反或未能遵守上述本受託契約第 14.1 條及第 14.2 條之條款及條件應

構成發行機構就本受託契約下或依本受託契約其應履行或遵守之承諾或規定之違

約。 

15.債券持有人及債息持有人 

15.1正式債券持有人將被假設為債息持有人 

受託機構依本受託契約要求或有權行使受託契約下之權力、信託、權限或裁量時，

除依司法管轄權之法院命令或依所適用法律之規定，無論其是否有收到相反之通

知，受託機構應假設各債券持有人為其持有之各正式債券附屬之所有債息之持有

人。 

15.2無須通知債息持有人 

受託機構及發行機構就本受託契約下之任何目的均無須通知債息持有人，若任何

通知已依基本公開說明書條件 13(通知)通知債券持有人，債息持有人應被視為就

所有目的已收到該通知內容。 

15.3有權視債券持有人為絕對持有者 

發行機構、受託機構及付款代理機構(於所適用法律法律允許之最大範圍內)得將

債券持有人及債息持有人(依情形而定)視為該債券或該債息之絕對持有者，在所

有情形下(無論該等債券或債息是否逾期、任何債券或債息之所有權、信託或其他

相關權益之通知、任何債券或債息之遺失、盜取或記載之通知)且發行機構、受託

機構及付款代理機構不受任何相反之通知影響。所有對該等持有者支付相關款項

將視為有效，且就該已支付總額之範圍，應滿足且解除就該債券或債息(依情形而

定)應付款項之付款義務。 

16.貨幣補償 

發行機構應補償受託機構、各受任人、債券持有人及債息持有人使其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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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因判決或命令中計算該到期應付之金額使用之匯率與發行機構實際支付該金

額當時之匯率間之任何變動使發行機構未能支付根據本受託契約應支付受託

機構、債券持有人或債息持有人之任何金額而致其產生之任何責任；及 

(b) 若該不足數額由(i)為發行機構破產、無力償債或清算之目的依據本受託契約計

算（除本條外)應付或可能應付之金額等值之本地貨幣之當日匯率；及(ii)在該

破產、無力償債或清算情形確定金額之最終日之匯率間之變化所產生或導致，

該不足數額應被視爲不得被任何該等最終日與該破產、無力償債或清算分配

資產之日之匯率變化而抵減。 

上述補償將構成發行機構於本受託契約下之義務分離及獨立之義務，不論受託機

構或本債券持有人或債息持有人是否隨時給予任何寬限，均應適用，且不論法院

判決或提交任何關於發行機構破產、無力償債或清算之證明所計算關於依本受託

契約（除本條外)到期應付之清算總額，應持續具有完全效力。任何上述不足數額

應視爲構成債券持有人及債息持有人之損失，發行機構或其清算人不應要求任何

實際損失之證明或證據。 

17. 新受託機構及額外受託機構 

17.1 新受託機構 

發行機構應有權依下述條款之規定委任本受託契約下新受託機構，但其不得委任

任何未經債券持有人特別會議通過同意之新受託機構，且該新受託機構應已取得

所有必要之政府核准、申報或註冊（如有規定)。一人或數人得被委任為本受託契

約下之受託機構，但該一人或數人應為或包括一個受託公司(Trust Corporation)。

當本受託契約有超過二家受託機構時，受託機構之多數決將可執行及行使本受託

契約授予受託機構之所有義務、權力、受託、授權及裁量權，惟受託公司應包含

在該多數決內。發行機構應在委任本受託契約之新受託機構後儘快通知主要付款

代理機構及債券持有人。受託機構無須為新受託機構之行爲、不行為、不當行爲

及/或違約之責任負責。  

17.2單獨及共同受託機構 

儘管有上述本受託契約第 17.1 條之規定，在所適用法律及法規許可之範圍內，受

託機構得事前通知發行機構(惟無須取得發行機構、債券持有人或債息持有人之同

意)，委任成立或居住於任何司法管轄區之人(無論是否為受託公司)擔任獨立受託

機構或與受託機構共同為共同受託機構： 

(a) 如受託機構認為該委任係基於債券持有人之利益； 

(b) 為符合於任何司法管轄區內履行特定行為之任何法律規定、限制或條件； 

(c) 為取得任何司法管轄區之判決，或在任何司法管轄區對發行機構依已取得之

判決強制執行或依本受託契約之條款執行；或 

(d) 受託機構依其自行合理判斷決定該委任為必要或適宜，以避免任何潛在利益

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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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機構不可撤銷地任命受託機構以其名義爲其代理人，並代表其簽署任何上述

之委任書。該等受委任之人應(始終以本受託契約書之規定為前提)具委任書所賦

予或規定之信託、權力、權限及裁量(於本受託契約授予受託機構之範圍內)及職

責及義務。受託機構應有權力以類似方式免除任何該人之職位。受託機構支付任

何該人之合理報酬及因其作爲獨立受託機構或共同受託機構履行職務所產生可歸

責之責任應視為本受託契約下受託機構產生之責任。受託機構無須為單獨或共同

受託機構之行為、不行為、不當行為及/或違約責任負責。 

18. 受託機構卸任及免職 

本受託契約之受託機構得隨時卸任，惟應於不少於 60 日前以書面通知發行機構，

該受託機構無須給予任何解釋，亦無須就因該等卸任所生之責任負責。債券持有

人得通過特別決議免除當時本受託契約任何一個或多個受託機構之職位。在本受

託契約下唯一之受託機構為一受託公司之情形下(為免疑義，未考量依本受託契約

第 17.2 條委任之任何單獨或共同受託機構)，受託機構根據本條發出通知或由債

券持有人特別會議免職後，發行機構承諾將盡其最大努力，在合理可行之情形下，

盡快委任一受託公司為本受託契約之新受託機構，並取得該委任有關之所有必要

政府核准、申報或註冊(如有規定)。任何受託機構之卸任或免職應在一受託公司

繼任為受託機構後方可生效。若在該等書面通知或特別決議後 60 日内，尚未有

新受託機構之任命生效，於所適用法律或法規允許之範圍內，受託機構應有權委

任一受託公司擔任本受託契約之受託機構，惟該委任須事先經特別決議通過方可

生效。 

19. 受託機構之權力為額外 

本受託契約賦予受託機構之權力應為一般法隨時賦予其之權力外或其作為任何債

券或債息之持有人外之額外權力。 

20. 通知 

任何依本受託契約應予發行人或受託機構之通知或請求，無論任何目的，應以預

付郵資(國內以普通郵件，國外以普通國際郵件)方式寄送、傳真發送或親送至下

列地址： 

發行人: SOCIÉTÉ GÉNÉRALE 

Tour Société Générale 

17, cours Valmy 

92987 Paris-La Défense Cedex 

連絡人: SG Group – Corporate and Investment Banking 

Client Support Team 

地址: 香港皇后大道東一號太古廣場三座 19樓  

Email: HKG-ClientSupport@sgcib.com 

傳真: (+852) 2166-4648 

電話:  (+852) 2166-4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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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本受託契約一方隨時(依本條)通知他方之其他地址或傳真號碼。通知或請求若

