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商法國外貿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商法國外貿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五期美金五年期普通公司債 

中文公開說明書 

 

1. 發行機構：法商法國外貿銀行股份有限公司（NATIXIS） 

2. 本公開說明書編印目的：發行法商法國外貿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五期美
金五年期普通公司債（下稱「本債券」）  

3. 種類、發行總額、利率、發行條件、公開承銷比例、承銷及配售方式： 
(1) 種類：無記名式有價證券 
(2) 發行總額：美金 80,000,000 元（總括申報金額為不超過歐元 1,000,000,000

元或其等值外幣） 
(3) 利率：固定年利率 3.55%  
(4) 重要發行條件摘要： 

(i) 發行總金額：美金 80,000,000元 
(ii) 每單位面額：美金 1,000元 
(iii) 發行期間：5年期，西元 2018年 9月 26日至西元 2023年 9月 26日 
(iv) 發行價格：每單位面額的 100% 
(v) 利率：固定年利率 3.55% 
(vi) 計日基準：以每月 30日，每年 360日計算（30/360 (ISDA)） 
(vii)  付息日期：每年 9 月 26日付息，自西元 2019年 9月 26日至 2023年 9

月 26日止 
(viii) 償還方法及期限：於到期日以每單位面額 100%贖回本債券。本債券可

能因發生違法事件，而根據條件予以提前贖回。 
(ix) 掛牌處所：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和盧森堡證券交易所

（Euro MTF市場） 
(x) 發 債 計 劃 ： 發 行 機 構 及 NATIXIS Structured Issuance SA 之

20,000,000,000歐元債務工具發行計劃 
(xi) 擔保情形及受償順位：無擔保主順位 

(5) 公開承銷比例：100% 
(6) 承銷及配售方式：於發行日由承銷商包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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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募集資金擬用於支應發行機構之一般
銀行業務、事務及經營發展，或一般營運資金需求。詳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第 4
頁。 

5. 本次發行之相關費用： 
(1) 承銷費用：約美金 80,000元 
(2) 其他費用：約美金 120,000元（包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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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在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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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說明書、發行機構西元 2018 年 4 月 24 日所
編製的基本公開說明書及任何嗣後就基本公開說明書所為之其他增補（下稱「基
本公開說明書」）和西元 2018年 9 月 18 日所編製之最終條款（下稱「最終條款」）
（基本公開說明書與最終條款以下合稱「債券公開說明書」），並應注意發行機構
之風險事項。詳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第 71頁至第 81頁。 

8. 本公開說明書之查詢網址：本公開說明書和債券公開說明書之查詢網址為公開資
訊觀測站網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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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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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9月 25日刊印 

http://mops.tws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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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次發行前實收資本之來源：至西元 2017年 12月 31日止，發行機構集團之股東
權益合計為 20,987百萬歐元（節錄自 2017年 NATIXIS註冊文件第 195頁） 

 

項目 金額（單位：百萬歐元） 所占比率 

普通股股本及公積 10,976 52.30% 

合併公積 6,697 31.91% 

直接記入權益之利得或損失 772 3.68% 

不可回復直接記入權益之利得或損失 -318 -1.52% 

本期淨利 1,669 7.95% 

非控制性權益 1,192 5.68% 

權益總計 20,987 100.00% 

2. 本公開說明書和債券公開說明書之分送計畫： 

(1) 本公開說明書之陳列處所:主辦承銷商及協辦承銷商營業處所(如下)。 

(2) 本公開說明書和債券公開說明書分送方式及索取本公開說明書和債券公開說

明書之方法 : 本公開說明書和債券公開說明書可於下列網站免費下載

http://mops.twse.com.tw/ 

3. 證券承銷商  

主辦承銷商 

名稱：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網址：http://www.sinotrade.com.tw/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 17號 5樓 電話：(02) 2311-4345 

協辦承銷商： 

名稱：元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網址：http://www.masterlink.com.tw 

地址：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97號 22樓 電話：(02) 2325-5818 

名稱：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網址：http:// www.esunbank.com.tw  

地址：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 117號 3樓 電話：(02) 2715-1313  

名稱：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網址：https://www.taishinbank.com.tw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 118號 電話：(02) 2326-8899 

名稱：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網址：https://www.megabank.com.tw/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吉林路 100號 電話：(02) 2563-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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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址：https://bank.sinopac.com/ 

地址：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 3 段 36號 3 樓及 4

樓信託部 
電話：(02)2517-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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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tch Ratings Ltd. 惠譽國際信用評等公司 
網址：

https://www.fitchratings.com/site/home 

地址：30 North Colonnade, Canary Wharf 電話：+44 (0)20 3530 1000 

http://mops.tws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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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don E14 5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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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址：

https://www2.deloitte.com/fr/fr.html  

地址：185, avenue Charles-de-Gaulle 92524 Neuilly-

sur-Seine Cedex 
電話：+33 1 40 88 28 00 

事務所名稱：PricewaterhouseCoopers Audit 網址：https://www.pwc.fr/ 

地址：63, rue de Villiers 92208 Neuilly-sur-Seine 

Cedex 
電話：+33(0)1 56 57 58 59 

事務所名稱：Mazars 網址：https://www.mazars.fr/ 

地址：61, rue Henri-Regnault 92400 Courbevoie 電話：+33 1 49 97 60 00 

11. 複核律師：不適用 

12. 發言人、代理發言人：  

姓名：Damien Souchet  

職稱：NATIXIS Head of Investor Relations  

電子郵件信箱：damien.souchet@natixis.com  

聯絡電話：+33 6 89 52 59 58  

13. 發行機構公司網址：https://www.natixi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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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外貿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於法國之股份有限公司 (société anonyme)，下稱
「NATIXIS」或「發行機構」)   

依據發行機構 及 NATIXIS Structured Issuance SA 之 20,000,000,000歐元債務工具發

行計劃(下稱「本計畫」)所發行之美金 80,000,000元 3.55% 2023 年到期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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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櫃買中心」，受

中華民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下稱「金管會」) 之委託) 申報募集與發行預定總括發行
金額不超過歐元 1,000,000,000 元 (或等值外幣)，得於申報生效日 (即西元（下同）2018

年 9 月 17 日) 起二年內一次或分次發行之普通公司債。本債券係為總括申報下第一次

發行。  

本公開說明書係依據「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發行人募集與

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及其他相關規定所編製，且僅適用於中華民國境內發行的
債券。 

本債券將由發行機構發行，並依據發行機構與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受託

機構」，且同時包含任何之繼任受託機構)於 2018年 9月 18日簽訂之受託契約 (並將不

時修改、補充和/或重訂，下稱「受託契約」) 約定發行。 

本債券於 2023年 9月 26日到期。本債券利息將自 2019年 9月 26日起至到期日為止，

每年計、付息一次（如付款日非營業日，將依非營業日付款條件予以調整）。本債券
每單位面額為美金 1,000 元。 

本債券發行日為 2018年 9月 26日 (下稱「發行日」)。 

自 2018年 9月 25日上午 9 時 (臺北時間) 至下午 3時 30分 (臺北時間) 或 主辦承銷商

及協辦承銷商共同公告本債券募集完成之日，以較早日期為準 (下稱「募集期間」)，

得向承銷商認購本債券。本債券採先行認購者優先承購，且本債券如於預定募集期間

截止前即全數售出，則募集期間得不經事前通知提前結束。 

本債券發行價格為其本金的 100% (下稱「發行價格」)。 

本債券僅於中華民國境內辦理公開發行。有關本債券之銷售限制，請參閱本公開說明

書「認購與銷售」乙節。 

本債券未曾亦不會依《1933 年美國證券法》暨其增修內容 (下稱「美國證券法」) 辦理

註冊。除若干例外情況外，本債券不得於美國境內或向美國人士募集、銷售或交付。 

有關本債券募集、銷售及交付之其他限制，以及發行文件於特定司法轄區之分送相關

說明，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認購與銷售」及「銷售限制」乙節。  

投資本債券有其應考量之相關風險，請詳閱自第 71 頁始之「風險因素」乙節的敘述與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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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承銷商 

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協辦承銷商 

元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協辦承銷商，以及主辦承銷商，各自擔任本債券的經銷商與承銷商，下合稱「承銷

商」)。 

本債券之形式與內容，以及發行機構及本債券持有人 (下稱「債券持有人」) 就本債券

的一切權利與義務，應以英國法律為準據法。 

本債券所生或與本債券有關之訴訟或其他法律程序應以以英國法院為管轄法院。 

投資人應詳閱本公開說明書，以及其中所附任何其他文件及最終條款。本公開說明書

與最終條款內容若有歧異者，應以最終條款所載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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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發行機構業以總括方式，向受金管會委託之櫃買中心申報募集與發行預定總括發行金

額不超過歐元 1,000,000,000 元(或等值外幣)，得於二年內一次或分次發行之普通公司

債 (下稱「總括申報」)，本債券係於總括申報下第一次發行。依總括申報發行之債券

得於符合所有適用法規和/或監管限制之前提下，以發行機構決定之一或多種幣別計價

債券，發行年期為至少一年以上至三十年，發行利率為固定利率或浮動利率(不含反向

浮動利率)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可方式，由發行機構視當時市場狀況決定之。發行機構

將向(i)櫃買中心申請核准總括申報，並於櫃買中心掛牌並買賣本債券，並向(ii)盧森堡

證券交易所申請核准於盧森堡 Euro MTF交易。發行機構業經合理諮詢，確認本公開說

明書已包含與本次發行具備重大關係之本債券及發行機構資訊，且本公開說明書所載

資訊於各個重大方面均係真實、正確且無誤導之情事，且並無任何未載事實足以致使
本公開說明書涉及重大誤導情事。 

櫃買中心之核准概不代表其已認證本公開說明書之內容，亦不得視為其對本債券價值

提出任何保證。   

本債券獲准於櫃買中心和盧森堡證券交易所（Euro MTF 市場）掛牌交易，不應視為發

行機構或本債券的價值評估。 

任何人均無權針對本次募集事宜，提供本公開說明書內未予記載之任何額外資訊或陳

述；並且，針對該等擅自提供之本公開說明書內未記載資訊或陳述，嚴禁視同已獲得

發行機構或承銷商之授權而信賴之。本公開說明書之提供，或本債券之銷售，於任何

情況下皆不表示發行機構相關事務自公開說明書發佈之日起概無任何改變。 

本公開說明書或任何涉及公開說明書或本債券之其他資訊，均無意做為任何信用或其

他評估的基礎，亦不得視為發行機構或任何承銷商向收受本公開說明書或任何涉及本
公開說明書或本債券其他資訊之人推薦購買本債券。各個潛在投資人應自行調查發行

機構的財務狀況，並自行評估發行機構之信用價值。本公開說明書或任何涉及本公開

說明書或本債券之其他資訊，皆不構成或代表發行機構或任一承銷商對於本債券認購

或買進之要約或要約之引誘。  

於本公開說明書內，「U.S. $」、「$」、「USD」和「美金」係指美國合法貨幣；
「€」、「Euro」、「EUR」和「歐元」係指根據經「歐洲聯盟運作條約」增修之「歐

洲共同體建立條約」而採用單一貨幣的歐盟成員國合法貨幣；「英鎊」、「GBP」或

「£」係指英國合法貨幣；「新台幣」和「NT$」則指中華民國貨幣。 

於特定司法轄區，本公開說明書之分發，以及本債券的發行、銷售與交付可能受到相

關法律限制。舉凡持有本公開說明書人士，均須自行瞭解並確實遵守此等限制。  

本公開說明書不應解讀為投資、財務、策略、法律、監管、會計或稅務建議。本債券
並非受存款保險、存款保險基金、任何其他政府機構或公、民營或社區銀行所經營之

存款保障基金所保障或擔保的銀行存款。潛在投資人於從事投資決策時，應考量本公

開說明書內提供之所有資訊，並於必要時諮詢其自身之專業顧問。投資人應就所收受

之發行機構及本債券之條款之相關資訊，包括其所涉價值及風險，自行審視並據以做

成決定。投資本債券涉及一定風險，請詳閱本公開說明書內「風險因素」乙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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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機構基本資訊 

NATIXIS 為法國第二大銀行集團 BPCE 旗下的跨國企銀與投資銀行、資產管理、保險

和金融服務事業群。於西元（下同）2017 年 12 月 31 日時，BPCE 持有 71%的

NATIXIS股份。BPCE 集團於 2017年 12月 31日之組織結構如下： 

 

 

NATIXIS 旗下逾 17,000 位員工，分佈於三十八個國家，NATIXIS 專精於若干專業領

域，主要區分為四大業務區塊：資產與財富管理、企業與投資銀行、保險、專門化金

融服務。 

1) 資產與財富管理  

資產管理：NATIXIS Investment Managers 的資產管理規模全球排名第十五位 

(Cerulli Associates：2017 年全球市場報告，以截至 2016 年 12 月所管理資產為

準；收入與營業利潤係以股票公開發行之資產管理公司排名為計算基準 )。

NATIXIS Investment Managers 屬於多重關係企業之事業，由 26 家自主資產管理

公司共同組成，提供多元化的獨特積極投資管理專業能力，並享有具附加價值的

控股公司的支持。 

財富管理：NATIXIS 財富管理聚焦於高淨值個人/家族事業之專業服務，並透過

商業模型的簡明化及數位化，期能更完善整合集團內的相關領域專業知識。 

2) 企業與投資銀行： 

企業與投資銀行，係以企業客戶、金融機構、機構投資人、投資基金、公共實體

以及 BPCE 集團網絡為其服務對象。其提供客戶諮詢建議，並依據客戶需求開發

足可支持其策略的創新解決方案，充分利用了其在投資銀行和併購、資本市場、

財務以及交易銀行服務等領域的專業知識。 

3) 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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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部門包含控股公司 NATIXIS Assurances以及其旗下諸多保險子公司，針對個
人及專業人士打造並管理完整及全面的保險解決方案。該部門的架構包含兩大主

要業務範疇，以及 BPCE 集團內的一項共通業務活動：(i) 個人保險業務，(ii) 非

壽險業務，(iii) 保險解決方案係為 BPCE 集團處理其保險子公司未處理的保險事

務，例如集團的保險計畫。 

4) 專門化金融服務： 

NATIXIS 的專門化金融服務業務範疇包含了三大業務類別 ─ 特殊融資、支付與

金融服務。相關事業均致力於發展 BPCE 業務網絡 (大眾銀行 (Banque Populaire) 

和儲蓄銀行 (Caisse d’Epargne) 等)，與之共同維繫強大的綜效。 

NATIXIS 的營運遍佈以下三大關鍵區域：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包括了美洲

地區 (佔淨營收的 28%)、亞太地區 (佔淨營收的 5%) 以及 EMEA (即歐洲、中東和

非洲地區，佔淨營收的 67%)。 

 

發行機構之完整說明，述請參閱 2017年 NATIXIS註冊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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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債券發行條件摘要及發行計畫 

下述關於本債券發行條件之內容僅係摘要說明，並非完整內容，發行條件詳情請參閱
「本債券之最終條款」乙節。 

1. 發行機構 

法商法國外貿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 發行日 

2018 年 9月 26日。 

3. 發行總金額 (名目總金額) 

美金 80,000,000 元。 

4. 債券形式、面額及發行價格 

本債券為無記名式有價證券。 

本債券每單位面額為美金 1,000元。 

發行價格為每單位面額之 100%。 

5. 債券種類 

本債券為無擔保、主順位債券。 

6. 到期日 

2023年 9月 26日。 

7. 票面利率 

固定年利率 3.55%。 

8. 付息方式 

每年支付利息乙次。 

9. 付息日期 

每年 9月 26日付息，自 2019年 9月 26日起至 2023年 9月 26日止（如付款日非

營業日，將依非營業日付款條件予以調整）。 

10. 受託機構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有關受託契約內容，請參閱「受託契約」乙節。 

11. 償還方法及償還期限 

於到期日以每單位面額 100%贖回本債券。本債券可能因發生違法事件，而根據

條件予以提前贖回。 

12. 額外營業日司法轄區 

倫敦、紐約、泛歐自動即時總額清算系統 (TARGET2) 及臺北。 

13. 非營業日付款 

倘若任何付款日期並非營業日，債券持有人必須等到下個營業日時方能獲得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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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項，且無權就該等延遲支付收取任何利息或其他款項。營業日係指於相關使用
地點及前述額外營業日司法轄區所指明之相關轄區內，銀行與外匯市場開放營業

