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富達基金變更 
 

富達基金旗下基金投資目標、政策及風險因素之釐清和增進揭露 

 

 

2019 年 10 月 31 日 
 
親愛的股東： 
 
富達定期檢視旗下基金文件，以確保符合客戶需求，暨反映現行市場慣例以及所有法令規範要求。因此，富達

謹以本信函通知您，基於富達基金董事會（下稱「董事會」）決議，謹提供有關富達基金旗下基金（個別稱「子

基金」，統稱「本基金」）管理方式之若干額外細節，在公開說明書的投資目標、政策及風險因素各節將作進

一步揭露。  
 
我們的紀錄顯示，您是本基金的股東（下稱「股東」或「您」）。有關受影響基金的更多資訊以及對投資目標

和政策所作的詳細說明，請登入以下網站進行瀏覽： 

https://www.fidelity.com.tw/customer-service/announcement.html。 
 
任何沒有在本信函所定義的專有名詞，都將與公開說明書上同義。 
 
董事會相信此變更符合股東的最佳利益。 
 

 
重要事項 

 
• 我們正在增進富達基金旗下基金投資目標、政策及風險因素的揭露，以進一步闡明相關基金的管理方式

以及其投資所附隨之風險。 

• 釐清和增進相關揭露不會影響基金的管理方式。 

• 您現行支付的費用將不會有改變。 
 

• 本函僅供參考，您無需採取任何行動，此等變更將自富達基金最新公開說明書（「公開說明書」）發佈

之日起自動生效。 
 

富達基金 
Société d Investissement à Capital Variable 
2a rue Albert Borschette, L-1246 
B.P. 2174, L-1021 Luxembourg 
R.C.S. Luxembourg B 34036 
 
電話：+352 250 404 1 
傳真：+352 26 38 39 38 
 
 

https://www.fidelity.com.tw/customer-service/announcement.html


由於此變更只是說明和增進相關揭露，不影響本基金的管理方式，故各子基金的風險因素沒有改變，您現行所

支付的費用也將不會有改變。 
  

費用 
 

此變更衍生出的任何法律、法規及郵務費用，將由富達基金的投資經理人 FIL Fund Management Limited 承擔。  
 
本函僅供參考，您無需採取任何行動。 
 
董事會對本信函內容的準確性負責，經其所有合理詢問後，謹此確認已盡其所知且相信此信函之陳述並無遺漏

其他任何事實以致產生誤導。 
 
 
感謝您的投資，若您有進一步詢問，我很期盼為您服務。關於此變更的任何疑問，請聯繫您的服務專員或致電

富達投信客服專線0800-00-99-11。 
 
此致 
 
 

 
 
Nishith Gandhi 
FIL (Luxembourg) S.A. 代表人  

富達基金，法人董事 
 



 

 

 

 
 
 

 
 
 
 

本附件附屬於 2019 年 10 月 31 日所寄出之關於富達基金旗下基金投資目標、政策及風險因素之釐清和增進揭

露之信函(下稱「本信函」) 
 

任何在本附件使用的專有名詞，都將與本信函上同義。  
 

親愛的股東： 
 
如本信函所述，受到本變更影響之基金列表以及對於該等基金之投資目標及政策之釐清相關細節如下。 

 
受到本變更影響之基金列表 

 
富達基金 – 東協基金 

 

富達基金 – 全球高收益基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達基金 – 亞洲聚焦基金 富達基金 – 全球工業基金 

富達基金 – 亞太入息基金(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富達基金 – 全球通膨連結債券基金 

 

富達基金 – 亞洲債券基金(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富達基金 – 全球基礎建設基金(本基金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富達基金 – 亞洲高收益基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達基金 – 全球多重資產收益基金(本基金有相當

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本基金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 

富達基金 – 亞洲小型企業基金 富達基金 – 全球優勢產業基金 

富達基金 – 亞洲成長趨勢基金 富達基金 – 全球不動產基金 

富達基金 – 中國內需消費基金 富達基金 – 全球短期收益基金 

富達基金 – 中國聚焦基金 富達基金 – 全球科技基金 

富達基金 – 新興亞洲基金 富達基金 – 大中華基金 

富達基金 – 新興歐非中東基金 富達基金 – 全球成長與收益基金 

富達基金 –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達基金 – 印度聚焦基金 

 