以前述郵寄方式為之，國內應以交寄後二日或海外應以交寄後七日視為送達；通

知或請求若以傳真為之，一經送出即視為送達，惟於以傳真方式傳送通知或要求

者，寄送方應收到傳真確認且該通知或請求並應立即再以郵件確認。若收件人未

收到該等確認通知應不影響以傳真方式發出之通知或要求之效力。 

21.準據法 

本受託契約或本受託契約所生或有關之任何非契約義務均適用英國法律，並應按

照英國法律解釋之。 

22. 提交至司法管轄權 

22.1 發行機構不可撤銷地同意為受託機構、債券持有人及債息持有人之利益，就可能

因本受託契約所生或與本受託契約有關之任何爭議(包括關於任何因本受託契約所

生或與本受託契約有關之任何非契約義務之相關爭議)之解決，應以英國法院為專

屬管轄法院，並應依此將該等爭議提交至具有專屬管轄權之英國法院。發行機構

放棄主張英國法院為不便利法庭或不適當法庭之任何異議。受託機構、債券持有

人及債息持有人可在適格之司法管轄權之任何其他法院對發行機構提起任何因本

受託契約所生或與本受託契約有關之訴訟、起訴或法律程序(包括與因本受託契約

所生或與本受託契約有關之任何非契約義務有關之訴訟、起訴或法律程序)(合稱

為「訴訟程序」)且得在任何數量之司法管轄區同時進行訴訟程序。 

22.2 發行機構不可撤回地及無條件地委任法商法國興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倫敦分行，

目前位於倫敦 SG House, 41, Tower Hill, EC3N 4SG，就任何訴訟程序於英國代表

發行機構送達代收(如其不再擔任送達代收人時，將指派受託機構同意且發行機構

以書面方式向受託機構提名之其他人)。發行機構： 

(a) 同意於任何債券仍具時效之情形下，有效委任經受託機構許可於倫敦有辦公

室且有接受上述送達服務之權限之人； 

(b) 同意任何該等人未給予發行機構該等送達之通知應不影響於任何該送達之有

效性或任何基於該送達之判決之有效性； 

(c) 同意依本受託契約第 20條，於任何法律程序中，以郵寄，郵資已付之方式將

副本寄给發行機構；及 

(d) 同意本受託契約之規定並不影響任何法律允許之其他送達程序。 

23 副本 

本受託契約書及任何受託契約之增補得以任何份數簽署及交付，其所有經簽署及

交付之本受託契約及任何受託契約之增補將對於本受託契約或任何受託契約之增

補之當事人構成一個相同之契約，並得以簽署及交付副本之方式簽訂契約。 

24. 1999年契約(第三人權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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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本受託契約之一方當事人依 1999 年契約(第三人權利)法並無執行本受託契約之

任何條款之權力，惟此並不影響第三人於該法令外其他存在或可適用之權利或補

償。 

茲證明，本受託契約已由發行機構及受託機構於第一頁所載之日期簽署及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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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債券持有人議事規則 

定義 

1. 除文內另有定義者外，下列之用語之定義如下： 

集體投票指示係指代理付款機構發出之英文文件，內容記載： 

(a) 證明在任何結算系統帳戶內之本債券（不論是正式形式或總額債券形式）

（惟不包含就集體投票指示內所載之會議已發出投票憑證且流通在外之債券）

於集體投票指示內所載之日期已被存入代理付款機構或（以該等代理付款機

構認同之方式）依其指示或依其控制或封存於某一結算系統之某帳戶內，且

本債券該存入、持有、封存將不會停止，直至下述任一事件發生（以較早發

生者為準）： 

(1) 集體投票指示內所載之會議已結束；及 

(2) 於召開該會議前 48 小時以上，交還付款代理機構由付款代理機構出具

有關於該等被存入之債券收據且該債券將被提出或（視情形需要）終

止同意由付款代理機構存放、控制、或封存，且付款代理機構依第 3(F)

段向發行機構發出集體投票指示必要修正之通知； 

(b) 證明該等債券之各持有人已指示付款代理機構該等存放、控制、封存之債券

表決權應於會議中以特定方式行使，並於會議召開前 48 小時起至會議結束

或延期開會止不得撤銷或更改； 

(c) 被存入、持有、封存之本債券本金總金額應列出並將其區分為就各議案表決

權指示為贊同該議案及表決權指示為反對該議案； 

(d) 集體投票指示中所載之一人或多人（下各稱為「代理人」）經付款代理機構

授權或指示依據集體投票指示中上述(c)所述之指示行使本債券之投票權； 

結算系統係指 Euroclear 及/或盧森堡 Clearstream，且包括就任何債券，持有該債券

之任何結算系統或為債券之持有人之任何結算系統，在各情形無論單獨或共同與其

他結算系統。為免疑義，本受託契約第 1.2(g)條之規定應適用於此定義； 

合資格人士係指有權出席會議並於會議中表決之下述任一人士： 

(a) 本債券正式形式之持有人； 

(b) 投票憑證之持有人；及 

(c) 集體投票指示內記載之任一代理人； 

特別決議係指： 

(a) 依本受託契約合法召開並舉行之會議上通過之一項決議，由不少於四分之三

之合資格人士出席之多數決即以舉手表決通過；或，如須以逐案投票方式進

行，由不少於四分之三之多數決投票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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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經全體債券持有人或其代表人簽署通過之書面決議，該決議得載於在一份文