之日 (週六、週日除外)，且： 

(i) 如以歐元以外之其他貨幣付款，則應將款項匯往以指定貨幣開設之銀行帳

戶，並得於該貨幣所屬國家之主要金融中心，以指定貨幣就該等帳戶款項

進行外匯交易；或 

(ii) 倘若適用之最終條款中指明以 TARGET2 系統做為額外營業日司法轄區，

則以 TARGET2 系統正常營運之日為準。 

14. 付款代理機構 

境外：法國巴黎銀行證券服務公司盧森堡分公司 (BNP Paribas Securities Services, 

Luxembourg Branch) 擔任最初付款代理機構。發行機構得隨時解聘任何付款代理

機構，並根據代理契約委任額外或其他付款代理機構。 

境內：發行機構業已委任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擔任付款代理機構，
辦理中華民國境內之本債券相關付款事宜。 

15. 掛牌處所 

本債券將於櫃買中心和盧森堡證券交易所（Euro MTF市場）掛牌交易。 

16. 承銷方式 

本債券將於發行日由承銷商包銷，並以洽商銷售方式出售予投資人。 

17. 募集資金之用途及預期產生效益 

本次募集資金擬用於支應發行機構之一般銀行業務、事務及經營發展，或一般營

運資金需求。 

18. 募集期間及逾期未募足之處理方式 

本債券之募集期間係自 2018年 9月 25日上午 9 時 (臺北時間) 起至下午 3時 30分 

(臺北時間) 或主辦承銷商及協辦承銷商共同公告本債券募集完成之日，以較早日

期為準 (下稱「募集期間」)。逾期未予募足者，剩餘之債券將由承銷商包銷。  

19. 準據法 

本債券 (含任何因本債券而生的非契約義務) 應以英國法律為準據法，並從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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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條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3 款所載條件，因此，得以其他非中華民國之法律做為本債券所生或相關

義務之準據法。 

20. 管轄法院 

除下文所述者外，英國法院針對任何源自或涉及本債券之爭議，應具專屬管轄權

得予解決，包括與其存在、有效性、解釋、履行、違約或終止有關之任何爭議，

或其無效之後果，以及任何源自或有關本債券之非契約義務的相關爭議 (下稱

「爭議」)，據此，發行機構及債券持有人針對任何爭議，應受英國法院的專屬管

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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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機構拋棄以英國法院為對其不便或不適合管轄為理由而提出抗辯的權利。 

在法律許可範圍內，債券持有人得就任何爭議 (i) 於具有司法管轄權之任何其他

法院採取法律程序；以及 (ii) 於多個司法管轄區同時採取法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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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條第 1項第 1款

至第 3款所載條件，且已採用非中華民國之法律 (即英國法) 做為個別相關契約之

準據法。因此，得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外之法院，解決源自或關於本債券之爭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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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債券之最終條款 

 

歐盟金融工具市場規則 II(下稱「MiFID II」)產品治理/零售投資人、專業投資人及合

法交易對手-產品供應者就產品審核目的，對本商品相關之目標市場評估總結如下：(i)

零售投資人、專業投資人及合法交易對手投資票據之目標市場定義於 MIFID II 中；
(ii)所有限專業投資人及合法交易對手的銷售通路皆是適當的；(iii)下列對零售客戶的票

據銷售通路是適當的－據 MIFID II 就銷售機構的適格性所適用之投資建議。任何提

供、銷售或推介本商品的人士（即「銷售機構」）皆須將產品供應者的目標市場評估

納入考量．根據 MIFID II，銷售機構有責對其自身對本商品相關之目標市場進行評估

（自供應者的目標市場評估採用或擷取）與據 MIFID II就其適格性選擇適當的銷售通

路。 

 

禁止銷售予歐洲經濟區(下稱「EEA」)一般投資人-本債券非針對、且不得向 EEA 的一

般投資人進行募集、銷售或以其他方式提供。為此目的，一般投資人係指一個（或數

個） (i)2014/65/EU 指令 (MiFID II)中第 4(1)條第 11 點所定義的一般客戶；

(ii)2002/92/EC 指令(IMD)中所定義的客戶，該客戶非屬 2014/65/EU 指令(MiFID II)中

第 4(1)條第 10點資格定義下之投資人；或(iii)非 2003/71/EC 指令(包含其後續之修訂，

下稱「公開說明書指令」)中所定義之合格投資人。準此，由於未按(EU) No 1286/2014

法規（下稱「PRIIPs 法規」）之要求準備向 EEA 的一般投資人募集、銷售或提供本

債券所需之重要資訊文件，因此在 PRIIPs 法規的範疇下，本債券對於 EEA 的一般投

資人進行募集、銷售或以其他方式提供即可能不合法． 

 

發行機構核准之最終版本 

西元 2018年 9月 18日最終條款 

 

法商法國外貿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機構代碼(LEI)：KX1WK48MPD4Y2NCUIZ63 

20,000,000,000歐元 

債務工具發行計劃 

本系列序號：4189 

次序：1 

美金 80,000,000元 3.55% 2023年到期債券(下稱「本債券」) 

依據法商法國外貿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即「發行機構」）之 20,000,000,000歐元債務工

具發行計劃辦理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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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承銷商 

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協辦承銷商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元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A部分─約定條件 

本最終條款所使用之名詞定義，應視為與西元 (下同) 2018年 4月 24日所編制之基本公

開說明書及 2018 年 5 月 28 日及 2018 年 8 月 14 日就基本公開說明書所為之增補(合稱

「基本公開說明書」中，對於本債券之條款與條件（下稱「債券條件」）而為之定義
相同。本文件構成本債券之最終條款（下稱「最終條款」），須與基本公開說明書一

併閱讀。發行機構與本債券發行之完整資訊，須結合本最終條款及基本公開說明書始

能獲得。基本公開說明書可於財務代理機構或任一付款代理機構之辦公室閱覽，其影

本可於法商法國外貿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處 ─ 47, quai d’Austerlitz, 75013 Paris, France取

得。 
 

1 (i) 本系列序號: 4189 

 (ii) 次序: 1 

(iii) 本債券與已發行之債券合併為

一系列債券之日期:  

不適用 

2 票面幣別: 美金(USD) 

人民幣債券: 不適用 

3 發行總面額:  

(i) 本系列: USD 80,000,000 

(ii) 本次發行: USD 80,000,000 

4 本次發行價格: 發行總面額的 100 % 

5 (i) 每單位面額: 美金 1,000  

(ii) 計算金額: 美金 1,000 

6 發行日: 2018年 9月 26日 

7 到期日: 2023年 9月 26日 

8 利率基礎: 3.55% 固定利率  

9 贖回/支付方法: 以面額全額贖回 

 (細述如下) 

10 (i) 變更利率基礎: 不適用 

(ii) 利率基礎轉換: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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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稅項補足(債券條件第 8條): 不適用 

12 賣出/買回選擇權: 不適用 

13  

(i) 計息基準: 30/360 

(ii) 非營業日付款 (債券條件第 7(i)

條) 

倘若任何付款日期並非營業日，持有人必

須等到下個營業日時方能獲得該等款項，

且無權就該等延遲支付收取任何利息或其

他款項。營業日係指於相關使用地點及額

外營業日司法轄區所指明之相關轄區內，

銀行與外匯市場開放營業之日 (週六、週日

除外)，且： 

(i) 如以歐元以外之其他貨幣付款，則應

將款項匯往以指定貨幣開設之銀行帳

戶，並得於該貨幣所屬國家之主要金

融中心，以指定貨幣就該等帳戶款項

進行外匯交易；或 

(ii) 倘若適 用之最 終條 款中指 明以 

TARGET2 系統做為額外營業日司法

轄區，則以 TARGET2 系統正常營運

之日為準。 

(iii) 商業中心 (債券條件第 5(j)條): 倫敦、紐約、TARGET2與臺北 

14 公司核准發行本債券之日: 根據正式授權人依 2017 年 12月 21 日董事

會通過之決議於 2018年 9月 14日之決定 

15 銷售方式: 已組成承銷團 

與應付利息（如有）及/或(結構型券適用)贖回金額相關之條款 

16 固定利率債券條款: 適用 

(i) 利率（包含到期日或約定之提
前贖回日後到期金額之利率）: 

固定年利率 3.55%，每年付息 

(ii) 利息期間支付日: 同付息日期 

(iii) 利息期間支付日之營業日慣例: 不適用 

(iv) 付息日: 每年 9月 26日 

(v) 初次付息日: 2019年 9月 26日 

(vi) 固定利息金額: 美金 35.50每單位面額 

(vii) 零星利息金額: 不適用 

(viii) 決定日: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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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債券贖回相關條款，不含權證連結債券、優先股連結債券及義大利上市票券 

17 發行機構買回選擇權: 不適用 

18 本債券持有人賣出選擇權: 不適用 

19 最終贖回金額: 計算金額之 100% 

20 提前贖回金額  

(i) 因發生違約事件（債券條件第
10條）或非法事件（債券條件

第 6(c)條）而提前贖回時之提

前贖回金額: 

提前贖回金額應為計算代理機構依釐定當日
市場條件所決定之債券公平市場價值，並充

分考量任何合理的解約成本據以調整後的金

額。任何未付之應計利息不得單獨支付，而

是各債券計算公平市場價值時納入計算。  

解約成本是指發行機構解除任何標的和/或
相關避險和融資安排之任何合理費用或成本 

(包括，但不限於各種選擇權、交換合約或

任何類型其他工具，用以對沖發行機構之本

債券相關義務者)。 

(ii) 允許因稅務因素而於任一日

(包含付息日以外之日期（債

券條件第 6(b)條)提前贖回: 

否 

(iii) 未到期息票於提前贖回時即成

為無效(債券條件第 7(g)條): 

不適用 

(iv) 違法導致贖回  (債券條件第 

6(c)條)： 

避險安排：適用 

於債券條件第 6(c)條內，避險安排均指由發
行機構 (和/或其各自關係企業) 於任何時間

針對本債券所從事之任何避險安排，包括但

不限於買進和/或賣出任何證券、任何衍生

性商品、證券或任何指數選擇權或期貨、任

何該等證券或指數的存託憑證或指數股票型
基金，以及任何相關的外匯或融資交易。 

(v) 不可抗力事件與重大變更事件

贖回 (債券條件第 6(m)條)： 

不適用 

(vi) 重要觸發點 (債券條件第 11

條)： 

不適用 

變動發行金額記名債券及於義大利銷售/募集本債券之適用條款 

21 最低轉讓金額: 不適用 

適用本債券之一般條款 

22 本債券形式: 無記名債券 

暫時或永久全球公司債/憑證(適用於 得轉換為永久全球公司債之暫時全球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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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記名債券或可交換無記名債券): 債，僅於永久全球公司債中特定情況發生時
方可轉換為確定形式債券。 

新全球公司債券: 否 

全球公司債憑證(僅記名債券適用): 否 

23 額外營業日司法轄區 (債券條件第

7(i)條)或其他與付款日相關之特殊

條款: 

倫敦、紐約、臺北、TARGET2 

24 未來息票之替換息票或確定形式債

券所附之收據（且其上所記載之日

期，替換息票於該日期已到期）: 

不適用 

25 面額變更、重新名目化及重訂條款: 不適用 

26 整合條款: 不適用 

27 雙重幣別債券條款: 不適用 

28 銷售條件及條款: 不適用 

銷售 

29 (i) 若已組成承銷團，承銷商之名

稱: 

主辦承銷商 

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承銷商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元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ii) 承銷契約日期: 2018年 9月 18日 

(iii) 穩定措施承銷商（如有）: 不適用 

30 若未組成承銷團，各承銷商之名稱

及地址: 

不適用 

31 其他與本債券相關之指定機構名稱

與地址: 

計算代理機構: 

法商法國外貿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NATIXIS 

 計算代理機構部門 

 40 avenue des Terroirs de France 

 75012, Paris 

 France 

32 手續費及規費總額: 本次序發行總面額的 0.10% 

33 公開募集公開說明書指令: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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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一般條款 

34 TEFRA適用免稅額: 規則 D 

35 其他美國聯邦所得稅相關條款 就 1986 年美國國內稅收法 (U.S. Internal 

Revenue Code)第 871(m)條款而言，本債券

非基本公開說明書中所定義之特定債券。 

36 其他適用於本債券之條款  

(i)  受託契約: 本最終條款附件 2 第 1 段之內容將被視為新

增於債券條件之前言。 

(ii)  違約情事: 債券條件第 10 條(違約情事)之全部內容將被

本最終條款附件 2第 2段之內容取代。 

(iii)  執行: 本最終條款附件 2 第 3 段之內容將被視為新
增於債券條件第 16 條（準據法）之後，成

為第 17條（執行）。 

(iv)  本債券持有人會議、修改及放

棄 

債券條件第 11 條(本債券持有人會議及修改)

之全部內容將被本最終條款附件 2 第 4 段之

內容取代。 

37 整合（適用法國法之公司債條款及
條件第 11條）: 

不適用 

38 準據法： 英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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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部分 – 其他資訊 

1 上櫃買賣許可 

(i) 上櫃掛牌: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下

稱「櫃買中心」）和盧森堡證券交易所 

(ii) 上櫃買賣許可: 發行機構將向櫃買中心申請本債券於中華

民國上櫃買賣，並向盧森保證券交易申請

於盧森堡 Euro MTF市場交易。本債券將

依櫃買中心和 Euro MTF適用法規，於櫃
買中心和 Euro MTF進行交易。本債券於

櫃買中心上櫃買賣之生效日將係發行日或

其前後之日。 

(iii) 預估上櫃買賣許可相關費用總

額: 

新台幣 15,000元 

2 信用評等 

信用評等: 本債券尚未獲評等 

3 通知 

不適用 

4 僅固定利率債券適用－殖利率 

參考殖利率: 不適用 

5 僅浮動利率債券適用－歷史利率  

不適用. 