富達基金 – 新興市場基金 富達基金 – 印尼基金 

富達基金 – 歐洲高收益基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達基金 – 國際基金 

 

富達基金 – 富達目標� 基金 2020 富達基金 – 拉丁美洲基金 

富達基金– 富達歐元目標� 基金 2025 富達基金 – 馬來西亞基金 

富達基金 – 富達歐元目標� 基金 2030 富達基金 – 北歐基金 

富達基金 – 全球債券基金 富達基金 – 太平洋基金 

富達基金 – 全球入息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富達基金 – 泰國基金 

 

富達基金 – 全球金融服務基金 富達基金 – 美元債券基金 

富達基金 – 全球聚焦基金 富達基金 – 世界基金 

Fidelity Funds 
Société d’Investissement à Capital Variable 
2a rue Albert Borschette, L-1246 
B.P. 2174, L-1021 Luxembourg 
R.C.S. Luxembourg B 34036 
 
Tél: +352 250 404 1 
Fax: +352 26 38 39 38 



本基金名稱 投資目標 (現行) 附註  投資目標 (更新後) 附註 

富達基金－東協基金 首要投資於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菲律

賓及印尼證券交易所上市之股票證券。 

參考貨幣：USD  本基金首要投資於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

菲律賓及印尼等東協地區的證券交易所上市之

股票證券。東協國家被界定為東南亞國家協會

的會員國，可能包括若干被視作新興市場的國

家。 

參考貨幣：USD 

本基金投資於東協地區，並可能投資於該地區內不

同國家，其在該地區內任何國家的投資金額不受任

何限制。 

富達基金－亞洲聚焦基

金 

主要投資於亞洲（日本除外）各證券交易所

上市之股票證券。 本基金可直接將其淨資

產投資於中國A 股和B 股。 

參考貨幣：USD 

基金可透過富達基金(香港)有限公司

(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 )的 QFII 配額直接投資

於中國 A 股。 

基金可直接投資其淨資產的高達 10%於

中國A 股和B 股（若包括直接及間接投

資，合計投資金額可達其資產的

30%）。 

 本基金首要投資於亞洲（日本除外）各證券交易

所掛牌之股票證券。該地區包括若干被視作新興

市場的國家。 本基金可直接將其淨資產投資於

中國A 股和B 股。 

參考貨幣：USD 

本基金投資於亞洲（日本除外），並可能投資於該

地區內不同國家，其在該地區內任何國家的投資金

額不受任何限制。 

本基金可透過富達基金(香港)有限公司(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 )的 

QFII 配額及/或任何依法許可之方式（包括滬港通

等可行方式）直接投資於中國 A 股。 

本基金可直接投資其淨資產的高達10%於中國A股

和 B 股（若包括直接及間接投資，合計投資金額低

於其資產的 30%）。 

富達基金－亞太入息基

金（本基金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本基金旨在透過主要投資其總部或主要業務

在亞太地區的企業之收益股票證券，實現收

益和長期資本增長。投資經理人會選擇其認

為可提供具有吸引力之股息收益及價格增長

之投資。 

參考貨幣：USD 

 