件或數份格式類似之文件，並由一個或多個債券持有人或其代表人簽署；或 

(c) 由全體債券持有人或其代表透過相關結算系統（經受託機構同意之形式）以

電子傳輸之方式同意之決議； 

投票憑證係指付款代理機構出具之英文憑證，內容記載： 

(a) 在任何結算系統帳戶內之本債券於憑證內所載之日期（不論是正式形式或總

額債券形式）（惟不包含就投票憑證內所載之會議已發出集體投票指示且流

通在外之債券）已被存入付款代理機構或（該付款代理機構認同之方式）依

其指示或依其控制或封存於某一結算系統之某帳戶內，且本債券該存入、持

有、封存將不會停止，直至下述任一事件發生（以較早發生者為準）： 

(1) 投票憑證內所載之會議已結束；及 

(2) 交還付款代理機構由付款代理機構出具之投票憑證；及 

(b) 其持有人有權出席有關投票憑證內所載之本債券會議並行使表決權； 

24 小時係指一個 24 小時的期間，包括相關會議召開之地方及付款代理機構指定之

辦公室地方（為本目的，不論該會議舉行之日）銀行全天或部分時間營業之日，該

期間將視情形得展延一個期間，且如有必要，可展延多個 24 小時的期間直至前述

所有地方之銀行全天或部分時間營業之日；且 

48 小時係指一個 48 小時的期間，包括相關會議召開之地方及付款代理機構指定之

辦公室地方（為本目的，不論該會議舉行之日）銀行全天或部分時間營業之二日，

該期間將視情形得展延一個期間，且如有必要，可展延多個 24 小時的期間直至前

述所有地方之銀行全天或部分時間營業之二日；且 

於計算與該會議相關之一個時期之完全日時，不得計入會議通知發出日（或者，在

會議延期之情形下，延期開會之日）及會議舉行之日。 

在本附件中"會議"一詞，應依上下文意，包括任何相關之延期會議。 

有權出席及投票之證據 

2. 一張債券（不論是正式形式或總額債券形式）在任何結算系統帳戶內之持有人，得

要求付款代理機構依第 3段之規定發出投票憑證及集體投票指示。 

為第 3 段之目的，主要付款代理機構或各付款代理機構有權依賴且無須進一步詢問，

自一個結算系統收到之任何資訊或指示，並無須就其依賴結算系統或就結算系統未

能給予主要付款代理機構或各付款代理機構資訊或指示對任何持有人或其他人因此

產生之任何損失、損害、費用、索賠或其他責任負責。 

任何持有投票憑證者或集體投票指示內所載之代理持有人應就相關會議之所有目被

視為是投票憑證者或集體投票指示相關之債券之持有人而本債券存入之付款代理機

構或因本債券被封存任何依付款代理機構或結算機構之指示或控制而持有債券者被

將就該目的不被視為債券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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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出投票憑證、集體投票指示及委託書之程序 

3. (A) 不在清算系統內之正式債券 

如債券係以最終形式發行，且並未存於任何結算系統之帳戶，受託機構得不

時(依據第 23 段)制定進一步之規定，使該等債券之持有人有權利出席及/或

投票。 

(B) 清算系統內之總額債券及正式債券 – 投票憑證 

就以最終形式或總額債券形式存於任何任何清算系統之債券之持有人（非根

據第 3(C)段向主要付款代理機構發出指示之債券）得以通知結算系統方式

交付投票憑證，該債券持有人之權益將指定由一個人（指定人）（無須為

持有人）收集投票憑證及出席會議並於會議上表決。相關之投票憑證將在會

議開始時或開始前由主要付款代理機構依該指定人提示之前已通知結算系統

之該指定人身分證明方式後給予該指定人。清算系統得依其認為就該目的為

適當之方式制定身分證明方式（包括但不限於，護照或駕照）。若主要付款

代理機構於會議召開前 24 小時收到結算系統通知該投票憑證代表之債券本

金金額及指定人之身分證明方式主要付款代理機構得於提示該通知所述之身

份證明方式時，無義務進一步調查而給予該投票憑證。 

(C) 清算系統內之總額債券及正式債券 – 集體投票指示 

就以正式形式或總額債券形式存於任何清算系統之債券之持有人（非已發

出投票憑證之債券）得要求主要付款代理機構發出有關本債券之集體投票指

示以指示結算系統方式該等債券持有人之利益應於會議中以特定方式行使表

決權。任何該等指示應以結算機構當時有效之規定方式為之。若主要付款代

理機構於會議召開前不晚於 24 小時收到指示本債券本金金額之表決權於會

議中將以特定方式行使，主要付款代理機構將無義務進一步調查而指定一個

代理人參加會議並依該等指示投票。 

(D) 各集體投票指示與（如經受託機構要求）受託機構認可為由相關付款代理機

構簽署之證據應由相關付款代理人於提議由集體投票指示中代理人投票之會

議指定召開之時間前 24 小時存於經受託機構同意之地。如違反，除會議主

席於議程開始前同意外，集體投票指示不應視為有效。集體投票指示之副本

應於會議開始前存於受託機構，惟受託機構應無義務調查或對於集體投票指

示中所載之代理人之有效性或權限有疑慮。 

(E) 任何依據集體投票指示所為之投票應視為有效，無論集體投票指示，任何相

關持有人之指示或相關結算系統(視情形而定)之任何指示之前是否被撤銷或

修改，惟發行機構之登記處所(或受託機構要求或同意之其他地方)並未於該

集體投票指示所適用之會議指定召開之時間前 24 小時收到相關付款機構於

之前書面通知該撤銷或修改。 

召開會議、法定人數及會議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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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發行機構或受託機構於任何時間，且發行機構於收到不低於當時在外流通本金金額