6 僅結構型債券適用－連結標的資訊 

不適用 

7 下單及承銷 

全球募集與單一部分募集之合作機構

之名稱及地址: 

不適用 

各國家之任何付款代理機構及保管機

構（除主要付款代理機構外）之名稱

及地址: 

不適用 

同意以包銷方式承銷之機構與同意盡

最大努力承銷但非包銷之機構之名稱

及地址: 

不適用 

承銷協議已達成或即將達成: 不適用 

禁止銷售予歐洲經濟區一般投資人: 適用 

8 業務運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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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擬以符合歐元體系適格之方式持

有: 

否。雖然本項於本最終條款之日記載為

否，但若歐元體系適格之標準於未來發生

變更且本債券得符合該標準，則本債券可

寄存於其中ㄧ家國際中央證劵託管機構

(ICSD)，並以其做為一般保管人。請注

意，上述並不必然表示本債券在其發行期
間將被認定為屬歐元體系貨幣政策及歐元

體系日間融資作業之適格擔保品；該認定

將取決於歐洲中央銀行是否已同意本債券

已符合歐元體系適格之標準。 

國際證券編碼: XS1818328608  

一般編碼: 181832860 

保管機構:  

(i) Euroclear France擔任中央保管

機構: 

否 

(ii) 一般保管機構為 Euroclear 與

Clearstream, Luxembourg: 

是 

除 Euroclear 與 Clearstream, 

Luxembourg 外其他清算機構

及其相關辨識代碼: 

交割相關細節請參照本最終條款附件 1 之

內容 

交付: 款券同時交付 

其他與本債券相關之代理機構

名稱與地址(如有): 

詳見上述 A部分 31段 

9 連結標的發行後續資訊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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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交割程序 

為買賣本債券，除投資人已於 Euroclear 或 Clearstream等結算機構開立帳戶，並擬透過

該等開立於 Euroclear 或 Clearstream之帳戶交割本債券外，投資人須於本地證券商處開

設保管劃撥帳戶，並於本地銀行開設外幣存款帳戶，並透過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下

稱「TDCC」）於 Euroclear 所開設之帳戶辦理本債券之交割。 

本債券於初級市場之認購將直接透過 Euroclear 或 Clearstream等結算機構或透過 TDCC

於 Euroclear 所開設之帳戶辦理交割。TDCC 會立即並本債券之相關部位分配至各個初

級市場投資人指定之保管劃撥帳戶中。基於時差因素，本債券分配至 TDCC 帳戶之日

期預計為發行日後之第二個中華民國營業日。本債券之買賣及交割將視同本國債券，

依 TDCC及櫃買中心之相關法令及處理程序辦理。 

對於已於 Euroclear 或 Clearstream開設帳戶之投資人，可經由該帳戶辦理本債券之交割

（毋需向 TDCC 申請將本債券撥入 TDCC 帳戶），或得填具相關制式申請書，向

TDCC 申請將其存於自身 Euroclear 或 Clearstream 帳戶中之本債券撥入 TDCC 於

Euroclear 所開設之帳戶，或將其存於 TDCC 於 Euroclear 所開設帳戶中之本債券撥入該

投資人於 Euroclear 或 Clearstream 所開設之帳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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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DCC 進行系統連線之付款服務銀行辦理，存入

持有人之外幣存款帳戶。該等付款於扣除相關手續費用後，預計將撥付至投資人之外

幣存款帳戶。然而，投資人實際收受匯撥款之時間，將視其開設外幣存款帳戶之本地

銀行之一般作業時間而定。對於在任何付款服務銀行均未開設外幣存款戶之投資人，

其將須負擔匯出外匯款項之手續費。對於已於 Euroclear 或 Clearstream開設帳戶之投資

人，則可經由該 Euroclear或 Clearstream帳戶直接收受款項。 

投資人每年應支付 TDCC 及 Euroclear 外幣債券帳簿保管費，年費率分別為 0.009%及

0.01%（約當多數本地銀行之平均信託保管費）。就 TDCC 之部分，若投資金額為美金

10,000 元，則每年平均約新台幣 59 元，此費用應由託管該等證券之證券商自投資人之

新台幣交割帳戶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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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1. 受託契約 

就本公司債而言，「英國法令債券條款及條件」之前言，應被視為增加以下段落： 

「本條款內之聲明包含發行機構與本債券持有人之受託機構之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受託機構」，且應包含其繼承單位）於 2018 年 9 月 18 日簽署之受託契

約（下稱「受託契約」）內詳細條款及定義之摘要並受其拘束。本債券係由受託契約

所形成。本債券持有人及息票持有人得於本債券發行之日在通常營業時間內於目前之

受託機構之主要營運處所-台灣臺北市南京東路三段 36 號 3、4 樓（就受託契約而言）

及各付款代理機構之指定地址（就代理契約而言）處檢視受託契約及由發行機構及初

始付款代理機構於 2018年 4月 24日簽署之代理契約與其 2018年 9月 18日之增補契約

（下稱「代理契約」）之副本。本債券持有人及息票持有人有權享有受託契約及代理

契約內所有其應適用之條文之利益，並受該等條文拘束，且應被認為已知悉該等條

文。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任何本債券及息票之持有人，於任何目的下均將被受託機構

視為本債券及息票之絕對所有人（不論本債券或息票是否到期，亦不論是否有關於本

債券或息票所有權之通知，或本債券或息票上是否記載或先前是否有本債券或息票遺

失或被竊之通知），且無須取得有關所有權或該持有人身分證明之任何證據。 

發行機構發行時不得自本債券分離債息，且本債券發行後債息亦不得自本債券分離。

故所有未與本債券併同提示而請求支付之債息均為無效且不得予以付款。 

2. 違約情事 

「英國法令債券條款及條件」第 10 條（違約情事）應被視為刪除並由以下條款完全取

代： 

"10 違約情事 

若發生下列任一事件（下稱「違約情事」），依受託契約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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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本債券將因此而立即到期）且應以贖回金

額連同受託契約所載之應計付之利息受償；如受託機構經持有本債券至少五分之一已

發行之本金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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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受託機構應受補償及／或被擔保及／或先獲墊款至其滿意的程度為限），（惟若發生

任何下列 (b)，(c)，(d)所示之情形（除發行機構發生法定清算(liquidation judiciaire)或

轉移發行機構之全部事業(cessation totale de l’entreprise)及下列(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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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本債券將因此而立即到期）

且應以贖回金額連同受託契約所載之應計付之利息受償： 

(a) 發行機構對於本債券之任何本金或利息(包括依本條款第 8 條須支付之任何

額外金額之支付(如適用時))於到期及應付而未能支付，且該違約未能於發生

後 15日內補正者；或 

(b) 發行機構就本債券下之任何其他義務未依約履行，而該違約未能於發行機構

收受要求其補正之通知後 60日內補正者；或 

(c) 如發行機構之任何其他借款債務因相關的任何違約事件而導致到期且應提前

清償者，或發行機構未能於該等到期日(包括任何適用寬限延展期)為任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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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支付，或為任何該等其他支付所提供之擔保變為強制執行者；但本款於下

列情況不適用之：(i)前述應支付或清償之總金額相當於或低於 50,000,000 歐

元(或其他幣別之相當金額)者；(ii)該等違約係因發行機構無法掌控之技術或

結算系統問題所導致，且該等違約已於七日內補正者；或(iii)發行機構已依

誠信原則就該等到期應付之債務或該等擔保成為可強制執行者提出異議，且

該等異議已向管轄法院提出者，於法院尚未對該等異議作成最終裁決前，該

等未進行支付或該等擔保已成為可強制執行的情形應不構成本款規定之違約

事件；或 

(d) 發行機構聲請指派或被指派為一法國破產法下之特別代理人(mandataire ad 

hoc)，或與其債權人進行和解程序，或法院對其作出清算或移轉其全部業務

之判決，或為其債權人之利益進行任何轉讓或與其債權人簽署任何轉讓合

約，或其受任何破產程序之拘束者；或 

(e) 發行機構直接或間接對其全部或主要部份的事業或資產進行出售、轉讓、出

借或以其他方式處分，或發行機構已進行(或開始)任何非自願性或自願性之

清算或解散程序者；但若發行機構將其全部或主要部分之資產處分予一設立

於歐盟地區之法人，且該法人依法律規定或依明示約定同時承受發行機構全

部或主要部分之負債(包括本債券)者，則不在此限。" 

3. 執行 

「英國法令債券條款及條件」應被視為在第 16 條（準據法及管轄法院）後新增第 17

條（執行），其條文如下： 

“17 執行 

(a) 受託機構所為之執行 

受託機構為執行受託契約、本債券及息票或其他文件下之條文，隨時依其自

行判斷且無須為任何通知，即對發行機構採取其認為適當之程序及/或其他

步驟或行動（包括於任一程序中提出上訴），但除(a)經本債券持有人之特

別決議要求或經尚未清償本債券本金金額至少五分之一以上持有人之書面要

求；且(b)受託機構已收受其滿意之補償及/或保全及/或預先墊款之情況外，

受託機構無義務採取該等程序或其他步驟或行動。 

(b) 受託機構行動限制 

若受託機構依據相關法域之法律顧問建議，認為於該法域採取特定行動將違

背該法域之任何法律，則受託機構得免於在該法域採取該等行動。此外，若

採取特定行動將導致受託機構應對該法域之任何人負責、或受託機構依據相

關法律顧問建議，認為依該法域之任何應適用之法律，其係無權於該法域為

相關行為；或該法域之任何法院或其他主管機關認為受託機構無該等權利，

則受託機構均得免於採取該等行動。 

(c) 本債券持有人所為之執行 

除有受託機構應採取任何該等行動、步驟或程序但未能於合理期間內為之且

此狀況仍持續存續的情形外，本債券持有人及息票持有人將無權(i)對發行機

構採取任何步驟或行動以對於受託契約、本債券或息票下任一條款之履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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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或 (ii)對發行機構採取任何其他程序（包括於任一程序中提出上

訴）。」 

4. 本債券持有人會議及修改 

「英國法令債券條款及條件」第 11 條（本債券持有人會議及修改）應被視為刪除並由

以下條文完全取代： 

受託契約明訂本債券持有人可為了商討任何對其利益造成影響之事件而召開本債券持

有人會議，包括藉由通過特別決議（下稱「特別決議」）對本債券、收據、息票或受

託契約內之特定條款進行修改。該會議可由持有當時本債券尚未清償之本公司債之本

金金額不少於 10%之本債券持有人召開。召開任何商討特別決議之會議的法定最低出

席人數為出席人士中至少二人係持有或代表本債券當時尚未清償之之本金金額之絕對

多數；而在任何延期會議中，則為至少二人係本債券持有人或代表本債券持有人（且

不論其所持有或代表之本債券本金金額為何）。除非該會議與以下提議相關：(i) 為修

改本債券到期日或贖回日、本債券任一期付款日或任一付息日期或利息金額； (ii)為減

少或取消本債券之本金金額、或分期支付款項金額、或贖回時應付溢價； (iii)為減少關

於本債券之利率、或變動關於本債券之利率或利息金額之計算方式或計算基礎、或計

算任何利息金額之基礎；(iv) 若有明訂最低及／或最高利率、分期支付款項金額或贖回

金額，為減少該最低及／或最高值；(v)為變動贖回金額（包含計算面額攤銷的方式）

之任何計算方式或基礎；(vi)為變動本債券用以支付或面額之幣別；(vii)為採取任何上

述要求之行為，須經特別決議通過，且將使用特別法定最低出席數之條款（如受託契

約之進一步所載）；或(viii)為修改關於召開任何本債券持有人會議之法定最低出席人

數、或通過項特別決議之多數決門檻之條款之情形時，則該會議之法定最低出席人數

為出席人士中至少二人係持有或代表本債券面額佔當時尚未清償之本債券本金金額之

至少 75%，或在任何延期會議中，則為至少二人係持有或代表本債券面額佔當時尚未

清償之本債券本金金額之至少 25%。任何有效通過之特別決議均對本債券持有人及所

有息票持有人（無論其是否出席任何會議、亦不論其是否於該議案進行表決）有拘束

力。 

受託機構得在未經本債券持有人、收據持有人或息票持有人的同意下，同意基於以下

目的而對本債券、息票、代理契約或受託契約所為之任何修改（i）為補正或更正本債

券、息票、代理契約或受託契約之任何語意不清或不完全或不一致之條款，惟以依據

財務代理機構、受託機構及發行機構之意見，其不會對於本債券持有人、收據持有人

及/或息票持有人之利益造成實質不利影響者為限，或（ii）為修正任何明顯的錯誤，

或（iii）為遵守法國法律之強制規定。任何該等修改均對本債券持有人、收據持有人

及息票持有人產生拘束力，且該等修改應依債券條件第 14 條之規定，以實際可行之最

快速度於修改後通知本債券持有人。 

就受託機構行使其信託、權力、權限或裁量（包括但不限於任何修正、豁免、授權或

決定）時，受託機構應考量本債券持有人整體之一般性利益，而不應考量本債券持有

人或息票持有人（不論其人數）於特定情況下所產生之個別利益，尤其但不限於，不

應考量該等行使之結果對個別本債券持有人或息票持有人（不論其人數）因其住所或

居所、作其他關連原因、或受特定國家或任何特定領域或其任何政治分支機構之管轄

而可能造成之影響，且受託機構無權要求、且本債券持有人或息票持有人亦無權請求

發行人、受託機構或任何人就個別本債券持有人或息票持有人因該等行使所生之稅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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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為補償或付款，除非係已列明於債券條件第 8 條（稅捐）之情形及/或依受託契約

給予之債券條件第 8條（稅捐）以外或是替代債券條件第 8條（稅捐）之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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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購與銷售 

發行機構同意將本債券出售予承銷商，且個別承銷商同意其個別而非共同依其承諾承

銷之金額，以包銷方式全額認購本債券。 

承銷商擬以本公開說明書封面所載發行價格募集本債券。承銷商得依自身需求而保留

其所承銷之本債券於自身帳戶中。 

發行機構業已同意，針對所發行本債券之募集和銷售相關特定責任，給予承銷商補

償。向發行機構支付本債券相關款項前，承銷商有權於特定情況下，依據「發行計畫

協議」終止任何認購本債券之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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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承銷商評估意見 

主辦承銷商所出具之評估總結意見請參閱附件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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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法律意見書 

律師法律意見請參閱附件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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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評機構之評等證明文件 

惠譽針對發行機構信用所出具之評等證明文件，請參閱附件 D。  

下表列示發行機構於本公開說明書發佈日之無擔保長期債信評等。信用評等並非買

入、賣出或持有本債券的推薦意見。任何或所有此等信用評等，可由信評機構於任何

時間修訂或撤回。個別評等應與其他評等分開獨立評估： 

信評機構 長期債務 

惠譽國際信用評等公司  A (正向)  

發行機構僅就重製前述信用評等信函與內容之正確性負責，但不針對該等信用評等文

件內資訊承擔進一步或其他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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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已發行未償還債券之發行情況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依據 2017 年 NATIXIS 註冊文件，發行機構之已發行未償

還之債務證券餘額資訊如下：  

 

(單位：百萬歐元) 12/31/2017 12/31/2016 

貨幣市場工具 29,510 44,420 

債券 1,265 2,700 

其他債務證券 1,776 1,770 

累計利息 22 31 

總計 32,574 48,921 



 

 
   

 

受託契約 

發行機構（擔任發行機構）與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受託機構（下稱「受

託機構」，包含任何繼任受託機構））擬就本債券簽訂受託契約。發行機構依受託契

約委任受託機構擔任本債券受託機構，辦理包括代理債券持有人行使權利在內之各項

事宜。 

本公開說明書所使用之文字與詞彙，應與受託契約所定義者相同。 

受託契約原文為英文，本文所附中文版僅為中文譯文。受限於語言之不同，譯文並無

法依原文之原本詞句順序逐字翻譯；此外因兩種語言的用詞並不盡相同，翻譯期間未
必均能完全精準反映原文的語境。  

受託契約係以英國法律為準據法，並從其解釋。 

 



 

 
   

 

【中譯文】 

 

受託契約書  

 

2018年9月18日 

 

法商法國外貿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及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美金 80,000,000元 3.55% 2023 年到期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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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定義 

2. 本債券之償還承諾及支付利息 

3. 債券與債息之形式與發行 

4 費用、稅負及稅款 

5. 承諾遵守 

6. 執行 

7. 法律程序、訴訟及補償 

8. 款項之分配 

9. 付款通知 

10. 發行機構之承諾 

11. 受託機構之報酬及賠償 

12. 受託機構法之增補 

13. 受託機構之責任 

14. 受託機構與發行機構簽訂合約 

15. 棄權、授權、認定及修改 

16. 債券持有人及債息持有人 

17. 貨幣補償 

18. 新受託機構及額外受託機構 

19. 受託機構卸任及免職 

20. 受託機構之權力為額外 

21. 通知 

22. 準據法 

23. 提交至司法管轄權 

24. 契約份數 

25. 1999年契約法(第三人權利)法 

 

附件 

1. 債券持有人會議規則 

2. 有權簽署人聲明書之格式 

 

簽名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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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受託契約書係於 2018年 9月 18日由： 

(1) 法商法國外貿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根據法國法律設立之公司，公司登記地址

為 30, avenue Pierre Mendès France, 75013 Paris, France ，Registre du Commerce et 

des Sociétés de Paris 註冊編號為 B 542 044 524，下稱「發行機構」)；及 

(2)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根據中華民國法律設立之公司，公司登記地址

為台灣臺北市南京東路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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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行機構已獲櫃檯買賣中心(如下定義)及台灣中央銀行核准以總括申報制，依發
行機構之 20,000,000,000 歐元債務工具發行計劃，授權總額度不超過歐元

1,000,000,000元(或以等值之其他幣別計價)之一次或多次債券發行。 

(B) 發行機構董事會於 2017 年 12 月 21 日決議發行機構將發行美金 80,000,000 元 

3.55% 2023年到期之債券，構成本受託契約書下之債券。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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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無附加在債券上者，將視為無效且不應獲得付

款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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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契約係指修改及重述於 2018 年 4月 24 日所訂定之代理契約 (下稱原代

理契約) ，並以 2018 年 9 月 18 日之補充代理契約(下稱補充代理契約) 所補

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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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提名人、保管人或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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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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受託契約之目的任命