 本基金旨在透過首要投資其總部或主要業務在亞

太地區的企業之收益股票證券，實現收益和長期

資本增長。該地區包括若干被視作新興市場的國

家。投資經理人會選擇其認為可提供具有吸引力

之股息收益及價格增長之投資。 

參考貨幣：USD 

本基金投資於亞太地區，並可能投資於該地區內不

同國家，其在該地區內任何國家的投資金額不受任

何限制。 

富達基金－亞洲債券基

金（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基金旨在主要透過投資於在亞洲地區進行

主要業務活動的發行機構所發行的投資級

固定收益債券，以賺取收益及資本增值。 

參考貨幣：USD  基金旨在主要透過投資於在亞洲地區進行主要業

務活動的發行人所發行的投資等級固定收益證

券，以賺取收益及資本增值。該地區包括若干被

視作新興市場的國家。 

參考貨幣：USD 

本基金投資於亞洲地區，並可能投資於該地區內不

同國家，其在該地區內任何國家的投資金額不受任

何限制。 



本基金名稱 投資目標 (現行) 附註  投資目標 (更新後) 附註 

富達基金－亞洲高收益

基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

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本基金透過主要投資於主要營業活動位於亞

洲地區的發行人所發行之高收益、次投資級

證券或次投資級發行人的高收益證券，追求

高水準的流動收益及資本增值。本基金將適

合尋求高收益及資本增值，並準備接納與此

類投資有關之風險的投資人。本基金主要投

資之債務證券類型具有高風險且毋須符合最

低評等準則。並非所有證券均會獲國際認可

評等機構給予信譽評等。本基金可將其淨資

產直接投資於在中國認可市場掛牌上市或交

易的中國境內固定收益證券。 

投資組合資訊： 

此等中國境內固定收益證券係在中國認可市

場掛牌上市或交易，且係由許多不同類型之

發行人，例如政府機構、準政府機構、銀

行、金融機構或其他於中國組設且於中國進

行商業活動之公司法人，予以發行。 

參考貨幣：USD 

基金可透過富達基金(香港)有限公司

(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的QFII 配額直接投資於

在中國認可市場掛牌上市或交易的中國

境內固定收益證券。基金可直接投資其

淨資產的高達 10%於中國境內固定收

益證券（若包括間接投資，則直接及間

接投資合計金額可達其資產的 30%）。 

中國認可市場係指上海證券交易所、深

圳證券交易所和涉及固定收益類基金之

中國內地銀行間債券市場（視情況而

定）。 

 本基金透過主要投資於主要營業活動位於亞洲地

區的發行人所發行之高收益、次投資等級證券或

次投資等級發行人的高收益債務證券，追求高水

準的流動收益及資本增值。該地區包括若干被視

作新興市場的國家。 

本基金將適合尋求高收益及資本增值，並準備接

納與此類投資有關之風險的投資人。本基金主要

投資之債務證券類型具有高風險且毋須符合最低

評等準則。並非所有證券均會獲國際認可評等機

構給予信譽評等。本基金可將其淨資產直接投資

於在中國認可市場掛牌上市或交易的中國境內固

定收益證券。 

投資組合資訊： 

此等中國境內固定收益證券係在中國認可市場掛

牌上市或交易，且係由許多不同類型之發行人，

例如政府機構、準政府機構、銀行、金融機構或

其他於中國組設且於中國進行商業活動之公司法

人，予以發行。 

參考貨幣：USD 

本基金投資於亞洲地區，並可能投資於該地區內不

同國家，其在該地區內任何國家的投資金額不受任

何限制。本基金可透過富達基金(香港)有限公司

(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的 QFII 配額直接投資於在中國認可市場掛

牌上市或交易的中國境內固定收益證券。 

本基金可直接投資其淨資產的高達 10%於中國境

內固定收益證券（若包括間接投資，則直接及間接

投資合計金額低於其資產的 30%）。 

富達基金－亞洲小型企

業基金 

本基金旨在透過主要投資於以亞太地區（日

本除外）為總部或為主要活動地區之多元化

小型公司投資組合，以實現長期資本增長。 

投資組合資訊： 

小型公司之定義一般係指市值低於 50 億美

元（以總市值計）之公司。基金可投資於上

述市值範圍以外之其他公司。 

參考貨幣：USD  本基金旨在透過主要投資於以亞太地區（日本除

外）為總部或為主要活動地區之多元化小型公司

投資組合，以實現長期資本增長。該地區包括若