百分之十之債券持有人以英文書面申請後應召開會議，如發行機構於 7 日內未召開

該等會議，該等會議得由受託機構或請求人召開。發行機構於召開該等會議之前，

應立即以書面通知受託機構相關日期、時間、地點以及會議議程。各會議都必須在

受託機構書面指定或同意之時間及地點舉行。 

5.       在召開之會議之前，應至少於 21個完全日前將包含地點、日期及時間之會議通知以

符合任何基本公開說明書條件 13（通知）之方式給予債券持有人。該通知須以英

文書寫，須載明會議議程，若會議將提出特別決議案，應於會議通知中載明決議內

容，或清楚載明決議通過後對債券持有人之影響。該等通知應記載持有人得以投票

憑證或集體投票指示及如適用，指定代理人之方式行使投票權。該通知之副本應郵

寄至受託機構（除該會議由受託機構召開）及寄至發行機構（除該會議由發行機構

召開）。 

6.     受託機構須以書面提名一人為會議主席（此人得但無須為債券持有人），但若無此

提名人選，或若沒有提名主席，或在會議指定開會時間 15 分鐘後該提名主席並未

出席，持有人應於出席之人中選定會議主席，若未選定，則由發行機構指定會議主

席。延期會議之主席，無須為前次開會而延會之主席。 

7.     在該等會議中，一位或多位合資格人士出席且持有或代表當時流通在外債券本金金

額合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以上應（依下述條款）達到議程要求之法定出席人數（包含

通過特別決議），惟如任何議程中，包含基本條款修改時（依本受託契約 14.2條應

僅得依特別決議通過而修改），法定出席人數為由一位或多位合資格人士持有或代

表當時在外流通債券本金金額合計不少於三分之二者出席。任何議程（除選擇主席

外）在相關會議已達到必要之法定人數出席前不得開始。 

8.      若在會議指定時間後 15分鐘內（或主席決定不超過 30分鐘之較長時間）並未達到

該任何特定議程要求之法定出席人數，在不妨礙其他議程（若有）已達到法定出席

人數之情形下，若該會議為依債券持有人之請求而召開則應被解散。在任何其它情

形下，會議應延期至不少於 13 個完全日及不多於 42 個完全日間召開，且地點可能

由主席在當時或隨後決定，並經受託機構同意。若在延期會議指定時間後 15 分鐘

內（或主席決定不超過 30 分鐘之較長時間）並未達到該延期會議議程要求之法定

出席人數，在不妨礙其他議程（若有）已達到法定出席人數之情形下，主席得（經

受託機構同意）解散此會議或將會議延期至不少於 13 個完全日後（但無最多完全

日之限制）召開，地點可能由主席在當時或隨後決定，並經受託機構同意，且此規

定應適用於之後所有之延期會議。 

9.     在任何延期會議中，一位或多位合資格人士出席（不論代表多少債券本金金額之債

券持有人），應(依下述條款)達到法定出席人數，應有權力通過任何決議並決定所

有若會議有達法定出席人數時得適當處理之事務，惟若任何之延期會議議程包括基

本條款修改，須有一位或多位合資格人士出席並持有合計不少於當時在外流通本金

金額三分之一之債券出席。 

10.     任何延期會議之通知應以原會議通知之同樣方式發出，但以 10 代替第五段所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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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及該通知應載明法定出席人數要求。 

會議之議事程序 

11. 會議上提交之各問題應首先以舉手表決。會議主席、發行機構、受託機構或任何合

資格人士（無論持有或代表持有之債券金額數量多寡）得要求投票表決。 

12. 任何會議上，除非要求投票表決，否則由會議主席宣布決議已由特定多數決通過或

否決時，應為最終事實證明，而無須另行紀錄表決通過或否決之數目。 

13. 受第 15 段所拘束，若任何會議上要求投票表決應以該方式為之，且依據下述規定，

無論當下或由會議主席指示延會後為之投票結果應被視為要求投票之會議之決議並

於投票當日生效。要求投票表決不應影響其他除要求投票之動議以外之任何其他會

議議案之繼續進行。 

14. 會議主席得經會議同意（並應依會議之決議），得隨時於任何地點延會；但延會期

間不得通過任何議程，除非該議程是發生延會之會議中已合法通過者。 

15. 任何要求投票表決選舉會議主席或關於延會之任何問題應於無延會之會議中提出。 

16. 任何受託機構之任何董事或主管，其律師及財務顧問，發行機構之任何董事或主管，

其律師及財務顧問，任何付款代理機構之任何董事或主管及其他受託機構授權之人，

得出席會議並在任何會議上發言。除上文所述外，任何人無權出席並發言，亦無權

在任何會議上投票，除非他是合資格人士。任何債券如符合第 1 條「在外流通」定

義之但書者，將無權於任何會議上表決。 

17. 在任何會議： 

(a) 就舉手表決各合資格人士應有一票表決權；及 

(b) 就投票表決各合資格人士就債券各該特定面額應有一票表決權或受託機構依

其全權決定依各合資格人士持有或代表債券之本金金額之任何金額應有一票

表決權 

在不影響任何集體投票指示中代理人之義務，任何合資格之人若享有多於一票之表

決權，無須以同樣方式行使其所有之表決權。 

18. 任何集體投票指示中代理人無須為持有人。本受託契約任何規定不妨礙集體投票指

示中之代理人為發行機構之董事、主管或代表或其他與發行機構有關之人。 

19. 債券持有人除上文所賦予之權力外（在不妨礙本受託契約賦予其他人之權力下）應

僅得以特別決議行使下述權力（特別決議應依照上述第 7段及第 9段會議提案及法

定人數之規定）： 

(a) 有權力否決任何發行機構、受託機構、任何受任人、持有人與債息持有人間

之任何妥協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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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權力否決有關受託機構、任何受任人、 持有人與債息持有人或發行機構