或同意之會計師或財務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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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4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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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earstream係指 Clearstream Banking S.A.； 

基本公開說明書條件係指基本公開說明書中“英國法令債券條款及條件”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English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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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債券、收據、債息及息票之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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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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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約事件係指任何基本公開說明書條件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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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決議依附件 1第 1段之意義； 

最終條款係指於 2018 年 9月 18日有關本債券發行之最終條款； 

總額債券係指暫時總額債券及/或永久總額債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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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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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期日係指 2023年 9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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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earstream 共同存託機構或該債券係以正式形式存於

Euroclear 或 Clearstream 之帳戶，各 Euroclear 或 Clearstream 記錄顯示之人

(在 Clearstream 為 Euroclear 帳戶持有人之情形時，不包括 Clearstream；在

Euroclear 為 Clearstream帳戶持有人之情形時，不包括 Euroclear)作為持有債

券特定本金金額之人，將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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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0,000元 3.55%於 2023

年到期之不記名債券，或當時流通在外之本金，或依上下文意而指特定金

額，並且包括已根據條件 12(債券、收據、債息及息票之更換)發行之替代債

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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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如

適用)(在適當情形下通知已依基本公開說明書條件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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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贖回，購買及選擇)之規定已買回及取消之債

券； 

(d) 依基本公開說明書條件 9(時效)之規定已變為無效之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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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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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債
券、收據、債息及息票之更換)發行替換之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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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稱已遺失、被盜或損壞且已依基本公開說明書條件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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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項、基本公開說明書條件 17 (執行)及基本公

開說明書條件 11(債券持有人之會議及修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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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久總額債券係指根據承銷契約第 2 條，且符合或大致符合原代理契約之附

約一的形式所發行關於本債券之永久總額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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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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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承銷契約指在發行機構及承銷商間就本債券之發行及認購於 2018 年 9月 18

日簽署之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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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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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k)項之規定按照基本公開說明書條件 14(通知)通知本債券持有人； 

暫時總額債券係指根據承銷契約第 2 條，且符合或大致符合原代理契約之附

件一的形式所發行關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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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稅收)應支付之額

外金額。 

(b) 受託契約中所有提及美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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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證之債務應視為分別包括賠償或已給

予之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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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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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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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earstream應被視為包括其他受託機構

認可之結算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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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視為包括以電子郵件方式給予之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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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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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條件以立即可用之資金美金

80,000,000 元支付或促使向受託機構支付或依受託機構之指示支付(i)本債券

到期應付之本金及(ii)本債券本金應計之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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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代

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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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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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通知)之方式通知
債券持有人，其所認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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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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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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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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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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項分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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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有關本債券之部份應停止效力。 

追加發行 

2.4 在中華民國適用法規允許之範圍內，且得到中華民國相關主管機關（包括但

不限於櫃檯買賣中心及盧森堡證券交易所）所有必要之法規核准及債券掛牌

登錄的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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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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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任何根據上述第 2.4(a)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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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a)款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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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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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項同條款就該等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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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與債息之形式與發行 

3.1 本債券最初應為暫時總額債券形式，由發行機構發行予於 Euroclear 與

Clearstream成立之共同銀行存託機構，該存託機構應受託為有權以正式形式

持有(正式債券)本債券之人士或當時於 Euroclear 與 Clearstream 所記錄之前

述人士之繼承人所持有。 

3.2 暫時總額債券應以符合或大致符合原代理契約中附件 1 所載格式印刷或列印

且可能為傳真形式。暫時總額債券之發行總額為美金 80,000,000 元，且應由
業經發行機構授權為發行機構為行為之人手寫簽署或傳真，並由主要付款代

理機構或代表主要付款代理機構認證。已簽署並獲認證之暫時總額債券係發

行機構之具約束力及法律效力的義務，其所有權就該債券之交付而移轉。 

3.3 發行機構得依下列條文就轉換暫時總額債券目的發行永久總額債券。永久總

額債券應以符合或大致符合原代理契約中附件 1 所載格式印刷或列印且可能
為傳真形式。永久總額債券之發行總額應以美金 80,000,000 元為限，且應由

業經發行機授權為發行機構為行為之人手寫簽署或傳真，並由主要付款代理

機構或代表主要付款代理機構認證。已簽署並獲認證之永久總額債券係發行

機構之具約束力及法律效力的義務，其所有權就該債券之交付而移轉。 

3.4 發行機構得依下列條文就轉換暫時總額債券與/或永久總額債券目的發行正

式債券(隨附其未到期債息)。 

3.5 正式債券及債息應為不記名形式，並應以分別符合或大致符合原代理契約中

附件 1所載格式印刷或列印。正式債券應依面額美金 1,000元逐個發行(並依

序編號)，並依本債券之條件簽核。該正式債券與其債息之所有權就其交付

而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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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正式債券及債息應由一位發行機構之公司董事代表發行機構簽署並由主要付
款代理機構或代表主要付款代理機構認證。 

3.7 已簽署並獲認證之正式債券與其簽署並獲認證之相關債息係為發行機構之具

約束力及法律效力的義務。 

4. 費用、稅負及稅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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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負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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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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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執行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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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約定下之義務。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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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足以證明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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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法律程序、訴訟及補償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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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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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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違約)給予任何通知、或採取本受託契約第 6.1 項之任何法律程序、及/

或其他步驟或行為) 。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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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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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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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信託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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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條到期未付之本債券

所有款項； 

(b) 第二，保留給受託機構認為依本受託契約第 11 條規定到期應支付給受託機

構或受任人之金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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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同順位並等比例，併同依本受託契約第 11.8 條所規定應支付之利

息，支付予依本受託契約第 11.7條規定之受補償之一方； 

(d) 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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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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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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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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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付款通知 

受託機構應依基本公開說明書條件 14(通知)之規定通知債券持有人依本受託契約

第 8條預定付款之日，該等款項應以基本公開說明書條件 7(付款及息票)之方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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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因此支付之任何款項應可解除受託機構之責任。 

10. 發行機構之承諾 

在本債券在外流通期間(或如屬(f)，(h)，(k)，(l)及(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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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c)項要求發行

機構之所有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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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行機構應促使稽核會計師準備並稽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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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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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聲明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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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書中之原因對任何人承擔任何責

任；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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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發行機構應隨時依據條件維持付款代理機構； 

(i) 若主要付款代理機構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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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機構應促使主要付款代理機構通知受託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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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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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通知)通知或促使他人通知相關債券持有人該支付已完成；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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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機構應根據基本公開說明書條件 14(通知)通知債券持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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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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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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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通知)須向債券持有人發送之各通知之最終形式；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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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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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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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p) 於根據基本公開說明書條件 14(通知)送出本債券贖回通知前至少 5 個臺北營

業日通知受託機構其擬將本債券贖回。 

11. 受託機構之報酬及賠償 

11.1 發行機構應支付受託機構美金 10,000 元，作爲其提供本受託契約下有關本

債券服務之報酬。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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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額外報酬金額及付款日期應依據當事人隨時之書面同意定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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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特殊性質、或超出本受託契約受託機構之正

常責任範圍之責任時，發行機構應支付受託機構雙方同意之額外酬金(除依

據條件 11 所為之修正的情形以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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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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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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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項適用的情形下)報酬金額；或 

(b) (在上述第 11.2 項適用的情形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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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在不損害法律給予受託機構之補償權利之情形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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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任人之詐欺、重大過失或故意違

約所致。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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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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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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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若上述第 11.5 項或第 11.6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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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所有根據第 11.5 項及第 11.6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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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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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發行機構茲此向受託機構承諾其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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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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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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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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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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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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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賣人或其他由發行機構、受託機構或其他機構所取得之其他

專家之建議或意見 (不論是否以受託機構為收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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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由發行機構有權簽署人就任何交易或事件之事

實或事宜或適當性所簽署之聲明書作為充分之證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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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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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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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託機構得認證任何載於基本公開說明書條件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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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任何該等認證應對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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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考量各別債券持有人或債息持有人(無論其人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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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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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包括

代墊款項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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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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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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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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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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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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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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檯買賣中心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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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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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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受託機構之責任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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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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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論該等事件是否可預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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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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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或控股公

司、子公司或關係企業，均無須因其職務負擔忠實義務而不得從事下列各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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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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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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棄權、授權、認定及修改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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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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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通知)通知債券持

有人。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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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前提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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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通知)通知債
券持有人。 

15.3 違約 

發行機構違反或未能遵守上述本受託契約第 15.1 項及第 15.2 項之條款及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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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債券持有人及債息持有人 

16.1 正式債券持有人將被假定為債息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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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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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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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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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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有權視持有人為絕對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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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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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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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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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新受託機構及額外受託機構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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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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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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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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單獨及共同受託機構 

儘管有上述本受託契約第 18.1 項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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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避免任何潛在利

益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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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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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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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債券持有人特別決議免職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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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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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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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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通知  

任何依本受託契約應予發行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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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行機構：法商法國外貿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30, avenue Pierre Mendès-France 75013 Paris France  

 

受託機構：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灣臺北市南京東路三段 36號 3樓及 4樓, 信託部 

傳真：(+886)-2- 2506-0575 

電話：(+886)-2- 2517-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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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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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提交至司法管轄權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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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發行機構不可撤回地及無條件地委任法商法國外貿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倫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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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目前位於倫敦 Atrium Building, Cannon Bridge, 25 Dowgate Hill, EC4R 

2G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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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指派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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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於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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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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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契約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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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1999年契約(第三人權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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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體投票指示係指付款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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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代理機構或(以該等付款代理機構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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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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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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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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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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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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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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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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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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該目的將不被視為債券持有人。 

發出投票憑證、集體投票指示及委託書之程序 

3. (a) 不在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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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算系統內之總額債券及正式債券 – 投票憑證 

就以正式形式或總額債券形式存於任何任何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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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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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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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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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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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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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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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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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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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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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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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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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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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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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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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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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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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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於決議後 14 日內依基本公開說明書條件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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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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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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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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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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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決定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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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反映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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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通知)通知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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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有權簽署人之聲明書格式 

[發行機構之表頭] 

 

此致: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臺北市南京東路三段 36號 3F及 4F信託部 

 收件人：[-] 

2018年[-] 

敬啟者 

美金 80,000,000元 3.55% 2023年到期之債券 

本聲明書為依據法商法國外貿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發行機構」)與永豐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受託機構」)於 2018 年 9月 18日所簽署之受託契約下第 10(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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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事件 ] 以外]2，並無違約事件或潛在違約事件存在，且自 [日

期]3[前次依受託契約第 10(f)條出具聲明書之日期(如受託契約所定義)]4 起，[除

[事件]以外]5，亦無違約事件或潛在違約事件存在；及   

(b) 自[日期]3(含)[(前次依受託契約第 10(f)條出具聲明書之日期(如受託契約所定

義)]4 起至[日期 ]1(含)，[除[ ]之外]6，發行機構已完全遵守其在受託契約下之義

務。 

 

法商法國外貿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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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權簽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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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契約 

發行機構以法國巴黎銀行證券服務公司盧森堡分公司 (BNP Paribas Securities Services, 

Luxembourg Branch) 為交換代理人與財務代理人，雙方業已於 2018年 4月 24日簽署增

修並重述之代理契約，並經 2018 年 9 月 18 日增補合約予以增補(合稱「代理契約」，

包括任何本債券發行日之前的不定期更新或補充)。 

依代理契約之規定，發行機構委任根據本計畫發行之本債券的付款代理機構，以辦理
包括支付債券到期款項以及代表發行機構通知債券持有人等各項事宜。 

為承購本債券，除非投資人已設有 Euroclear Bank S.A./N.V.(下稱「Euroclear」)或

Clearstream Banking Luxembourg SA(下稱「Clearstream」)帳戶，且打算透過該等帳戶

與 Euroclear 或 Clearstream 結算本債券，否則須由投資人持有中華民國本地證券商的證

券劃撥帳戶，以及中華民國本地銀行的外幣存款帳戶，且透過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
份有限公司 (下稱「集保結算所」) 的帳戶與 Euroclear或 Clearstream結算本債券。請參

閱本公開說明書「一般資訊 ─ 交割程序」乙節說明。此外，透過集保結算所辦理本債

券之還本付息相關事項，《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辦理外幣計價債券帳簿

劃撥作業配合事項》第 6 章（包含其後續所為之修訂）業已載明集保結算所處理事項

的相關程序。據此，本債券於台灣地區業已委由集保結算所為付款代理機構，處理本

債券付款相關事宜，因此發行機構無需就此另與集保結算所簽訂代理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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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限制 

發行機構係依法國法律合法設立且有效存續之股份有限公司 (société anonyme)。本債券

將於櫃買中心及盧森堡證券交易所（Euro MTF市場）掛牌交易。 

依法國法律規定，居住或住所地位於法國境外者買賣本債券並無任何交易限制。 

本債券之買賣將依櫃買中心和集保結算所相關規定辦理。 

美國 

規範 S 

本債券未曾，且亦不會依《1933 年美國證券法》暨其增修內容 (下稱「美國證券

法」)，或依美國任一州或政治分區的證券法，辦理註冊。此外概無且不會有任何人士

依據美國 1936 年《商品交易法》暨其增修內容 (下稱「CEA」)，以及商品期貨交易管

理委員會 (下稱「CFTC」) 之規則 (下稱「CFTC規則」)，登記為任何發行機構的期貨
基金經理人，且發行機構亦未曾也不會依 1940 年美國《投資公司法》暨其增修內容，

或是依任何其他美國聯邦法規辦理註冊。本債券根據規範 S 得免除美國證券法的登記

規定，並據以募集和銷售。 

因此，除非於「境外交易」(如規範 S 中所定義)中，本債券概不得為許可受讓人或其利

益，出售、抵押或以其他方式轉讓予許可受讓人。 

下列定義應適用於此轉讓限制： 

許可受讓人係指非下列人士之任何人： 

(a) 規範 S規則 902(k)(1)中定義之美國人；或 

(b) 基於 CEA 或任何 CFTC 規則，或根據 CEA 所擬議或頒布之任何規則、指引或命

令而言，屬於美國人定義範圍內的人士 (為免疑義，任何不屬於 CFTC 規則第

4.7(a)(1)(iv)條所定義之「非美國人」者，惟基於該條第(D)款之目的，不包含非屬

「非美國人」之合乎資格人士的例外情況)。 

禁止於美國境內，或對任何非屬許可受讓人之人士，轉讓本債券。將本債券移轉予非

許可受讓人(下稱「非許可受讓人」)的任何行為均將自始失效，且不具任何法律效力。

據此，此等交易中任何宣稱對於本債券有合法或受益所有權等相關權益的受讓人，對

該等債券權益將不具有任何合法或受益所有人的權利。任何時候，若發行機構得知本

債券之任何合法或受益所有權相關權益係由非許可受讓人所持有，則發行機構有權要

求該等非許可受讓人將該等權益出售予 (i) 發行機構的關係企業 (在適用法律許可範圍

內)，或 (ii) 非屬非許可受讓人的其他人士。 

前述不得對非許可受讓人發行、出售、抵押或以其他方式轉讓本債券之限制，可能負

面衝擊本債券投資人於次級市場(如有)處分本債券的能力，並大幅降低本債券的流動

性。其結果可能造成本債券的價值因此嚴重受損。 

依規範 S規則 902(k)(1)之定義，「美國人」係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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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任何美國自然人居民； 