干被視作新興市場的國家。 

投資組合資訊： 

小型公司之定義一般係指市值低於 50 億美元（以

總市值計）之公司。基金可投資於上述市值範圍

以外之其他公司。 

參考貨幣：USD 

本基金投資於亞太地區（日本除外），並可能投資於該

地區內不同國家，其在該地區內任何國家的投資金額

不受任何限制。 

富達基金－亞洲成長趨

勢基金 

主要投資於成長趨勢股票和亞洲（日本除外）

較小的成長型公司。成長趨勢股票一般在淨

資產或收益潛力方面具有吸引力，這些股票

的其他因素可能對股票價格有積極影響。多

達 25%的投資組合可由非成長趨勢股票和較

小成長型公司所構成。該基金可直接將其淨

資產投資於中國A 股和B 股。 

參考貨幣：USD 

基金可透過富達基金(香港)有限公司

(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的QFII 配額直接投資於

中國 A 股。基金可直接投資其淨資產

的高達10%於中國A 股和B 股（若包括

直接及間接投資，合計投資金額可達其

資產的30%）。 

 本基金首要投資於成長趨勢股票和亞洲（日本除

外）較小的成長型公司。該地區包括若干被視作

新興市場的國家。成長趨勢股票一般在淨資產或

收益潛力方面具有吸引力，這些股票的其他因素

可能對股票價格有積極影響。多達 25%的投資組

合可由非成長趨勢股票和較小成長型公司所構

成。本基金可直接將其淨資產投資於中國A 股和

B 股。 

參考貨幣：USD 

本基金投資於亞洲（日本除外），並可能投資於該地區

內不同國家，其在該地區內任何國家的投資金額不受

任何限制。 

本基金可透過富達基金(香港)有限公司(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的

QFII 配額及/或任何依法許可之方式（包括滬港通等可

行方式）直接投資於中國 A 股。 

本基金可直接投資其淨資產的高達10%於中國A 股和

B 股（若包括直接及間接投資，合計投資金額低於其資

產的30%）。 



本基金名稱 投資目標 (現行) 附註  投資目標 (更新後) 附註 

富達基金－中國內需消

費基金 

本基金著眼於透過主要投資於那些將總部設

立於中國或香港或者在中國或香港開展絕大

部分經營活動的公司的股票證券，實現長期

的資本增長。這些公司從事面向中國消費者

的商品的開發、製造或銷售。本基金可直接

將其淨資產投資於中國A 股和B 股。 

參考貨幣：USD 

基金可透過富達基金(香港)有限公司

(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的QFII 配額直接投資於

中國 A 股。基金可直接投資其淨資產

的高達10%於中國A 股和B 股（若包括

直接及間接投資，合計投資金額可達其

資產的30%）。 

 本基金著眼於透過主要投資於那些將總部設立

於中國或香港或者在中國或香港開展絕大部分

經營活動的公司的股票證券，實現長期的資本

增長。中國被視作新興市場。這些公司從事面

向中國消費者的商品的開發、製造或銷售。本

基金可直接將其淨資產投資於中國 A 股和 B

股。 

參考貨幣：USD 

本基金可透過富達基金(香港)有限公司(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的

QFII 配額及/或任何依法許可之方式（包括滬港通等可

行方式）直接投資於中國 A 股。 

本基金可直接投資其淨資產的高達10%於中國A股和B

股（若包括直接及間接投資，合計投資金額低於其資

產的 30%）。 

富達基金－中國聚焦基

金 

本基金將投資於中國和香港上市的中國公司

的證券以及在中國開展大量經營活動的非中

國公司的證券，主要集中於中國市場。本基

金可直接將其淨資產投資於中國A 股和B

股。 

參考貨幣：USD 

基金可透過富達基金(香港)有限公司

(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 )的 QFII 配額直接投資

於中國 A 股。 

基金可直接投資其淨資產的高達 10%於

中國A 股和B 股（若包括直接及間接投

資，合計投資金額可達其資產的

30%）。 

 本基金透過投資於中國和香港上市的中國公司的

證券以及在中國開展大量經營活動的非中國公司

的證券，主要集中於中國市場。中國被視作新興

市場。本基金可直接將其淨資產投資於中國A 股

和B 股。 

參考貨幣：USD 

本基金投資於中國及香港，其在香港或中國的投資金

額不受任何限制。 