對一方或多方之權利之廢除，修改，妥協或安排，不論該等權利是否由本受

託契約所產生下。 

(c) 有權力同意發行機構、受託機構或任何持有人提出本受託契約條款之任何修

改。 

(d) 有權力授權或否決依受託契約之規定需通過特別決議之議案。 

(e) 有權力委任任何人(無論是否為債券持有人)為委員會代表持有人之利益，且

賦予該委員會行使持有人透過特別決議行使之權力或或裁量。 

(f) 有權力同意被提名為受託機構之人或免除任何受託契約下目前之受託機構。 

(g) 有權力解除或免除受託機構及/或任何受任人有關受託契約下受託機構及/或

該等受任人應負責之任何行為或不行為之所有責任。 

(h) 有權力授權受託機構及/或任何受任人同意及簽屬，且為所有通過或始特別

決議生效所需之契約，工具，行為及事情。 

(i) 有權力否決進行交換或出售債券或轉換或取消為發行公司或其他公司發行任

何股份，股票，票據，債券，公司債券，債券及/或其他義務及/或其他有價

證券或考量以現金全部或部份轉換該等股份，股票，票據，債券，公司債券，

債券之股票及/或其他義務及/或其他有價證券取消本債券之提案或建議。 

(j) 有權力同意任何機構替代發行機構為本受託契約下之主要債務人。 

20. (i)依本受託契約規定合法召開之債券持有人會議中通過，(ii)依本受託契約規定持

有人以書面方式通過特別決議或(iii)依本受託契約規定持有人以電子方式透過相關

結算系統同意通過之任何特別決議對於所有持有人有拘束力，無論該持有人是否出

席，或是否於任何持有人會議出席，以及是否有就該特別決議投票，並對所有債息

持有人有拘束力，所有該等人必須受此特別決議之影響，所有任何該等特別決議之

通過均為最終證據證明其已經合法通過。任何有關持有人之特別決議案之表決結果

應由發行人於決議後 14 日內依基本公開說明書條件 13（通知）公告，惟未公告並

不影響該決議效力。 

21. 所有會議之決議與程序應作成會議紀錄並由發行機構隨時造冊，任何會議紀錄經該

會議主席簽署，應為該決議通過或程序進行之最終證明，各該會議如已作成之會議

紀錄，除有相反之證明外，應視為該會議已合法召開且所有通過之決議或程序已經

合法通過或決議。 

22. (A) 如果發行機構就本債券發行多個系列時，前述之條文須依下列方式修改： 

(i)  若一決議根據受託機構之意見僅會影響本債券之其中一個系列時，該

決議應視為該系列之持有人於分別之會議中通過該決議（或以書面分

別決議或透過相關結算系統同意以分別決議方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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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若一個決議案根據受託機構之意見影響本債券中之一個以上之系列，

惟該決議（依受託機構之意見）不會對任何受影響系列之持有人造成

實際或潛在之利益衝突時，應視為由所有受影響系列之持有人召開之

單一會議通過該決議（或以書面單一決議或透過相關結算系統同意以

單一決議方式通過）； 

(iii) 若一決議根據受託機構之意見影響本債券中之一個以上之系列，且該

決議（依受託機構之意見）會對一系列或多系列之持有人造成實際或

潛在之利益衝突時，應視為由所有受影響之一系列或多系列之持有人

及其他系列或多系列之持有人分別召開會議通過該決議（或以書面分

別決議或透過相關結算系統同意以分別決議方式通過）；及 

(iv) 所有該等會議與本附件前述之所有條款均得準用，所有提及本債券及

持有人之處應依其情形指本債券之系列或全部系列或該債券之持有人。 

(B) 若發行機構就發行並非以美元計價之債券並使其在外流通，或任何債券會議

有超過一種以上之幣別，該等債券本金之計算應以：  

(i) 為第 4 段之目的，受託機構提名之銀行於發行機構收到書面要求前 7

個交易日就該債券幣別轉換為美金之即期匯率之等值美金；及  

(ii) 就第 7、9 與第 17 段之目的（不論係與會議、延會或投票結果有關），

以於該會議前 7個交易日即期匯率之等值計算。 

在該等情形之下，各該人士就出席之投票，應就其持有或代表債券本金金額（依前

述方式兌換）之各該特定面額（或由受託機構全權規定之其他美金金額）有一票表

決權，為免疑義就任何債券為單一幣別但非美金之債券會議，受託機構（依其裁量）

得與發行機構同意就該會議之相關幣別（包括但不限於計算法定出席人數及投票），

得以相關債券之幣別計價，本附件所有相關條款應依此解釋之。 

23. 受限於本受託契約之所有其他條款，受託機構（在諮詢過發行機構，於受託機構認

此諮詢為實際可行，但無須經發行機構、持有人、債息持有人同意）得依其自行決

定任為適當時制訂其他更進一步或替代之要求及/或召開會議，出席及表決之規定

（包括但不限於以較短之期間替代本附件所提及之 24小時或 48小時），該等規定，

在不損害前述一般條款之情形下，得反映清算系統之作業及設備。任何更進一步或

替代之要求，受託機構得依其全權決定於任何召開會議之通知內或依其決定之其他

時間根據基本公開說明書條件 13(通知)通知持有人。 

 



 

 

 

60 

 

附件 2 

 

有權簽署人之聲明書格式 

[發行機構之表頭] 

此致 [受託機構] 

致: 

 [日期] 

敬啟者 

美金 150,000,000元 2.3%，西元 2022年到期之債券 

 

本聲明書為依據法商法國興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發行機構」)與[](下稱「受託機

構」)於西元 2016年 4月 6日所簽署之受託契約下第 9(g)條規定交付予您。除本聲明書另

有定義或因文意另有需要，受託契約中所定義之文字與用語，於本聲明書應有相同意義。 

本公司特此聲明，經一切合理查證，就本公司所知、所得資訊及確信： 

(a) 在[日期]
1，並無違約事件或潛在違約事件存在 [除[ 事件] 以外]

2，且自[日期 ]
3
[前次依

受託契約第 9(g)條出具聲明書之日期(如受託契約所定義)]
4起，亦無違約事件或潛在違約事

件存在[除[ 事件]以外]
5；及 

 (b) 自[日期]
3
(含)[(前次依受託契約第 9(g)條出具聲明書之日期(如受託契約所定義)]

4起至

[日期 ]
1
(含)，發行機構已完全遵守其在受託契約下之義務。[除[ ]之外]

6。 

 

法商法國興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  

有權簽署人 

 

 

  

                                                           
1 特定一個不早於出具本聲明書前 7日之日期。 
2 如存在任何違約事件或潛在違約事件，描述該等事件之細節；如未有該等事件，則予刪除。 
3 插入依第 9(g)條關於受託契約首次出具聲明書之日期；如未有該聲明書，則予刪除。 
4 除非本聲明書為依第 9(g)條首次出具之聲明書而予以刪除，應予保留。 
5如存在任何違約事件或潛在違約事件，描述該等事件之細節；如未有該等事件，則予刪除。 
6 若發行機構已無法遵守任何義務，描述該等事件之細節；如未有該等事件，則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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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契約 