(b) 依美國法律設立之任何合夥或公司； 

(c) 執行人或管理人為美國人之任何遺產； 

(d) 受託人為美國人之任何信託； 

(e) 外國實體設於美國境內之任何代理或分支機構； 

(f) 任何由交易商或其他受託人為美國人之利益持有之非全權委託帳戶或類似帳戶 

(遺產及信託除外)； 

(g) 任何由依美國法組織或成立，或 (如為個人) 居住在美國境內之經紀商或其他受託

人持有之任何全權委託帳戶或類似帳戶 (遺產及信託除外)；以及 

(h) 符合下列條件之合夥或公司： 

(i) 依其他國家法律組織或成立；且 

(ii) 由美國人所成立，主要目的係投資於未依美國證券法註冊之有價證券，惟若係由

非自然人、遺產或信託之合格投資人 (依§230.501(a) 所定義) 所設立且持有者，不

在此限。 

依 CFTC規則 4.7之定義，「非美國人」係指： 

(a) 非美國居民之自然人； 

(b) 除以被動型投資為主要目的而設立之實體外，根據外國法律設立且以外國司法轄
區為其主要營運地之合夥、法人或其他實體； 

(c) 所得 (不論其來源) 非屬美國所得稅法管轄之遺產或信託； 

(d) 以被動型投資為主要目的而設立之實體，例如集合基金、投資公司或其他類似實

體；惟該實體內由不符合「非美國人」資格或合於資格人士所持有的參與單位，

占該實體受益權益合計少於 10%，且該實體並非以促進不符合「非美國人」資格

之人士對於集合基金之投資為其設立目的，其營運者因為「非美國人」而無需遵

守商品期貨交易管理委員 (CFTC) 會規定第 4 部分之要求；以及 

(e) 於美國以外地區設立且主要營運地點不在美國之實體的員工、主管或主要人員的

退休金計畫。 

根據 CFTC就遵循特定交換規則所頒布之解釋指引與政策聲明 78 Fed. Reg. 45292, 316 

(2013年 7月 26日) 所定義，「美國人」應包括但不限於： 

(a) 任何美國自然人居民； 

(b) 已故美國居民的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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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任何法人、合夥、有限責任公司、事業或其他信託、社團、股份公司、基金，或
類似於前述各項之任何形式企業 (不含下文(d)或(e)所描述之實體) (下稱「法律實

體」)，各皆根據美國一州或其他司法轄區法律所組織或成立，或其主要營業地點

位於美國境內者； 

(d) (c)項所述法律實體之員工、主管或主要人員的退休金計畫，除非該退休金計畫主

要是為了該等實體之外國員工； 

(e) 任何受美國一州或其他司法管轄區法律所規範之信託，惟美國法院須能對該等信

託之行政管理行使主要監督權； 

(f) 第(c)項未論及的任何商品集合基金、集合帳戶、投資基金，或其他集體投資工

具，且係由(a)、(b)、(c)、(d)或(e)項中所述之一或多人所多數擁有，惟若任何商

品集合基金、集合帳戶、投資基金，或其他集體投資工具僅對非美國人，而不對
美國人公開發行者，則不在此限； 

(g) 由 (a)、(b)、(c)、(d)或(e)項所述之一或多人具備多數直接或間接持股的任何實體 

(有限責任公司、有限責任合夥企業或實體擁有人僅承擔有限責任之類似實體除

外)，且該等持有人對於該法律實體的義務和負債承擔無限責任；以及 

(h) 以 (a)、(b)、(c)、(d)或(e)項所述之人士為受益所有權人 (或聯名帳戶的其中一位

受益所有權人) 的任何個人帳戶或聯名帳戶 (不論是否全權委託)。 

本債券準認購人一旦接受本公開說明書及本債券之交付，或本債券各受讓人一旦接受

本債券之移轉，視同業已聲明並同意下列各項： 

(a) 本債券未曾亦不會依據美國證券法 辦理註冊，並同意除於「境外交易」(如規範 S

中所定義) 中，針對或代表許可受讓人所進行者外，概不於本債券發行期間內要

約、出售、抵押或以其他方式轉讓本債券； 

(b) 其瞭解並確認，不曾亦不會有任何人依 CEA 及 CEA 規則登記為任何發行機構的

期貨基金經理人； 

(c) (i) 其為許可受讓人，且 (ii) 若其係為他人或代表他人之利益行事，該等他人亦為

許可受讓人； 

(d) 其瞭解並同意，發行機構有權強制要求任何本債券權益之合法或受益所有權人，

定期證實該等合法或受益所有權人確為許可受讓人； 

(e) 其瞭解並確認，倘違反本債券所適用之轉讓限制規定，則發行機構有權拒絕履行

本債券權益之移轉； 

(f) 其瞭解並確認，任何時候，若發行機構得知本債券之任何合法或受益所有權相關

權益係由非許可受讓人所持有，則發行機構有權要求該等非許可受讓人將該等權

益出售予 (i) 發行機構的關係企業 (在適用法律許可範圍內)，或 (ii) 非屬非許可受
讓人的其他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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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同意將本文所載之各項限制規定告知任何本債券權益受讓人； 

(h) 瞭解本債券將附有本文所載限制之提示說明；以及 

(i) 瞭解任何違反本債券適用之轉讓限制的轉讓行為將自始無效，此外概不辦理任何

對於非許可受讓人的轉讓作業。 

本債券概未經由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SEC) 或任何其他美國監管機構核准或駁回，且

不論是 SEC 或是任何其他美國監管機構，均未曾就本文件的正確性或適足性，或是針
對本債券的價值發表過任何意見。任何相反之陳述將觸犯美國刑法。此外，本債券並

不構成 CEA 規範下之用於未來交付(或選擇權)的商品銷售契約，亦未基於此等目的而

銷售，且不論本債券交易亦或本文件皆未曾經 CFTC 根據 CEA予以核准，又除許可受

讓人外，任何人任何時候均不得買賣本債券或維持相關部位。 

禁止向歐洲經濟區一般投資人銷售 

個別承銷商業已聲明並同意，其不曾亦不會向任何歐洲經濟區內一般投資人逕行要

約、出售或以其他方式提供本公開說明書擬發行並經相關的最終條款完成之任何本債

券。於本條款內： 

(a) 一般投資人一詞意指屬於下列一或多項之人士： 

(i) 第 2014/65/EU 號指令第 4(1)條第(11)款(含增修內容，下稱「MiFID II」)所

定義之零售客戶或散戶；或 

(ii) 第 2002/92/EC 號指令(含增修內容，下稱「保險調解指令」) 所定義之客

戶，而該客戶並不符合 MiFID II第 4(1) 條第 (10) 款定義之專業客戶；或 

(iii) 非屬第 2003/71/EC 號指令 (含增修內容，下稱「公開說明書指令」) 所定義

的合格投資人；以及 

(b) 要約一詞包括以任何形式及任何方式，充分提供與發行及待發行本債券之條款相
關之資訊，俾使投資人決定承購或認購本債券。 

於本條款內，於任何相關成員國就本債券進行「公開募集」，意指以任何形式及任何

方式，充分提供與發行及待發行本債券之條款相關之資訊，俾使投資人決定承購或認

購本債券，情況得因各成員國於其國內為落實公開說明書指令所採取之任何措施而

異。 

法國 

個別承銷商及發行機構均聲明並同意： 

其不曾亦將不會向法國公眾直接或間接要約或出售本債券，且未曾亦將不會向法國公

眾發送或使他人發送本公開說明書、本債券最終條款或任何其他相關發行文件，且此

等要約、銷售及發送之對象僅限於下列法國人士 (a) 為第三方提供投資組合管理之投資

服務提供者，和/或 (b) 個人以外的合格投資人 (investisseurs qualifiés)，且均依據法國

《金融貨幣法》第 L.411-1、L.411-2 和 D.411-1 條以及其他適用法規的定義及規定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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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一般規定 

發行機構與承銷商得於相關法令、規章或指令有所變更時，另行協議修改各項銷售限

制。任何此等修改將載於本公開說明書增補文件。 

除中華民國地區外，並未於任何其他司法轄區，就公開募集本債券，或是持有或發送

本公開說明書或任何其他相關發行文件之目的，而採取任何必要之申請核准行動。 

個別承銷商業已同意，應盡其所知，於其承購、要約、銷售或交付本債券，或是持有

或發送本公開說明書或任何其他相關發行文件時，遵守各司法管轄區所有相關法令、

規章或指令，而發行機構或任何其他承銷商概不就此負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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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稅負擔 

中華民國之租稅負擔 

以下為本債券持有人之相關中華民國租稅負擔之摘要，係根據現行中華民國法規所撰
寫。此摘要並非完整內容，亦不構成法律或稅務意見。投資人(尤其是適用特殊稅負規
定者，如銀行、證券商、保險公司及免稅機構) 應就投資本債券可能產生之稅務後果，
自行諮詢其稅務顧問。 

本債券利息 

由於本債券發行機構並非中華民國之法定扣繳義務人，故本債券所支付之利息或視同

利息免扣繳中華民國稅款。 

持有本債券之投資人如係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因本債券而取得之利息或視同

利息，因不屬於中華民國來源所得，故無須繳納中華民國綜合所得稅。然而，該等持
有人應將此利息或視同利息納入其基本所得額，俾以計算基本稅額，除非此等個人以

及依法需與其合併申報所得稅之人士，於一課稅年度內自本債券取得之利息或視同利

息，加上其他非中華民國來源所得，其總額少於新台幣 100 萬元。倘基本稅額超過依

《所得基本稅額條例》(亦稱「AMT 條例」) 規定計算而得之當年度所得稅額，則超出

部分即為該債券持有人之應納基本稅額。 

持有本債券之人若為依中華民國法律成立之公司，必須將因本債券之應收之利息或視

同利息併入其應稅所得額，並按百分之二十(20%)的單一稅率計算其應納所得稅(除非

該公司於該課稅年度總應稅所得少於新台幣五十(50)萬元，則不予適用)，蓋因此等公

司需按權責發生基礎就其全球所得計算並繳納所得稅。此應收利息收入不屬應計入基

本稅額之項目。  

出售本債券  

一般而言，出售公司債或金融債券應按交易價格課徵千分之一(0.1%)的證券交易稅。然

而，中華民國證券交易稅條例第 2-1條規定，自 2010年 1月 1日起至 2026年 12月 31

日止暫停徵收公司債及金融債券之證券交易稅。因此，若於 2026 年 12 月 31 日前出售

本債券，將可免徵證券交易稅。自 2027 年 1 月 1 日起，除屆時稅法另有規定外，出售

本債券將需按交易價格繳納千分之一 (0.1%) 的證券交易稅。 

出售債券之資本利得免繳所得稅。據此，持有本債券之中華民國個人或公司出售本債

券所得之任何資本利得，皆免徵所得稅。除此之外，持有本債券之中華民國個人出售

本債券所得之任何資本利得，並不屬應計入基本所得額之項目。然而，持有本債券之

中華民國公司應將此等資本利得併入其基本所得額以計算基本稅額。倘基本稅額超過

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規定計算而得之當年度所得稅額，則超出部分即屬該中華民

國公司債券持有人之應納基本稅額。此等債券持有人如有任何資本損失，得於嗣後 5 

年期間內，於計算其基本稅額時，自同類所得之資本利得金額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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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租稅 

下文為持有本債券相關稅務後果之摘要說明。本摘要說明係以本公開說明書發佈當時
之法國有效法律為依據，可能於未來有所變更且或將具有追溯效力。投資人應知悉以
下聲明屬一般性聲明，且不構成法律或稅務意見，亦不應作此理解。因此建議準投資
人針對其個人情況自行諮詢合格顧問，以決定購買、持有、贖回或處分本債券之稅務
後果。 

扣繳稅款 

NATIXIS所發行之本債券的扣繳稅款規定，將視其於法國稅務之性質和特性而定。 

NATIXIS所發行之本債券構成法國稅務目的之債務工具。 

以下內容可能與持有 NATIXIS 所發行本債券但未持有 NATIXIS 股票者有關。 

NATIXIS 所發行本債券之利息及其他收益款項，將不適用法國稅法 (Code général des 

impôts) 第 125 A III 條之所得稅扣繳規定，除非該等款項係於法國境外符合法國稅法第 

238-0 A 條所定義之非合作國家或地區 (Etat ou territoire non coopératif) (下稱「非合作

國家」) 內所支付者。若本債券相關款項係於法國境外之非合作國家支付，則根據法國

稅法第 125 A III條，將適用 75% 的扣繳稅率 (若干例外情形，以及適用雙重稅務協定

較優惠條款之情況除外)。法國政府於 2018 年 3 月 28 日發佈一項法規草案，若以其目

前形式通過，將 (i) 擴大法國稅法第 238-0 A 條所定義之非合作國家，以包含歐盟理事
會 2017年 12月 5日通過之結論(暨其更新)附件 I 清單(下稱「歐盟清單」）所列的國家

和司法管轄區，並因此而 (ii) 擴大扣繳稅款制度之實施範圍，從而及於歐盟清單內的某

些國家和司法管轄區。 

此外，依據法國稅法第 238 A 條規定，本債券之利息和其他收益的支付或累計對象若

定居或設立於非合作國家，或是匯入設立於非合作國家金融機構的銀行帳戶，則該等
利息或其他收益不得由 NATIXIS 的應稅所得內扣除 (下稱「扣抵排除」)。前述法國政

府 2018 年 3 月 28 日所發佈之法規草案，若以其目前形式通過，將擴大此稅負制度之

實施範圍，涵蓋歐盟清單內的國家及司法轄區。某些情況下，此等不得扣抵之任何利

息及其他收益，可根據法國稅法第 109 條以下規定重新界定為推定股利，從而此等不

得扣抵之利息及其他收益得依據法國稅法第 119 條之二之規定，按下列稅率扣繳：(i) 

給付予非法國稅負居民之個人的款項：12.8%，(ii) 給付予非法國稅負居民之法人的款

項：30% (自 2020年 1月 1日之會計年度起，將配合法國稅法第 219-I 所訂標準企業所

得稅率而調整)，或 (iii) 於法國境外之非合作國家支付者：75% (惟有特定例外情形，以

及適用雙重稅務協定之較優惠條款規定之情形)。 

縱有前述規定，若 NATIXIS 能證明本債券發行之主要目的與效應，並非於非合作國家

內支付債券利息或其他收益 (下稱「例外條款」)，則法國稅法第 125 A III 條所訂之

75%扣繳稅率以及扣抵排除規定皆不適用於本債券。依稅務公報 Bulletin Officiel des 

Finances Publiques ─ Impôts BOI-INT-DG-20-50-20140211、BOI-RPPM-RCM-30-10-20-

40-20140211 及 BOI-IR-DOMIC-10-20-20-60-20150320 之規定，若本債券確屬下列情

況，則 NATIXIS 無需提供任何證據以證明本債券發行之目的與效應，本債券之發行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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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例外條款： 

(i) 依據法國《金融貨幣法》第 L.411-1 條所定義之公開發行方式辦理募集，或於非

合作國家以外其他國家以同等募集方式辦理募集。於本項規定內，「同等募集方

式」係指必須向外國證券市場管理機關註冊或提交募集文件之募集；或 

(ii) 獲准於受規範市場或是於法國或外國多邊證券交易系統上交易，惟此等市場或系

統不得位於非合作國家，且該等證券交易市場係由市場經營者或投資服務提供者
或其他類似之外國實體負責經營，且該等市場經營者、投資服務提供者或外國實

體並未位於非合作國家境內；或 

(iii) 債券於發行時獲准透過中央存託機構或法國《金融貨幣法》第 L.561-2 條所定義

之證券交割及支付系統經營者，或一或多個同類外國存託機構或經營者進行交

易，且該存託機構或經營者並非位於非合作國家。 

若付款代理機構 (établissement payeur) 係設立於法國，則根據法國稅法第 125 A I條規

定，除若干例外情況外，稅籍 (domiciliés fiscalement) 設置於法國之個人的債券利息或

類似收益需按 12.8%之稅率扣繳，但得自當年度個人所得稅已繳納款項中扣除。稅籍

(domiciliés fiscalement) 設置於法國之個人亦須針對所收受之利息及類似收益，繳納社

會貢獻稅 (CSG、CRDS及其他相關之貢獻)，按 17.2% 之累進稅率扣繳所得稅。 

根據法國稅務目的 NATIXIS 所發行之本債券非屬債務工具者 

NATIXIS 所發行本債券依法國稅務目的不構成債務工具者，其相關付款不應受限於或

應豁免於扣繳稅款，惟該等本債券及相關付款的受益所有權人的居住或住所地所在

國，業已與法國簽定適當之雙重稅務協定，且遵守該等協定之相關規定，以及並未對

於定居或設立於非合作國家之人進行本債券之付款或累計，亦未於該非合作國家中進

行支付。 

此外，在某些情況下，若本債券相關付款的支付或累計對象為定居或設立於非合作國

家，或是匯入設立於非合作國家金融機構的銀行帳戶，則就 NATIXIS 而言，根據法國

稅務目的，該等支付款項將不得扣抵 (全部或部分)。某些情況下，及除適用雙重稅務

協定之更優惠條款外，該等不得扣抵之款項，得根據法國稅法第 109 條以下規定重新

界定為推定股利，並依據法國稅法第 119 條之二的規定，以 75%稅率扣繳稅款。 

本債券準承購人的居住或住所地所在國，若尚未與法國簽訂適當的雙重稅務協定，或

係定居或設立於非合作國家，則建議針對投資、持有或交易本債券之相關稅務後果，

自行諮詢適當獨立和專業合格的稅務顧問。 

轉讓稅及其他稅捐 

本債券若得以實物交割下列各項證券，則得適用以下規定：(i) 登記營業處位於法國之
公司所發行的某些上市股份或類似證券，或 (ii) 代表該等股份 (或似證券) 的證券 