本基金可透過富達基金(香港)有限公司(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 )的 

QFII 配額及/或任何依法許可之方式（包括滬港通等可

行方式）直接投資於中國 A 股。 

本基金可直接投資其淨資產的高達10%於中國A 股和

B 股（若包括直接及間接投資，合計投資金額低於其資

產的30%）。 

富達基金－新興亞洲基

金 

本基金旨在透過主要投資於總部設在被摩根

士丹利新興亞洲市場指數視為新興市場，即

亞洲開發中國家，或於該地區經營主要業務

的公司之證券，以實現長期資本增長目標。

本基金可將其淨資產直接投資於中國A 股及

B 股。 

參考貨幣：USD 

基金可透過富達基金(香港)有限公司

(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的QFII 配額直接投資於

中國A 股。 

基金可直接投資其淨資產的高達10%於

中國A 股和B 股（若包括直接及間接投

資，合計投資金額可達其資產的

30%）。 

 本基金旨在透過首要投資於總部設在被摩根士丹

利新興亞洲市場指數視為新興市場，即亞洲開發

中國家，或於該地區經營主要業務的公司之證

券，以實現長期資本增長目標。本基金可將其淨

資產直接投資於中國A 股及B 股。 

參考貨幣：USD 

本基金投資於亞洲開發中國家，並可能投資於該地區

內不同國家，其在該地區內任何國家的投資金額不受

任何限制。本基金可透過富達基金(香港)有限公司

(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

的QFII 配額及/或任何依法許可之方式（包括滬港通等

可行方式）直接投資於中國A 股。本基金可直接投資

其淨資產的高達10%於中國A 股和B 股（若包括直接

及間接投資，合計投資金額低於其資產的30%）。 

富達基金－新興歐非中

東基金 

本基金旨在透過首要投資於總公司設於摩根

士丹利新興歐洲、中東及非洲指數所視為新

興市場，即歐洲中部、東部和南部(包括俄

羅斯）、中東及非洲等發展中國家，或於該

地區經營主要業務之企業證券，以實現長期

資本增長目標。 

參考貨幣：USD 

一般的理解是，根據現行盧森堡規則，

基金不可將多於10%之淨資產投資於並

未在管制市場上買賣之未上市證券。對

俄羅斯證券所作之部分投資視作屬於該

限制之範圍。 

 本基金旨在透過首要投資於總公司設於摩根士丹

利新興歐洲、中東及非洲指數所視為新興市場，

即歐洲中部、東部和南部（包括俄羅斯）、中東

及非洲等開發中國家，或於該地區經營主要業務

之企業證券，以實現長期資本增長目標。 

參考貨幣：USD 

本基金投資於中歐、東歐和南歐（包括俄羅斯）、中東

及非洲等開發中國家，並可能投資於該地區內不同國

家，其在該地區內任何國家的投資金額不受任何限

制。一般的理解是，根據現行盧森堡規則，基金不可

將多於10%之淨資產投資於並未在管制市場上買賣之

未上市證券。對俄羅斯證券所作之部分投資視作屬於

該限制之範圍。 



本基金名稱 投資目標 (現行) 附註  投資目標 (更新後) 附註 

富達基金－新興市場債

券基金（本基金主要係投

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

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本基金旨在透過主要投資於環球新興市場之

債務證券，以達到獲取收入及資本增值。本

基金亦投資於其他類別之證券，包括本地市

場債務工具、固定收益、新興市場發行公司

發行之權益證券及公司債券、以及低質素債

務證券。投資均可於（雖不限於）拉丁美洲、

東南亞、非洲、東歐（包括俄羅斯）及中東

內進行。本基金可將其淨資產直接投資於在

中國認可市場掛牌上市或交易的中國境內固

定收益證券。 

投資組合資訊： 

中國境內固定收益證券係在中國認可市場掛

牌上市或交易，且係由許多不同類型之發行

人，例如政府機構、準政府機構、銀行、金

融機構或其他於中國組設且於中國進行商業

活動之公司法人，予以發行。 

參考貨幣：USD 

一般的理解是，根據現行盧森堡規則，

基金不可將多於10%之淨資產投資於並

未在管制市場上買賣之未上市證券。對

俄羅斯證券所作之部分投資視作屬於該

限制之範圍。 

本基金可透過 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 的

QFII 配額直接投資於在中國認可市場

掛牌上市或交易的中國境內固定收益證

券。本基金可將其淨資產的高達 10%