發行機構及 Société Générale Bank & Trust，作為發行機構所指定的付款代理人及移轉代理

人（下稱「付款代理人」）於西元 2015 年 10 月 26 日簽訂代理契約（下稱「代理契

約」）。 

依代理契約約定，發行機構委任付款代理人主要係辦理支付本債券之到期應付款項及通知

本債券持有人等相關事宜。該代理契約以英國法律為準據法，並以英國法律為管轄法律。 

發行機構並將於國內委託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集保結算所」）辦理

還本付息款項處理。 

因發行機構已簽訂集保結算所發行機構開戶契約書，約定須遵守集保結算所相關規範。有

關發行機構委託集保結算所辦理還本付息款項處理，集保結算所訂定於辦理固定收益證券

款券收付作業配合事項第 36 條，故於中華民國內委任集保結算所做付款代理人辦理還本

付息款項處理，無需再簽訂付款代理合約。 

集保結算所辦理固定收益證券款券收付作業配合事項第 36條規定如下： 

發行機構指定本公司為本息兌領機構，委託辦理本息兌領作業者，其還本付息作業如下： 

1. 本公司於還本付息日前一營業日，依債券所有人帳載餘額計算其應領本息，並編製債

券所有人名冊。應領本息金額之計算，除發行辦法另有規定者外，新台幣計算至元，

外幣依給付幣別至最小單位為止，如有剩餘得依債券所有人不足一元或最小單位部分，

由大至小依序分配一元或一個最小單位，金額相同者，以隨機方式分配之。 

2. 本公司於還本付息日當日將證券戶債券所有人名冊通知兌償管理銀行，並於證券戶餘

額扣除還本數額。 

3. 發行機構應將應付本息存（匯）入本公司於兌償管理銀行開立之專戶（以下稱兌償專

戶），存（匯）入之時限，新台幣為還本付息日，外幣為還本付息日前一營業日。 

4. 兌償管理銀行於本息足付後，除通知本公司外，逕依證券戶債券所有人名冊將應付本

息扣除稅款、全民健康保險補充保險費（以下稱補充保險費）及匯費後，辦理款項匯

撥作業。 

5. 本公司接獲前款兌償管理銀行通知後，如為票債券戶者，除自營商或代理清算銀行或

清算交割銀行與兌償管理銀行屬同一銀行外，本公司發送訊息通知中央銀行業務局或

財金公司，將扣除稅款及補充保險費後之本息金額，自兌償管理銀行撥入自營商或代

理清算銀行或清算交割銀行存款帳戶，並於所有人自有部位扣除還本數額，且將相關

資料通知兌償管理銀行、自營商、代理清算銀行、清算交割銀行及外國保管、劃撥或

結算機構。 

6. 債券屬執行機關扣押及主管機關禁止處分部分，本公司將扣除稅款及補充保險費後之

本息金額，分別留存於本公司於兌償管理銀行開立之法院扣押專戶及兌償專戶，並編

製附表通知各執行機關、主管機關原扣押、禁止處分債券業經還本之相關訊息，俟該

等機關通知後另為處理。 

前項作業完成後，本公司應將債券所有人等相關資料及本息兌領辦理情形通知發行機構。 

免稅機關團體申請免予扣繳其實際持有期間債券利息所得之稅款時，應於付息日前一營業

日終了前，向本公司提出身分證明文件、免稅機關團體免扣繳債券利息所得通知書及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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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團體買賣債券明細清單，經本公司審核無誤後，於給付其債券利息時免予扣繳稅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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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限制 

法商法國興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係依法國法律合法設立且仍有效存續之公司，且本債券將

於櫃檯買賣中心上櫃交易。 

依法國法律規定，法國境外之人買賣本債券並無任何交易限制。本債券之買賣將依櫃檯買

賣中心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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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債券的租稅負擔 

本債券、收據及債息下之全部付款，須免卻、不附帶及毋須扣繳或扣減任何現有或未

來稅項、徵稅、評稅或由或代表稅收司法管轄區實施、徵收、收取、預繳或評定或於

有關境內實施、徵收、收取、扣繳或評定之政府收費，除非法律規例須作出該等預繳

或扣減。 

1. 法國稅負 

扣繳所得稅 

非法國居民債券持有者根據 Code général des impôts（下稱「法國稅法」）第 125 A 

III 條，法商法國興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無須就本債券所支付的利息繳付預扣稅。以

下是法國預扣所得稅相關條款之概要，且該條款適用於持有由發行機構發行的債券而

持有人非法國居住人士，且債券受益人不同時持有發行機構的股票，並依據法國稅法

第 39 條及第 12 條之定義下非發行機構之關係人。 

本摘要是基於法國稅務主管機關之現行稅法條款和法規，全部條款和法規均可隨時更

改或適用不同解釋。本摘要僅提供一般資訊，並非列出所有與本債券持有人在具體情

況下相關的法國稅務條款。 

考慮購買本債券的投資者應就(1)法國稅務條款和(2)就投資者所處具體情況下與購買、

持有、處置本債券相關之雙重稅務協定，向稅務顧問諮詢。此外，非法國納稅居民須

遵從其居住國家施行之稅法。 

本債券由發行機構發行，且債券不與 2010 年 3 月 1 日前發行的債券合併（就法國法

令而言，為 assimilables）並形成單一系列的債券。 

根據法國稅法第 125AIII 條，法商法國興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無須就本債券所支付的

利息進行扣繳。 

但倘若有關利息在法國境外的「不合作國家或地區」 (NCCT)（定義見法國稅法第

238-0A 條）支付，則根據法國稅法第 125AIII 條，將適用徵收 75%預扣稅。此外，

法國稅法第 238A 條，該法國債務人可證明該利息支付相關的作業並非旨在且未實際

將利息支付到不合作國家或地區。（避風港原則） 

「法國境外的不合作國家或地區支付」是指該利息支付給(i)設立於不合作國家或地區

的銀行帳戶（不論該帳戶屬所有人國籍，即使帳戶所有人是法國居民或任何合作的司

法管轄區的居民），或(ii)定居或建立在不合作國家或地區的個人或法人(BOI-RPPM-

RCM-30-10-20-40 n°30)。但法國稅務主管機關認定向設立於法國境内的銀行帳戶支

付利息不適用「法國境外的不合作國家或地區支付」，即使受益人定居或建立在不合

作國家或地區(Regulation dated 4 may 2010 n°2010/30)。 

根據法國稅法第 238-0A 條規定，不合作國家或地區是指(i)非歐盟成員國，歐盟成員

國均已通過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就資訊透明及交換諮詢協定的官方審核，

且(ii)尚未簽署有關提供共同稅務行政協助的 12 項協定（依據 OECD 標準），且(iii)