根據法國稅法第 235 ter ZD 條的規定，任何收購考量若導致下述之所有權移轉，則將

課徵金融交易稅 (下稱「法國金融交易稅」)：(i) 法國《金融貨幣法》第 L 212-1 A條所

定義之權益證券 (titre de capital)，或法國《金融貨幣法》第 L 211-41 條所定義之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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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證券 (titre de capital assimilé)，該等證券獲准於認可證交所買賣，又該等證券係由
登記營業處位於法國，且該等處分發生之前一年度 12 月 1 日時公司市值超過 10 億歐

元之公司所發行 (下稱「法國股份」)，或 (ii) 表彰法國股份的證券 (titre)，不論該證券

發行機構的登記營業處位於何地。法國金融交易稅的稅率為法國股份 (或表彰法國股份

之證券) 收購價值的 0.3%。法國金融交易稅有若干豁免條件，投資人應諮詢其專業顧

問以確認能否受益於相關豁免。 

如遇某項法國股份收購交易應納法國交易稅，則該項交易可免課轉讓稅 (droits de 

mutation à titre onéreux)，登記營業處設於法國之公司所發行之股票於銷售時，一般將

按 0.1%之稅率課徵轉讓稅，惟若係認可證券交易所上市之股份，則僅在能以書面契約

或協議明訂轉讓的情況下始須繳納轉讓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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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訊 

如何承購本債券 

本債券將由承銷商於發行日以包銷方式向發行機構認購。承銷商將擔任經銷商，向準

投資人銷售本債券。 

募集期間 

本債券向準投資人募集之期間，係自 2018年 9月 25日上午 9時(臺北時間) 起至下午 3

時 30 分 (臺北時間) 或以主辦承銷商 及共同承銷商共同公告之本債券募集完成之較早

日期為準。 

本債券之募集係以「先行認購者優先購得」之原則進行，且本債券如於預定募集期間

截止前即全數售出，則募集期間得不經事前通知提前結束。 

投資人如欲購買本債券，須洽詢任一承銷商。本債券不得直接向發行機構或任何承銷
商以外之其他單位進行購買。 

銷售程序 

準/潛在投資人如欲購買本債券，請洽承銷商索取申購書，並於募集期間屆滿前填妥申

購書，連同本債券申購價款交付承銷商。 

本債券之申購事宜，係依本公開說明書之條款及申購書之條款辦理。 

申購書之格式與內容並非發行機構所規定，其格式及內容可能因個別承銷商的申請與

付款程序之不同以及其他相關作業程序之不同而有所差異。投資人若採電子郵件方式

寄送申購書，應同時將該申購書正本以郵寄方式交付相關承銷商。投資人若因發行機

構或任何承銷商未收到以電子郵件或郵寄方式寄送之申購書而遭受損失，發行機構或

任何承銷商對此概不負責。 

最低投資金額 

本債券最低投資金額為美金 1,000元。 

付款程序 

本債券的潛在購買者應洽各承銷商並依各承銷商指定之程序付款。 

申購本債券時應確認事項 

投資人向任何承銷商提交購買本債券之申請指示時，即視同投資人向承銷商及發行機

構確認包括下列在內的各個事項： 

• 承諾並同意接受其所申購之本債券數量或實際配得之任何較少數量(若有)； 

• 承諾並同意依據實際配得之本債券數量全額支付發行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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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若其未配得任何本債券，或僅購得申購數額之部分，或本債券因故未能發
行，則其申購價金之全部或一部分將無息返還，其風險由投資人自行承擔； 

• 授權收受其申請指示之承銷商將其所購得之本債券存入該投資人之投資帳戶，並

瞭解本債券屬於無實體發行，其於本債券下之權益僅以帳簿劃撥方式為之； 

• 已確實收到、閱讀並瞭解本公開說明書； 

• 知悉本債券係以英國法律為準據法，且以英國法院為管轄法院； 

• 瞭解其係直接向承銷商購買本債券，而後者係以當事人身分銷售本債券，且申請

時，投資人與發行機構間概不存在與本債券購買契約相關之契約關係； 

• 瞭解並同意發行機構及承銷商均不針對承銷商所提供之銀行服務和保管服務承擔

任何責任，亦不就投資人運用承銷商之銀行帳戶、投資帳戶或保管服務所生損失

承擔任何責任； 

• 同意不論發行機構或承銷商，或其各自之董事、主管、代理人及代表人，就承銷

商依投資人於其所所開設之銀行帳戶或投資帳戶的作業相關規定所進行之本債券

銷售所致的任何損失，毋須承擔相關責任； 

• 確認投資人非在美國境內，且非屬美國《證券法》規範 S 定義下之美國人 (包括

美國居民以及依美國法律組織或設立之合夥或公司)；以及 

• 瞭解投資本債券之性質及所涉風險。 

投資人向承銷商申購本債券時，應確認其已閱讀並瞭解前述確認事項。 

交割程序  

為購買本債券，除非投資人已於 Euroclear或 Clearstream 開立帳戶，且打算透過該等帳

戶與 Euroclear 或 Clearstream辦理本債券之交割，否則投資人必須具備本地證券商的證

券劃撥帳戶，以及本地銀行的外幣存款帳戶，並透過集保結算所的帳戶與 Euroclear 辦

理本債券之交割。 

本債券於初級市場之認購將直接透過 Euroclear 或 Clearstream 或透過集保結算所於 

Euroclear 開設之帳戶辦理交割。集保結算所將轉撥購得之本債券之相關部位分配至各

個初級市場之投資人指定的保管劃撥帳戶內。基於時差因素，本債券預計將於發行日

後的第二個中華民國營業日撥入集保結算所帳戶。本債券之交易及交割應依國內債券

所適用之法規以及集保結算所和櫃買中心之作業程序辦理。 

投資人本身於 Euroclear 或 Clearstream開立帳戶者，則可經由該等帳戶辦理本債券之交

割 (無需向集保結算所申請將本債券撥入集保結算所帳戶)，或填具指定申請書向集保

結算所提出申請，將其存於 Euroclear 或 Clearstream 帳戶內的本債券，轉撥到集保結算

所於 Euroclear 所開設的帳戶內，以利於本國市場或外國市場進行交易。    

本債券之本金及/或利息之分派事宜，將由與集保結算所進行系統連線之款項收付銀行

辦理撥付作業。於集保結算所收妥該等款項後，該等款項於扣除相關處理手續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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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將撥入投資人的外幣存款帳戶。然而，投資人實際收受該等配發款項的時間，將
取決於其開設外幣存款帳戶之本地銀行的一般作業情況而定。投資人若未持有任何開

立於款項收付銀行之外幣存款戶，則須支付外幣匯出手續費。已於 Euroclear 或

Clearstream開立帳戶之投資人，則可經由該等 Euroclear或 Clearstre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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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費率分別為 0.009%

和 0.01%(相當於多數本地銀行收取之平均信託保管費)。以集保結算所而言，若投資金

額為美金 10,000元，則每年平均約新台幣 59元。該等費用，將由投資人往來證券商透

過將該等費用從投資人的新台幣證券交割帳戶內扣除。 

債券報價 

發行機構謹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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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 條之 1 規定，委任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為流動量提供者，為本債券提供買賣報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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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因素  

本次發行債券之準購買人於進行投資決策時，應依據自身財務狀況及投資目標，仔細
考量本公開說明書中的一切資訊 (含參考資訊)，且應特別留意下文所載之風險因素。 

發行機構的營運環境存在固有風險，且某些風險無法由發行機構予以控制。下文說明

發行機構所需面對的重大風險，並強調以下並非與發行機構經營相關、或因其所在環

境而需承擔之一切風險之詳盡列舉。下列風險，以及其他目前尚未辨識、或是發行機
構目前認為不重要的風險，仍可能對於發行機構之營運及財務狀況及/或結果造成重大

不利影響。 

此外，下文亦針對評估本債券相關市場風險的重要因素，一併說明。 

與發行機構及其產業有關的風險 

發行機構的信用狀況 

本債券構成發行機構而非其他人士之一般性及無擔保契約義務，並與發行機構之其他

無擔保契約義務享有同等地位，次於優先債務受償（包括法律規定具備優先地位之債

務）。發行機構發行大量全球性金融工具（包括本債券），且隨時均有龐大金融工具

流通在外。倘若投資人購買 NATIXIS 所發行之本債券，其所仰賴者為發行機構而非其

他人士的信用。 

利益衝突 ─ 發行機構及其關係企業 

發行機構及其任何關係企業的其他經營活動，可能對於本債券持有人造成不利後果。

因該等經營活動而可能產生之行為與衝突，係包括但不限於：從事與本債券相關交

易；於公開市場上或透過非公開交易買賣本債券，而無須將此等買賣情事通知本債券

持有人；執行本債券相關的特定職責，例如擔任計算或付款代理機構；發行其他衍生

性金融商品，且可能與本債券相互競爭。NATIXIS 和其任何關係企業以及其各自主管
和董事得從事任何此類活動，而無需考慮本債券或此等活動對於本債券可能造成的任

何直接或間接影響。 

除此之外，發行機構及其任何關係企業可能從事涉及本債券、任何標的證券或其他衍

生性金融商品而可能影響本債券價值之買賣或避險交易。 

前述情況可能產生不利於台端投資之後果。發行機構對此等後果及其對台端所生之影

響，概不負任何責任。 

由於本債券的計算代理機構可能是 NATIXIS，或是發行機構的關係企業，因此發行機

構、計算代理機構及本債券持有人之間可能存有潛在利益衝突，包括計算代理機構必

須進行的某些決定與判斷。 

除對發行機構提供計算代理服務外，NATIXIS 或其任何關係企業亦可能履行各種與發

行機構及任何本債券相關之後續或替代職責。又，NATIXIS 的任何關係企業，皆可與
發行機構訂定與發行機構或本債券相關之契約或進行相關交易，包括避險交易，因此 

NATIXIS 同時擔任計算代理機構之應盡義務，與其自身及/或其關係企業的其他身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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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利益之間，可能存在潛在利益衝突。 

本「風險因素」說明之各種行為必須符合適用法規與條例 (包括歐盟 (EU) 第 596/2014 

號規則) 之相關規定。 

利益衝突 ─ 承銷商 

某些承銷商及其關係企業可能於過去或未來之正常營業過程中，與發行機構及其關係

企業等進行投資銀行及/或商業銀行交易，也可能向其提供服務。此外，承銷商及其關
係企業於其正常營業過程中，亦可能會為其自身及代其客戶從事或持有廣泛的投資，

並積極從事債券和權益證券(或相關的衍生性證券) 及金融工具 (包括銀行貸款) 之交

易。此類投資和證券業務可能涉及發行機構或其關係企業的證券及/或工具。除此之

外，與發行機構具備例行性借貸關係的若干證券商或其關係企業，就其對發行機構的

信用曝險，係遵循通常風險管理政策進行避險。任何前述情況均可能對於台端投資產
生不利後果。發行機構對此類後果及台端投資因此所受之影響，概不負任何責任。 

初期名目總金額未必反映本債券的未來流動性 

如基本公開說明書中「英國法令債券條款及條件」一節所載條件第 6(d)條相關說明，

發行機構及其任何關係企業，皆有權購買本債券；因此，於適用之最終條款中所載之

系列債券初期名目總金額，未必足以反映該等系列債券整個存續期內的債券名目總金

額。根據基本公開說明書內「英國法令債券條款及條件」一節所載條件第 6(l)條規定，
發行機構所購買之本債券如經註銷，以致系列債券名目總金額減少，可能限縮該等系

列債券之其餘債券的流動性，並可能導致該等本債券在次級交易市場的交易（如有）

活絡程度降低。該等交易可能帶動本債券價格之上升或下降。 

倘若發行機構以稅務理由或違法因素而選擇提前贖回本債券，可能導致債券持有人的
預期收益率遠低於預期 

本債券之條款規定發行機構得基於特定稅務因素或違法相關情況而選擇贖回本債券。

倘若發行機構決定贖回本債券，即可能限縮本債券的市場價值，且投資人若以贖回款

項重新投資，可能亦無法取得類似的實際報酬。本債券持有人無權要求贖回本債券，

亦不應抱持發行機構會在條件允許時贖回本債券的預期而投資本債券。 

本債券持有人對於本債券的實際收益，可能因為其投資本債券所受稅務影響而減少 

本債券的準購買人與出售人應注意，其可能必須根據本債券過戶地或其他司法管轄區

的法規與慣例而繳納稅捐或支付文件費用。於特定司法管轄區，對於如本債券等之金

融工具將不會有稅務機關的官方聲明或法院判決。對於本債券之收購、持有、處分和

贖回相關事宜，建議準投資人不宜僅單純倚賴本公開說明書中的稅務概述，而應就其

個別稅務事項另行諮詢自身之稅務顧問。唯有該等顧問才能針對準投資人的具體情況

進行適當評估。此處之投資考量必須與本公開說明書的稅務章節併同閱讀。 

本債券持有人之實際收益可能因交易或其他成本而降低，且可能低於本債券所載之利
率  

關於本債券之購買或銷售，可能有幾種類型之附帶成本(包括交易費用、佣金及本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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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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的情形時，則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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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由投資人承擔，且可能顯著減少或降低本債券之潛在獲利。 

除了上述關於銷售或購買本債券產生之直接成本外，投資人還必須考量任何後續之費

用(如保管費)。 

潛在投資人於投資本債券前，應完全理解有關購買、保管或銷售本債券所可能被收取
的任何潛在費用。 

修改 

本債券條款中包含召開債券持有人會議審議影響其一般權益之事項的條款。該等條款

允許以多數決拘束所有本債券持有人，包括未出席相關會議及未表決的本債券持有

人，以及於表決中投相反票之本債券持有人。 

法規之變更： 

本債券係以於本公開說明書之日期係屬有效之英國法律為準據法。本公開說明書日期

後，如遇任何司法判決或英國 (或任何其他相關) 法令變更，概無法針對可能之影響提

供任何保證，且任何此等變更均可能對於本債券價值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法國破產法 

根據法國破產法，如果於法國境內進行  NATIXIS 相關的保障程序  (procédure de 

sauvegarde)、加速保障程序 (procedure de sauvegarde accélerée)、加速財務保障程序 

(procédure de sauvegarde financière accélérée) 或 司 法 重 組 程 序  (procédure de 

redressement judiciaire)，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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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IXIS 所發行之所有債務證券 (包括本債券) 的持有人，不論是否係

依據債券發行計畫發行 (例如歐洲中期債券計畫)，亦不考慮其準據法。 

持有人組合商議適用於 NATIXIS 的建議保障計畫 (projet de plan de sauvegarde)、加速

保障計畫草案 (projet de plan de sauvegarde accélérée)、加速財務保障計畫草案 (projet 

de plan de sauvegarde financière accélérée) 或司法重組計畫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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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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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之不平等待遇；及

/或  

 決定將債務證券 (含本債券) 轉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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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決的方式 (依據參與或委任代表之持有人所持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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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的比例而計算表決數)。召集持有人組合並無法定出席人數要求。 