直接投資於中國境內固定收益證券（若

包括直接和間接投資，合計投資金額可

達其資產的 30%）。 

中國認可市場係指上海證券交易所、深

圳證券交易所和涉及固定收益類基金之

中國內地銀行間債券市場（視情況而

定）。 

 本基金旨在透過主要投資於全球新興市場之債務

證券，以達到獲取收入及資本增值。本基金亦投

資於其他類別之證券，包括本地市場債務工具、

固定收益、新興市場發行公司發行之權益證券及

公司債券、以及低質素債務證券。投資均可於

（雖不限於）拉丁美洲、東南亞、非洲、東歐（包

括俄羅斯）及中東內進行。本基金可將其淨資產

直接投資於在中國認可市場掛牌上市或交易的中

國境內固定收益證券。 

投資組合資訊： 

中國境內固定收益證券係在中國認可市場掛牌上

市或交易，且係由許多不同類型之發行人，例如

政府機構、準政府機構、銀行、金融機構或其他

於中國組設且於中國進行商業活動之公司法人，

予以發行。 

參考貨幣：USD 

本基金投資於拉丁美洲、亞洲、非洲、東歐（包括俄

羅斯）及中東地區，並可能投資於該地區內不同國

家，其在該地區內任何國家的投資金額不受任何限

制。一般的理解是，根據現行盧森堡規則，基金不

可將多於10%之淨資產投資於並未在管制市場上買賣

之未上市證券。對俄羅斯證券所作之部分投資視作

屬於該限制之範圍。 

本基金可透過富達基金(香港)有限公司(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的

QFII 配額直接投資於在中國認可市場掛牌上市或交

易的中國境內固定收益證券。本基金可將其淨資產

的高達 10%直接投資於中國境內固定收益證券（若包

括直接和間接投資，合計投資金額低於其資產的

30%）。 

富達基金－新興市場基

金 

主要投資於經濟快速成長地區，包括拉丁美

洲、東南亞、非洲、東歐（包括俄羅斯）及

中東國家。本基金可將其淨資產直接投資於

中國A 股及B 股。 

參考貨幣：USD 

一般的理解是，根據現行盧森堡規則，

基金不可將多於10%之淨資產投資於並

未在管制市場上買賣之未上市證券。對

俄羅斯證券所作之部分投資視作屬於該

限制之範圍。 

基金可透過富達基金(香港)有限公司

(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 的QFII 配額直接投資於

中國A 股。基金可直接投資其淨資產的

高達 10%於中國A 股和B 股（若包括直

接及間接投資，合計投資金額可達其資

產的 30%）。 

 本基金首要投資於經濟快速成長地區，包括拉丁

美洲、東南亞、非洲、東歐（包括俄羅斯）及中

東國家。該地區包括新興市場。本基金可將其淨

資產直接投資於中國A 股及B 股。 

參考貨幣：USD 

本基金投資於拉丁美洲、亞洲、非洲、東歐（包括俄羅

斯）及中東地區，並可能投資於該地區內不同國家，其

在該地區內任何國家的投資金額不受任何限制。一般

的理解是，根據現行盧森堡規則，基金不可將多於

10%之淨資產投資於並未在管制市場上買賣之未上市

證券。對俄羅斯證券所作之部分投資視作屬於該限制

之範圍。 

本基金可透過富達基金(香港)有限公司(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 的

QFII 配額及/或任何依法許可之方式（包括滬港通等可

行方式）直接投資於中國A 股。本基金可直接投資其

淨資產的高達10%於中國A 股和B 股（若包括直接及

間接投資，合計投資金額低於其資產的 30%）。 



本基金名稱 投資目標 (現行) 附註  投資目標 (更新後) 附註 

富達基金－歐洲高收益

基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

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本基金透過主要投資於總部或主要活動設於

西歐、中歐和東歐（包括俄羅斯）之發行商

所發行之高收益、次投資級證券，尋求高水

平定期收入及資本增值。本基金首要投資之

債務證券種類屬高風險，將不需要符合最低

評等準則。多數（但不一定是全部）會獲國

際認可評等機構就信譽給予評等。 

參考貨幣：Euro 

一般的理解是，根據現行盧森堡規則，

基金不可將多於 10%之淨資產投資於

並未在管制市場上買賣之未上市證券。

對俄羅斯證券所作之部分投資視作屬於

該限制之範圍。 

 本基金透過主要投資於總部或主要活動設於西

歐、中歐和東歐（包括俄羅斯）之發行人所發行

之高收益、次投資等級債務證券，尋求高水平定