尚未與法國商訂相互提供稅務行政協助的國家或地區。依據上述提及的標準，財政部

每年發佈不合作國家或地區清單。截至 2015 年 1 月 1 日公佈的清單包括以下司法管

轄區：博茨瓦納，文萊，危地馬拉，馬紹爾群島，瑙魯和 Niu。但是，證券凡屬於以

下情況，則被視爲滿足避風港條件的有關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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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公開募集（定義見貨幣及金融守則(Code monétaire et financier)第 L.411.1

條）的方式或根據在不合作國家以外的國家的同等募集方式募集。就此而言，

「同等募集」指須要在外國證券市場當局註冊或提交募集文件的募集；或 

(2) 核准進入受規管市場或法國或外國多邊證券交易系統交易，惟該市場或系統並

非位於不合作國家，而該市場的運作由市場經營者或投資服務供應商或其他類

似之外國實體進行，惟該市場經營者、投資服務供應商或實體並非位於不合作

國家；或 

(3) 於本債券發行時獲納入中央存託機構或證券結算、交付及支付系統經營者（定

義見貨幣及金融守則(Code monétaire et financier)第 L.561-2 條）或一個或以

上同類外國存託機構或經營者的結算系統，而該存託機構或經營者並非位於不

合作國家。 

此外，根據法國稅法 FTC 第 238A 條規定，如果發行機構就該債券支付利息和其它

收益給定居或設立在「不合作國家或地區」的個人或法人，則該利息或其它收益支付

不可抵減發行機構之應稅所得，除非該法國債務人可證明該利息或收益相關之作業是

(i)有效的(ii)公平的，且(iii)支付目的及結果並非將資金或收入轉移至「不合作國家

或地區」。 

在若干情況下，任何有關的不可扣稅利息及其他收入可根據法國稅法第 109 條重新界

定為推定股息，在該情況下，有關的不可扣稅利息及其他收入可根據法國稅法第 119 

bis 2 條繳付預扣稅，稅率為 30%或懲罰性 75%（倘若該等利息及其他收入支付予在

不合作國家居住或成立的人士或在不合作國家支付），受到適用雙重稅務條約的條文

所限制（如有）。 

2. 中華民國稅務 

本債券於中華民國之租稅負擔 

下述有關稅務法令之摘要係依據現行法律及實務所為，且僅具摘要性質，並非法律意見或

稅務建議。投資人（尤其是應適用特別稅務法令規範者，如銀行、證券商、保險公司及享

受租稅優惠之機構等）就投資本債券之稅務影響，請務必洽詢稅務顧問意見。 

(1) 本債券之利息 

因本債券發行機構非屬中華民國扣繳義務人，故就本債券之利息毋須辦理中華民國

稅捐扣繳。 

本債券利息非中華民國境內個人之中華民國來源所得，中華民國境內之個人投資人

免課徵中華民國所得稅。惟，除個人投資人每年度之利息所得及其他海外來源收入

低於新臺幣 100 萬元者外，個人投資人須將本債券之利息收入，納入其基本所得額，

以計算是否應繳納最低稅負。如最低稅負額高於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計算之一般所

得稅額，中華民國個人投資人應就差額繳納最低稅負稅額。 

依中華民國法律設立之公司投資人係以全球為基礎課徵所得稅，應將其本債券利息

所得納入其應稅所得，以 17%稅率繳納所得稅（除其於任一會計年度內之所有應稅

所得低於新臺幣 120,000 元外）。此情形下依中華民國法律設立之公司投資人不適用

最低稅負。 

(2) 本債券之出售所得 



 

 

 

66 

 

一般而言，出售公司債或金融債券應就其交易價格之 0.1%計算證券交易稅（下稱

「證交稅」）。惟依證券交易稅條例第 2條之 1規定，自 2010年 1月 1日至 2016年

12 月 31 日之七年期間，出售公司債及金融債券暫免徵收證交稅。故如於 2016 年 12

月 31日前（含）出售本債券，得免繳納證交稅。自 2017年 1月 1日起，除當時之稅

法另有規定外，出售本債券應依交易價格之 0.1%繳納證交稅。 

出售公司債之資本利得無需繳納所得稅。故中華民國之個人投資人及公司投資人就

出售本債券之資本利毋須繳納所得稅。此外，中華民國個人投資人出售本債券之資

本利得無需納入其基本所得額計算最低稅負。惟中華民國公司投資人出售本債券之

資本利得，應納入其基本所得額，以計算是否應繳納最低稅負。如最低稅負額高於

該年度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計算之應納所得稅額，中華民國公司投資人應就差額繳

納最低稅負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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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事項 