為免疑慮，本公開說明書所載本債券最終條款中附件 2 第 4 段所述有關本債券持有人

會議的條件，唯有在其不抵觸適用於此等情況之強制性破產法規定時方得適用。 

依法國法律構成「義務」的債券 

投資人應注意，NATIXIS 概不向投資人對於本債券必能享有審慎或監管處理待遇 (包

括但不限於本債券是否構成法國法律下的義務 (如法國貨幣及金融守則 (Code monétaire 

et financier) 第 L.213-5 條所定義))進行擔保。個別準投資人應諮詢其自身之法律顧問及

適合之監管機構、會計師、稽核人員及稅務顧問，以判斷下列情況及其程度 (i) 投資本

債券是否合法；(ii) 本債券能否做為多種借貸的抵押品；(iii) 本債券是否屬於受規範資

產 (若有適用)；(iv) 從審慎角度考慮，本債券是否屬於適合之投資；以及 (v) 購買或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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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監管機關，以判斷在
任何適用風險資本或類似規定下本債券之適當處理方式。 

某些情況下，某些本債券的稅項補足款可能極有限或者全無 

根據本債券條款，發行機構有義務足額支付本金及利息，毋須扣除法國扣繳稅，除非

法律另有規定，則此等情況下 (如下文規定)，發行機構應支付額外金額，俾使投資人

所收受之款項金額等同於無扣繳稅時之足額款項。然而，如果本債券下之付款於法國

以外之任何其他司法管轄區須適用扣繳稅，則本債券持有人只能收到扣除任何適用之
扣繳稅後的款項。 

倘若法國法律規定須適用扣繳或扣除稅項，且若關於本債券之適用最終條款內對於稅

項補足條款係載明「不適用」，則無論是 NATIXIS、付款代理機構，亦或是任何其他

人，均無須支付額外款項以補足扣繳或扣除的金額。 

特定司法管轄區在某些情況下徵收扣繳稅的相關討論，請參閱基本公開說明書中「稅
務」一節。 

美國約當股利扣繳稅可能影響本債券之付款 

美國 1986 年國內稅收法第 871(m) 條暨其修訂 (下稱「稅法」) 規定，在符合特定條件

情況下，應就某些金融工具之美國來源已支付或「視為支付」股利，扣繳 30%之稅款 

(此等工具稱為「指定債券」)。如發行機構或任何扣繳代理機構判斷必須扣繳稅款，則

無論是發行機構亦或是任何扣繳代理機構均無須就已扣繳金額支付任何額外金額。準

投資人應參閱基本公開說明書內「稅務 ─ 美國 ─ 稅務」一節。 

基於美國「外國帳戶稅收遵從法」(通稱「FATCA」) 之扣繳目的，指定債券須遵循有

別於本債券的「祖父」條款。準投資人應參閱基本公開說明書內「稅務 ─ 美國稅務 ─ 

外國帳戶稅收遵從法」一節。 

金融交易稅 (FTT) 提案 

2013年 2月 14日，歐盟執委會頒佈一項提案 (下稱「執委會提案」)，針對比利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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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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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克等國 (下稱「參與會員國」) 徵收共同金融交易稅 (FTT)。然而，愛沙尼亞另已表
示其不會參與。執委會提案範圍廣泛，且若成立，可能在特定情況下適用於某些本債

券的交易 (包括次級市場交易)。根據執委會提案，某些情況下，金融交易稅可適用於

參與會員國的國內及國外人士。一般而言，它所適用的本債券交易中至少有一方為金

融機構，且至少有一方是設立於參與會員國內。金融機構屬於、或被視為「設立」於

參與會員國之條件十分廣泛，包括：(a) 與設立於參與會員國之相對人進行交易，或是 

(b) 該金融交易所涉及之金融工具係於參與會員國內所發行。 

然而，該金融交易稅提案仍待參與會員國間相互協商，故於實施前仍可能有所改變，

其實施時程尚不確定。其他歐盟會員國可能會決定參加，而已參加之會員國也有可能

決定退出。建議本債券準持有人自行針對金融交易稅相關事項尋求專業建議。 

歐盟銀行清理與復原指令及法國境內實施情況 

2014 年 7 月 2 日，歐洲議會及理事會第 2014/59/EU號指令生效，建立了歐盟信用機構

和投資公司的復原與清理架構 (下稱「銀行復原與清理指令」或「BRRD」)。 

BRRD 及其施行細則，對於包括發行機構在內之信用機構所產生之影響，目前尚未明

朗，但其目前和未來之施行與對於發行機構之適用性，或根據其所採取之任何行動，

均可能嚴重影響發行機構的行為和財務狀況以及本債券的價值。 

BRRD 之目的係賦予清理主管機關一般性之工具和權力，俾能及早因應銀行危機，以
維護金融穩定，並將納稅人支應銀行紓困 (僅能做為最後的手段) 之負擔及/或損失風險

降至最低。BRRD賦予主管機關 (以法國而言，視情況為 ACPR或單一清理委員會，視

為單一監管機制（SSM） 之目的的權責監督機關而定) 的權力分為三類：(i) 準備性步

驟及計畫，將潛在問題的風險降至最低 (籌備與預防)；(ii) 在問題初步出現端倪時，於

早期階段阻止公司情況惡化 (早期介入) 以避免破產的權力；以及 (iii) 如果公司破產將
對一般公共利益造成影響，則以有序的方式訂定明確計畫以重組或解散公司，同時保

留其關鍵功能，並盡可能限縮納稅人的損失風險。 

此外，2014 年 7 月 15 日歐洲議會及理事會第 806/2014 號歐盟法規針對信用機構及特

定投資公司的清理，在單一清理機制 (下稱「SRM」) 及單一清理基金的框架下制定了

統一的規則及程序 (下稱「SRM 規章」)，並將清理的權力集中委託予單一清理委員會 

(下稱「SRB」) 和全國性的清理機關。 

BRRD 目前包括四項清理工具及權力： 

(i) 出售事業：使清理主管機關得指示依據商業條件出售該等公司或其全部或部分所

營事業，無須取得股東之同意，亦不必遵循原先應適用之程序； 

(ii) 過渡機構使清理主管機關得將該等公司的全部或部分所營事業移交「過渡銀行」

(為公家控制的機構，以轉售為目的而持有該等所營事業或部分業務)； 

(iii) 資產分拆：使清理主管機關得將價值減損之資產或問題資產移交資產管理機構，

俾使該等資產隨時間獲得適當管理或逐漸完成整頓；以及 

(iv) 資本重建：使清理主管機關得減記即將倒閉機構對於無擔保債權人的債務，並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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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無擔保債務 (含本債券) 轉換為股權 (下稱「一般資本重建工具」)，該等股權
未來有可能適用一般資本重建工具而遭到註銷、轉讓或稀釋。於行使資本重建或

法定減記 (包括歸零) 和轉換為股權 (包括修改本債券條款，如變更到期期限) 之權

力時，清理主管機關必須先減少或註銷普通股權第 1 類資本，而後減少、註銷、

轉換其他第 1 類資本工具 (包括本債券)，接著視需要於最大能力範圍內減少或註

銷第 2 類資本工具及其他次順位債務。倘若債務資本重建或是法定減記和轉換權
業已生效，則唯有在減少總額低於所需金額的情況下，清理主管機關將根據一般

破產程序中的索償等級，於必要之範圍內減少或轉換應付無擔保債權人的本金金

額或未償金額。 

BRRD 於法國之實施係透過兩項主要法令進行。首先，2013 年 7 月 26 日之銀行法中關

於分離及銀行活動之管制 (Loi de séparation et de régulation des activités bancaires)，並
經  2014 年  2 月  20 日之條例予以修訂  (Ordonnance portant diverses dispositions 

d’adaptation de la législation au droit de l’Union européenne en matière financière) (下稱

「銀行法」 )，業已預計其將實施  BRRD，並於法國《貨幣與金融法規》 (Code 

monétaire et financier Article) 內引進第 L.613-31-16 條款，允許 ACPR 可於任何機構進

入復原或清理相關程序時行使清理權。其次，2015 年 8 月 21 日於官方公報上公告之 

2015 年 8 月 20 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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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例」)，採用了數個條款以修改及增補銀行法，俾使法國

法令於金融事務上相容於歐盟法令。許多 BRRD 的條文與銀行法條文具備類似之效
果。2015 年 9 月 17 日第 2015-1160 號法令，以及 2015 年 9 月 11 日之三項命令 (décret 

et arrêtés)實施本條例中涉及下列的各條款：(i)復原計畫，(ii) 清理計畫，以及 (iii) 評估

機構或團體的清理可能性之標準，已於 2015 年 9 月 20 日發布，其宗旨即係於法國境

內實施 BRRD。 

本條例業經 2016年 12月 9日第 2016-1691號法令批准 (Loi n°2016-1691 du 9 décembre 

2016 relative à la transparence, à la lute contre la corruption et à la modernisation de la vie 

économique)，法令中亦包含用以釐清 BRRD 實施情況之條款。 

法國信用機構 (例如 NATIXIS) 今後必須隨時遵守法國《貨幣與金融法規》(French 

Code monétaire et financier) 第 L.613-44 條對於自有資金及合格負債的最低規定 (下稱

「MREL」)。MREL 係以機構總負債及權益的百分比予以標示，旨在防止機構做出可

能限制或阻礙資本重建工作有效運作的承諾。 

法國 BRRD 施行條款包含了資本重建工具，因此也具備減少本金、註銷或轉換次順位

債券的權力。據此，倘若發行機構進入清理程序，則本債券持有人可能須因任何一般

資本重建工具之採用而須減記 (包括歸零) 或轉換為股權 (包括修改債券條款，如變更到
期期限)，以適用 (i) ACPR的清理決定，或 (ii)於採用 SRM時，SRB的決定，其可能進

而導致該等持有人損失部分或全部投資。SRB 與 ACPR 密切合作，尤其是在清理規劃

相關事項，並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於單一清理基金提撥移交條件已於當日成就之情

形下，繼受完整的清理權力。 

法國《貨幣與金融法規》(French Code monétaire et financier) 經本條例修訂後，亦規定
在特殊情況下，若適用一般資本重建工具，則相關清理主管機關有權將特定債務排除

或部分排除於減記或轉換權之適用範圍。此等排除尤其適用於：(a) 不可能在合理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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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內對於該等債務進行資本重建；(b) 排除對於達成被清理機構的關鍵功能及核心事業
之持續經營係屬絕對必要且符合比例原則；(c) 排除對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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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嚴重干擾到會員國或歐盟的經濟係屬

絕對必要且符合比例原則；或(d) 將一般資本重建工具用於該等債務會導致其價值減

損，以致其他債權人因此所受之損失將高於將該等債務排除於資本重建工具之外的情

況。 

因此，若相關清理主管機關決定排除或部分排除特定合格債務或合格債務種類，則適

用於其他未被排除之合格債務 (可能係本債券持有人之債務) 的減記或轉換程度，或需

考量此等排除而進行相應的提高。其後，若該等債務損失尚未完全轉嫁予其他債權

人，則法國「清理和存款擔保基金」(Fonds de garantie des dépôts et de résolution) 或任

何其他相應之會員國的安排即可能對該等被清理機構於若干限制下進行提撥，其中包
括該等提撥不得超過該機構總體債務的 5％，且應用於：(i) 彌補尚未被合格負債吸收

之損失，並將該被清理機構的資產淨值回復至零，及/或(ii) 購買該被清理機構之股票或

其他所有權工具或資本工具，俾對該機構進行資本重組。若仍有損失，最後步驟則是

透過額外的財政穩定工具，提供特別公共財政支援。任何該等特別財政支援均必須根

據歐盟國家援助架構之規定提供。機構將於後列情況下視同即將倒閉或可能倒閉：(a) 

該機構現在或即將於未來違反對於持續授權之要求；(b) 該機構的資產現在或即將於未

來少於負債；(c) 該機構現在或即將於未來無法償還到期債務；或(d) 該機構需要特別公

共財政支援 (除少數狀況外)。 

除一般資本重建工具係於 2016年 1月 1日起適用外，BRRD制度係於 2015年 1月 1日

起適用。 

因此，行使任何 BRRD下適用於 NATIXIS的權力或對此類行使的任何建議，均可能對
於本債券持有人的權利、其對任何本債券之投資價格或價值及/或 NATIXIS履行其本債

券下之義務的能力產生重大不利影響。 

目前，BRRD 所賦予的權力及其於法國《貨幣與金融法規》 (Code monétaire et 

financier) 內的落實，預期將影響信用機構 (含 NATIXIS) 和大型投資公司 (依第四資本

需求指令 (CRD) 必須持有原始資本額至少 730,000 歐元者) 的管理方式，並在特定情況
下將影響債權人之權利。就銀行聯盟的參與會員國 (其中包括法國) 而言，SRM充分協

調了可用工具之範圍，但個別會員國仍有權另外引進全國性的工具以因應危機，惟其

必須合乎 BRRD 下的清理目標和原則。 

SRB與 ACPR密切合作，尤其是在清理規劃相關事項方面，並且自 2016年 1月 1日起

繼受完整的清理權力。目前尚無法評估 BRRD及法國法之施行條款對於 NATIXIS的全

盤影響，且無法保證其實施或採取目前設想之行動，必然不致對本債券持有人的權
利、對其投資本債券之價格或價值，及/或 NATIXIS履行其於本債券下之義務的能力產

生重大不利影響。 

自 2014年 11月起，歐洲央行 (ECB) 已根據 SSM接管歐元區會員國內重要信用機構的

審慎監督業務。此外，SRM 亦已建立，以協調全歐元區銀行之處置事宜。如前所述，

SRM 係由 SRB負責管理。根據 SRM 規章第 5(1)條，SRM 所被賦予之責任與權力，係
比照 BRRD 規定下會員國清理主管機構對於直屬歐洲央行監管之銀行所具備之責任與

權力。自 2016年初起，SRB行使該等權力之能力正式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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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CE 與 NATIXIS 業已為 SSM 規章第 49(1)條之目的而被指定為重要受監督機構，因
此依 SSM 之內容係受歐洲央行的直接監督。這表示 BPCE與 NATIXIS 同樣也受 SRM

之規範，該機制於 2015 年生效。SRM 規章反映 BRRD 的精神，且大致上參照 BRRD

規範而成，使 SRB亦得據此行使等同於相關國家處置機構的權力。 

債券持有人對於質疑及/或要求相關主管機關停止行使其處置權的權利非常有限。 

無法預見的事件可能導致發行機構營運中斷，並造成嚴重損失及額外成本 

無法預見的事件如嚴重天然災害、恐怖攻擊或其他緊急狀態，可能導致發行機構或其

關係企業的營運突然中斷，從而造成重大損失。此等損失可能是與財產、金融資產、

交易部位或重要員工相關。 

發行機構承受第三方之信用風險 

發行機構需承受其交易對手之信用風險。發行機構無法假設其準備金水準充分，或其
未來必無需提供大量額外準備金以因應潛在的壞帳及呆帳。 

發行機構資訊系統中斷或破壞可能導致營業損失及其他損失 

發行機構的業務經營需仰賴通訊與資訊系統。該等系統之安全性若發生故障、中斷或

破壞，則可能導致發行機構的組織系統故障或中斷。發行機構無法保證此等故障或中

斷情事不會發生，亦無法保證一旦發生均能適時解決。任何故障或中斷情事，均可能

對於發行機構的財務狀況及營運結果產生重大不利影響。 

與 NATIXIS 相關的其他風險因素 

與 NATIXIS 相關的風險請參閱 2017 年 NATIXIS 註冊文件(相關參考視同納入文件內

容) 第 99至 176頁，包括(但不限於)總體經濟環境及金融危機相關風險、與 BPCE有關

的風險，以及與 NATIXIS營運和銀行部門相關的風險。 

與本債券相關的風險 

利率風險使投資人面臨市場利率變動風險 

投資固定利率債券時，後續的市場利率變動亦可能對固定利率債券之價值產生重大不

利影響。 

匯率風險及外匯管制 

如果投資人持有之本債券並非以投資人所在國貨幣計價，則匯率變動可能對於其所持

有證券之價值產生不利影響。此外，一旦有任何與本債券相關的外匯管制，則投資人

可能無法收受本債券之款項。 

發行機構將以指定貨幣 (以最終條款定義為準) 支付本債券之本金和利息；故若投資人

的金融活動主要是以指定貨幣以外的貨幣或貨幣單位 (下稱「投資人貨幣」) 進行，則

此將存在若干貨幣轉換風險。相關風險包括匯率可能大幅變動 (例如相關指定貨幣貶值

或投資人貨幣升值)，以及投資人貨幣所在司法轄區之主管當局可能實施或調整外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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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措施。投資人貨幣相對於相關指定貨幣若有升值，則將降低 (1) 投資人貨幣等值之本
債券收益，(2) 投資人貨幣等值之本債券應付本金價值，以及 (3) 投資人貨幣等值之本