銷售程序 

投資人如欲購買本債券，請洽承銷商索取申購書。於募集期間屆滿前，請將填妥之申購

書，交付予承銷商。 

購買本債券係依據本中文公開說明書之條款及申購書之規定為之。 

發行機構並未規範申購書之格式及內容，且申購書之格式及內容可能因各承銷商之申請

與付款程序及其他相關作業程序之不同而有所差異。如以傳真方式寄送申購書，投資人

應將該申購書正本以郵寄方式轉交予相關承銷商。發行機構或任何承銷商對投資人因傳

真或郵寄方式未收到申購書所生之損害不負任何責任。 

最低投資金額 

本債券最低投資金額為美金 10,000 元整。 

付款程序 

投資人購買本債券請洽各承銷商並依各承銷商指定之程序付款。 

申請購買本債券時應確認事項 

於投資人向承銷商提交購買本債券之申請時，視同投資人向承銷商及發行機構確認包括

但不限於下列事項：  

 同意接受其所申請並購得之本債券； 

 同意就實際購得之本債券全額支付購買金額； 

 已收到、閱讀並瞭解公開說明書； 

 知悉本債券之準據法為英國法，且知悉行人同意因本債券而生之紛爭英國法院有管轄

權，惟此並不影響其他人在法律允許之前提下，於其他有管轄權之任一法院進行或同

時於數法院進行法律程序的權利； 

 瞭解其係直接向對其銷售本債券之承銷商購買本債券，投資人於申請購買本債券時，

與發行機構間無任何認購契約之契約關係； 

 確認其非在美國境內且非美國人，亦非美國人（包括美國居民及依美國法律組織或設

立之合夥或公司）之代理人； 

 瞭解投資本債券之性質及投資本債券之相關風險並願意承擔該等風險； 

 瞭解投資本債券之稅務負擔；及 

 瞭解若發行機構違約，其應透過本債券受託機構向發行機構求償。 

投資人向承銷商申請購買本債券時，應確認其已閱讀並瞭解前述確認事項。 

交割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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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買賣本債券，除投資人已於 Euroclear Bank S.A./N.V.（下稱「Euroclear」）或

Clearstream Banking S.A.（下稱「CBL」）等結算機構開立專戶，並擬直接透過 Euroclear

或 CBL 交割本債券外，投資人應於證券商處開設保管劃撥帳戶，並於本地銀行開設存款

帳戶，且透過集保結算所於 Euroclear或 CBL所開設之帳戶辦理交割。 

本債券之初次認購將直接透過 Euroclear或 CBL等結算機構或透過集保結算所於 Euroclear

或 CBL 所開設之帳戶辦理交割。集保結算所並將轉撥該等本債券至投資人指定之保管劃

撥帳戶中。由於時差因素，集保結算所轉撥本債券至投資人所指定證券集中保管劃撥帳

戶之日期預計為本債券發行日之次一營業日。本債券之買賣及交割應依集保結算所及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就本國債券之相關法令及處理程序辦理。 

如投資人已於 Euroclear 或 CBL 開設帳戶，可經由該帳戶辦理交割（毋需向集保結算所申

請將本債券撥入集保結算所帳戶），或得填具相關申請書向集保結算所申請辦理跨國匯

撥作業，投資人亦可欲將其存於 Euroclear 或 CBL 帳戶中之本債券撥入集保結算所於

Euroclear 或 CBL 所開設之帳戶，或將其存於集保結算所於 Euroclear 或 CBL 所開設帳戶

中之本債券撥入該投資人於 Euroclear 或 CBL 已開設之帳戶，俾利於本國市場或海外市場

進行交易。 

本債券之本金及／或利息分派，將由與集保結算所連線之款項收付銀行辦理撥付作業，

於集保結算所收受該等款項後（因時差關係，集保結算所預計於分派日次一營業日收受

該等款項），預計於次三營業日撥付至投資人指定之帳戶。投資人實際收受匯撥款時間

將視其開設存款帳戶之本地銀行之一般作業時間而定。 

已為款項收付銀行存款戶之投資人，毋須負擔跨行匯出款項手續費。非款項收付銀行存

款戶之投資人，則須負擔相關跨行匯出款項手續費。已於 Euroclear 或 CBL 開設帳戶之投

資人，則可經由該 Euroclear或 CBL帳戶直接收受款項。 

投資人每年應支付集保結算所及 Euroclear 外幣債券帳簿保管費，分別為美金 0.009%及歐

元 0.014%（約當一般銀行之信託保管費）。此費用由當時債券存放之證券存摺戶券商自

投資人之證券交割銀行帳戶予以扣款。 

流動量提供者 

發行機構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外幣計價國際債券管理規則，指定永豐

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電話：(02)2312-3866）提供本債券之流動量提供者。 

本債券如經保險公司透過投資型保單專設帳簿認購，並經該保險公司銷售連結至投資型

保險商品，相關銷售程序、 最低投資金額、付款程序及交割程序將依投資人與保險公司

間之另行約定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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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記載事項 

特別記載事項之重要內容 

1. 信用評等機構所出具之評等報告 

請參閱本中文公開說明書附件一。 

2. 律師法律意見書 

請參閱本中文公開說明書附件二。 

3. 證券承銷商評估總結意見 

請參閱本中文公開說明書附件三。 

4. 證券承銷商出具不得退還或收取承銷相關費用之聲明書   

請參閱本中文公開說明書附件四。 

5. 本債券如經保險公司透過投資型保單專設帳簿認購，並經該保險公司銷售連結至投資

型保險商品，發行機構將於發行日一次給付不超過保險公司投資本公司債總金額 5%

之分銷費用予該保險公司（該分銷費用費率範圍除以投資型保險商品年限不超過

0.5%，且合計不得超過 5%）。分銷費用將反映於本債券價格，亦即在假設市場條件

不變下，本債券期初價格將因前述實際支付之分銷費用而同等幅度下降，但此分銷費

用不影響本公司債所應給付之項目，且投資人不需另外支付該分銷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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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訊 

 (1) 法國興業集團 2015年綜合資產負債表(Consolidated Balance Sheet) （節錄自發行機構

2016年註冊文件第 268頁至第 269頁）及綜合損益表(Consolidated Income Statement) 

（節錄自發行機構 2016年註冊文件第 27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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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國興業集團 2014年綜合資產負債表(Consolidated Balance Sheet) （節錄自發行機構

2015年註冊文件第 346頁至第 347頁）及綜合損益表(Consolidated Income Statement) 

（節錄自發行機構 2015年註冊文件第 3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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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國興業集團 2013年綜合資產負債表(Consolidated Balance Sheet) （節錄自發行機構

2014年註冊文件第 266頁至第 267頁）及綜合損益表(Consolidated Income Statement)

（節錄自發行機構 2014年註冊文件第 26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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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財務報表之英文全文及各項附註及發行機構於本債券發行後最新之財務資訊請參閱

下列網站: 

http://www.societegenerale.com/en/measuring-our-performance/information-and-

publications/financial-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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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債信評等機構評定等級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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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中華民國律師法律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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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證券承銷商評估總結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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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承銷商承銷手續費之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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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機構：法商法國興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負 責 人：Oudéa Frédér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