債券市值。 

政府和貨幣主管機關可能採取外匯管制 (如某些過去曾發生的狀況)，並因此對於適用

之匯率或發行機構支付與本債券相關款項的能力產生負面影響。其結果是投資人所獲

得的利息或本金可能少於預期，或完全無法取得利息或收回本金。 

美國投資人不得持有本債券 

本債券無論何時皆不得於美國境內，或向下列人士發行、出售、抵押，或以其他方式

轉讓：(a)《證券法》規範 S 第 902(k)(1)條規則所定義之美國人，或 (b) 根據 1936 年

《商品交易法》暨其增修內容，或就商品期貨交易管理委員會 (下稱「CFTC」) 根據

該法所擬議或頒布之任何規則、指引或命令而言，屬於美國人定義範內的人士 (包括但
不限於任何根據 CFTC 規則第 4.7(a)(1)(iv)條不屬於「非美國人」之人士，惟基於

CFTC 規則第 4.7(a)(1)(iv)(D)條之目的，不包含非屬「非美國人」之合於資格人士的例

外情況) (任何該等人士或帳戶稱為「非許可受讓人」)。將本債券移轉予非許可受讓人

的任何行為將自始無效，且不具任何法律效力。據此，任何宣稱為係此等交易中本債

券之法定所有權或受益權之受讓人之人，其將無法享有屬於本債券利益之法定所有人

或受益人之任何權益。 

任何時候，若發行機構得知本債券之任何法定所有權或受益權相關權益係由非許可受

讓人所持有，則發行機構有權要求該等非許可受讓人將該等權益出售予 (a) 發行機構的

關係企業 (在適用法律許可範圍內)，或 (b) 非屬非許可受讓人的其他人士。 

前述不得對非許可受讓人發行、出售、抵押或以其他方式轉讓本債券之限制，可能對

於本債券投資人於次級市場處分本債券的能力產生不利影響（如有），並大幅降低本
債券的流動性。其結果可能對於本債券的價值產生重大不利影響。 

一般市場相關風險 

下文係對於主要市場風險的概述，包括流動性風險、匯率風險、利率風險及信用風

險： 

就本債券而言，日後未必將發展出活絡的次級市場，或次級市場可能流動性不佳，從
而對於投資人日後出售本債券的價值產生不利影響 

本債券發行時，交易市場可能尚未建立，且日後未必將發展出此類市場。即使發展出

本債券之交易市場，其流動性未必充裕，且可能對於金融市場的變化甚為敏感。因

此，投資人可能無法輕易出售本債券，或出售價格難以達到相當於出售具備成熟次級

市場之類似投資標的所享有之收益。這種情況於以下情形尤為明顯，即於發行機構面

臨財務困難，可能導致必須以相對於本金大幅折價之價格出售本債券，對利率、貨幣

或市場風險特別敏感的本債券，為特定投資目標或策略而設計的本債券，或針對少數

特定類型投資人之投資要求而建構的本債券。此等類型的本債券，其次級市場通常較

傳統債務證券有限，價格波動也較劇烈。 

債務證券交易市場可能波動，且可能因諸多事件產生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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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機構所發行之債務證券的市場會受到經濟和市場條件影響，且在不同程度上受到
其他歐洲國家及其他工業化國家之市場條件、利率、貨幣匯率及通膨率的影響。概不

保證在法國、歐洲或其他地方的事件絕不導致市場波動，或此等波動不會對本債券價

格產生不利影響，或經濟和市場條件絕不帶來任何其他不利影響。 

英國表決脫離歐盟的相關風險 

英國於 2016 年 6 月 23 日舉辦公民投票，決定其於歐盟之會員資格。英國公投的結果
是離開歐盟，英國政府復於 2017 年 3 月 29 日啟動與脫歐有關的《里斯本條約》第 50

條之程序。根據該條約第 50 條規定，《歐洲聯盟條約》及《歐洲聯盟運作方式條約》

將自退出協定生效之日起停止適用於相關國家；若無退出協定，則自通知退出意向時

起兩年後停止適用，惟該期限在特定情況下可能獲得延長。英國的未來及其與歐盟的

關係，目前仍有諸多不確定因素。英國的脫歐條件協商可能需費時數年。在英國脫歐

條件及時程更為明確之前，無法判斷該等公投、英國脫離歐盟，及/或任何相關事項將

對發行機構的營運產生何等影響。因此，無法保證此等情事絕不對本債券在次級市場

的市值及/或流動性產生不利影響。 

信用評等未必反映所有風險 

可能會有一或多個獨立信用評等機構給予本債券信用評等。該等評等未必反映所有風

險的潛在影響，特別是涉及相關發行的結構、本債券相關市場，以及可能影響本債券

價值的其他因素 (包括前文所述的各項因素) 之風險。信用評等並非買入、賣出或持有

證券的建議，且可由評等機構於任何時間修訂或撤回。 

投資的法律考量可能限制某些投資 

某些投資人的投資行為須受投資法令及規定之規範，或須經主管機關審核或監管。個

別潛在投資人應諮詢自身法律顧問，以判斷下述是否適用及其程度：(1) 本債券對其是

否為合適之投資；(2) 本債券能否做為多種借貸的抵押品；以及 (3) 購買及/或質押本債

券是否具有其他限制。金融機構應諮詢其法律顧問及/或財務顧問及/或適當監管機關，

以判斷在任何適用之風險資本或類似規定下應如何適當處理本債券。 

持有低於最低單位面額的投資人可能無法出售其持有之本債券，且若後續必須發行不
記名債券，則可能受到不利影響。 

倘若本債券之發行若其面額係由最低單位面額，加上一個或多個較小金額的較高整數

倍數所組成時，該等債券的交易金額有可能超過該等最低單位面額，惟非該等最低單

位面額的整數倍數。此種情況下，持有人因該等交易金額而使其於相關清算系統帳戶

內持有的金額少於最低單位面額，則除非其先以等於或高於最低單位面額之金額買進

本債券本金金額，俾使其持有之債券金額係等於一或多個單位面額，否則將無法出售

所持有之其餘證券。又，持有人因該等交易金額而使其在相關時間於相關清算系統帳
戶內持有的金額少於最低單位面額，可能無法就所持有之標的獲得不記名債券 (若發行

不記名債券)，且將需以等於或高於最低單位面額之金額買進債券本金金額，俾使其持

有之債券金額等於一或多個單位面額。 

倘若發行不記名形式的債券，則持有人應留意，若不記名債券的面額非最低單位面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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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數倍數，則其流動性可能不佳且難以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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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公開說明書一部分之參考文件 

以下文件納入並構成本公開說明書之一部分： 

(a) NATIXIS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之會計年度英文版註冊文件 (「2015 年

NATIXIS註冊文件」)，不含第 454頁的 Laurent Mignon聲明； 

(b) NATIXIS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之會計年度英文版註冊文件 (「2016 年

NATIXIS註冊文件」)，不含第 484頁的 Laurent Mignon聲明； 

(c) NATIXIS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之會計年度英文版註冊文件 (「2017 年

NATIXIS註冊文件」)，不含第 476頁的 Laurent Mignon聲明；  

(d) 與 NATIXIS及 NATIXIS Structured Issuance SA之 20,000,000,000歐元債務工具發

行計劃有關的 2018年 4月 24日基本公開說明書以及 

(e) 2018年 5月 28日及 2018年 8月 14日就基本公開說明書之補充。 

所有納入並構成本公開說明書一部分之文件皆已刋登於發行機構網站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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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 

發行機構之最近三個年度(2015、2016 及 2017 年)及最近期(2018 年上半年) 綜合資產負

債表及綜合損益表詳如附件 E。 

 
 

 



 

 

附件 A ─ 承銷商聲明書 

 

 



 

 

 

 

 

 



 

 

 

 

 

 



 

 

 

 

 

 

 

 

 



 

 

 

 

 

 

 

 

 



 

 

附件 B ─ 主辦承銷商評估報告總結意見 

 



 

 

附件 C ─ 律師法律意見書 

 

 



 

 

附件 D ─ 評等機構之信用評等報告 

 

 



 

 

 
 
 

 

 
 



 

 

 
 
 
 

 
 



 

 

 
 
 
 

 
 



 

 

 
 
 



 
 

 

附件 E ─ 發行機構財務報表 

 

(1) 2018年上半年綜合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益表  

 

綜合資產負債表(單位： 百萬歐元) 06.30.2018 

綜合資產   

現金及存放央行 25,986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225,810 

避險之衍生金融資產 349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9,889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折借銀行同業 43,050 

o/w 企金部門 
 

客戶貼現及放款 87,706 

o/w 企金部門 
 

利率風險避險組合之重評價調整 
 

持有至到期金融資產 
 

按攤銷成本衡量之債務工具  1,228 

保險資產 101,401 

本期所得稅資產 219 

遞延所得稅資產 1,222 

應收款項及其他資產 16,416 

待出售非流動資產 796 

遞延分潤 
 

關聯企業投資 719 

投資性不動產 118 

不動產及設備 796 

無形資產 765 

商譽 3,667 

資產總值 520,137 

  綜合負債及股東權益   

央行存款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 217,899 

避險之衍生金融負債 349 

銀行同業存放 87,057 

o/w 企金部門 
 

客戶存款 39,424 

o/w 企金部門 
 

已發行債務證券 41,044 

利率風險避險組合之重評價調整 98 

本期所得稅負債 476 

遞延所得稅負債 505 

 



 
 

 

應付款項及其他負債 16,158 

o/w 企金部門 
 

待出售非流動負債 775 

保險負債準備 
 

保險負債 90,227 

負債準備 1,753 

次順位債務 3,663 

股東權益(集團權益) 19,180 

普通股股本及公積 
 

合併公積 
 

直接記入權益之利得或損失 
 

不可回復直接記入權益之利得或損失 
 

本期淨利 
 

非控制權益 1,155 

負債及股東權益總額 520,137 

 
 

 
 
 

 
 
 

 
 
 

 
 
 

 
 
 

 
 
 

 
 
 

 
 
 

 
 
 

 
 
 

 
 
 



 
 

 

 

綜合損益表(單位： 百萬歐元) 06.30.2018 

利息收入 2,006 

利息費用 -1,289 

手續費收入 2,884 

手續費費用 -1,213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及負債損

益 
1,118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及負債損益 
11 

除列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損失 -1 

保險項目淨收益 1,455 

其他收益 370 

其他費用 -352 

淨收益 4,989 

營業費用 -3,315 

不動產及設備及無形資產之折舊、攤銷及減損 -120 

營業收益總額 1,554 

呆帳費用 -84 

營業收益淨額 1,471 

關聯企業利潤 10 

其他資產損益 10 

商譽 
 

稅前淨利 1,490 

所得稅費用 -470 

停業部門淨損益 
 

本期淨利 1,020 

o/w:         
 

-集團權益 903 

-非控制權益 118 

 
 
 

 
 
 

 

 
 

 
 
 



 
 

 

(2) 2017 年、2016 年及 2015 年綜合資產負債表(摘自 2016 年註冊文件第 204 至 205

頁及 2017年註冊文件第 194至 195頁及) 及 2017年、2016年及 2015年綜合損益

表(摘自 2016年註冊文件第 206至 207頁及 2017年註冊文件第 196至 197頁) 

 

綜合資產負債表(單位：百萬歐元) 12.31.2017 12.31.2016 12.31.2015 

綜合資產       

現金及存放央行 36,901 26,704 21,19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

產 
184,497 187,628 191,639 

避險之衍生金融資產 339 1,220 1,035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57,885 54,990 52,673 

折借銀行同業 45,289 58,783 71,462 

o/w 企金部門 
   

客戶貼現及放款 136,768 140,303 107,189 

o/w 企金部門 779 758 682 

利率風險避險組合之重評價調整 
   

持有至到期金融資產 1,885 2,066 2,298 

本期所得稅資產 577 436 483 

遞延所得稅資產 1,585 1,908 2,316 

應收款項及其他資產 46,624 46,109 42,967 

待出售非流動資產 738 947 22 

遞延分潤 
   

關聯企業投資 734 666 698 

投資性不動產 1,073 1,084 1,274 

不動產及設備 758 672 680 

無形資產 732 744 770 

商譽 3,601 3,600 3,559 

資產總值 519,987 527,859 500,257 

    
綜合負債及股東權益       

央行存款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

債 
144,885 146,226 158,990 

避險之衍生金融負債 710 2,011 1,918 

銀行同業存放 104,318 101,374 113,743 

o/w 企金部門 46 46 46 

客戶存款 94,571 86,472 64,090 

o/w 企金部門 851 844 818 

已發行債務證券 32,574 48,921 40,426 

利率風險避險組合之重評價調整 138 193 227 

本期所得稅負債 532 554 539 

遞延所得稅負債 620 685 426 

應付款項及其他負債 37,936 44,464 39,937 



 
 

 

o/w 企金部門 0 0 4 

待出售非流動負債 698 813 9 

保險負債準備 76,601 68,810 52,915 

負債準備 1,742 1,994 1,668 

次順位債務 3,674 4,209 4,869 

股東權益(集團權益) 19,795 19,836 19,160 

普通股股本及公積 10,976 10,895 10,812 

合併公積 6,697 6,417 6,088 

直接記入權益之利得或損失 772 1,323 995 

不可回復直接記入權益之利得或損失 -318 -174 -78 

本期淨利 1,669 1,374 1,344 

非控制權益 1,192 1,296 1,341 

負債及股東權益總額 519,987 527,859 500,257 

 
 
 
 

 
 
 

 
 
 

 
 
 

 
 
 

 
 
 

 
 
 

 
 
 

 
 
 

 
 
 

 
 
 

 
 



 
 

 

 

綜合損益表(單位：百萬歐元) 12.31.2017 12.31.2016 12.31.2015 

利息收入 5,880 5,111 4,763 

利息費用 -3,191 -2,457 -2,393 

手續費收入 5,777 5,164 5,312 

手續費費用 -2,208 -2,011 -1,895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

產及負債損益 
2,784 2,119 1,985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之淨損益 426 216 609 

其他利益 11,448 20,840 6,998 

其他費用 -11,448 -20,265 -6,675 

淨收益 9,467 8,718 8,704 

營業費用 -6,390 -5,997 -5,735 

不動產及設備及無形資產之折舊、

攤銷及減損 
-242 -241 -220 

營業收益總額 2,835 2,480 2,749 

呆帳費用 -258 -305 -291 

營業收益淨額 2,577 2,174 2,458 

關聯企業利潤 26 13 46 

其他資產損益 48 175 -31 

商譽 
 

-75 0 

稅前淨利 2,651 2,287 2,473 

所得稅費用 -789 -822 -971 

停業部門淨損益 
   

本期淨利 1,861 1,465 1,502 

o/w：        
   

a集團權益 1,669 1,374 1,344 

a非控制權益 192 90 158 

每股盈餘(歐元) 0.5 0.41 0.41 

每股盈餘歸屬於集團權益 0.5 0.41 0.41 

 
 
 
 

 
 
 

 
 
 

 
 
 

 
 
 

   



 
 

 

損益及其他综合收益表 

(單位： 百萬歐元) 
12.31.2017 12.31.2016 12.31.2015 

本期淨利 1,861 1,465 1502 

確定福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4 -53 77 

金融負債指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

值衡量之信用風險未實現評價損益 
-185 -156 

 

與不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33 71 -28 

關聯企業利得或損失直接記入權益後續不重分類至

損益   

不可重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148 -139 49 

累積換算調整數 -677 129 432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評價損益 -58 273 -120 

避險衍生金融工具未實現評價損益 180 51 98 

與可能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21 -107 16 

關聯企業利得或損失直接記入權益

後續重分類至損益 
-3 3 -2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580 349 424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728 210 473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1,133 1,675 1,974 

集團權益 969 1,568 1,822 

非控制權益 164 107 152 

 
 

 



 
 

 

 
 
 

 
 
 

 
 

發行機構 

 

法商法國外貿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 

Francois Riah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