期收入及資本增值。該地區包括若干被視作新興

市場的國家。本基金主要投資之債務證券屬高風

險，且不需要符合最低信用評等準則。多數（但

不一定是全部）會獲國際認可評等機構就信譽給

予評等。 

參考貨幣：Euro 

本基金投資於西歐、中歐和東歐（包括俄羅斯），並

可能投資於該地區內不同國家，其在該地區內任何

國家的投資金額不受任何限制。一般的理解是，根

據現行盧森堡規則，基金不可將多於 10%之淨資產

投資於並未在管制市場上買賣之未上市證券。對俄

羅斯證券所作之部分投資視作屬於該限制之範圍。 

富達基金－富達目標™

基金 2020 

本基金旨在為計劃於二零二零年提取大部份

投資的投資人提供長期資本增長。本基金將

隨著二零二零年的接近，根據日益審慎的資

產組合，投資於全球股票、債券、附息債務

證券及貨幣市場證券。 

參考貨幣：USD  本基金旨在為計劃於二零二零年提取大部份投資

的投資人提供長期資本增長。本基金將隨著二零

二零年的接近，根據日益審慎的資產組合，投資

於全球（包括新興市場）股票、債券、附息債務

證券及貨幣市場證券。 

參考貨幣：USD 

由於本基金可在全球進行投資，故可能會投資於不同

國家和地區，其在某個國家或地區的投資金額不受任

何限制。 

富達基金－富達（歐元）

目標™基金 2025 

基金著眼於為那些計畫在 2025 年提取大部

分投資的歐元投資人提供長期資本增值。基

金一般投資於廣泛系列的投資專案，涵蓋世

界各地的市場，提供投資於債券、股票、附

息證券和貨幣市場證券以及工具的機會，提

供投資於商品的機會，並根據資產配置情

況，到 2025 年時，投資將趨於保守。基金

名稱中的歐元是指一種參考貨幣，而非投資

貨幣。相對應的，基金也可能投資於其他貨

幣而非歐元的資產。 

參考貨幣：Euro 

此基金的任何商品風險均可通過合格工

具和衍生性工具獲得，這些衍生性工具

包括UCITS/或其他UCI的單位/股份、

外匯交易基金、符合 2008 年 2 月8 日

大公國條例第 9 條之商品指數換匯交

易，及未有嵌入式衍生性商品之可轉讓

有價證券與貨幣市場工具。 

 本基金著眼於為那些計畫在 2025 年提取大部分

投資的歐元投資人提供長期資本增值。基金一般

投資於廣泛系列的投資專案，涵蓋世界各地（包

括新興市場）的市場，提供投資於債券、股票、

附息證券和貨幣市場證券以及工具的機會，提供

投資於商品的機會，並根據資產配置情況，到

2025 年時，投資將趨於保守。基金名稱中的歐

元是指一種參考貨幣，而非投資貨幣。相對應

的，基金也可能投資於其他貨幣而非歐元的資

產。 

參考貨幣：Euro 

由於本基金可在全球進行投資，故可能會投資於不同

國家和地區，其在某個國家或地區的投資金額不受任

何限制。 

本基金就任何商品之曝險均可通過合格工具和衍生性

工具獲得，這些衍生性工具包括UCITS/或其他UCI

的單位/股份、外匯交易基金、符合 2008 年2 月8 日

大公國條例第 9 條之商品指數換匯交易，及未有嵌入

式衍生性商品之可轉讓有價證券與貨幣市場工具。 

富達基金－富達（歐元）

目標™基金 2030 

基金著眼於為那些計畫在 2030 年提取大部

分投資的歐元投資人提供長期資本增值。基

金一般投資於廣泛系列的投資專案，涵蓋世

界各地的市場，提供投資於債券、股票、附

息證券和貨幣市場證券以及工具的機會，提

供投資於商品的機會，並根據資產配置情

況，到 2030 年時，投資將趨於保守。基金

名稱中的歐元是指一種參考貨幣，而非投資

貨幣。相對應的，基金也可能投資於其他貨

幣而非歐元的資產。 

參考貨幣：Euro 

此基金的任何商品風險均可通過合格工

具和衍生性工具獲得，這些衍生性工具

包括UCITS/或其他UCI 的單位/股份、

外匯交易基金、符合 2008 年 2 月8 日

大公國條例第 9 條之商品指數換匯交

易，及未有嵌入式衍生性商品之可轉讓

有價證券與貨幣市場工具。 

 本基金著眼於為那些計畫在 2030 年提取大部分

投資的歐元投資人提供長期資本增值。基金一般

投資於廣泛系列的投資專案，涵蓋世界各地（包

括新興市場）的市場，提供投資於債券、股票、

附息證券和貨幣市場證券以及工具的機會，提供

投資於商品的機會，並根據資產配置情況，到

2030 年時，投資將趨於保守。基金名稱中的歐

元是指一種參考貨幣，而非投資貨幣。相對應

的，基金也可能投資於其他貨幣而非歐元的資

產。 

參考貨幣：Euro 

由於本基金可在全球進行投資，故可能會投資於不同

國家和地區，其在某個國家或地區的投資金額不受任

何限制。 

本基金就任何商品之曝險均可通過合格工具和衍生性

工具獲得，這些衍生性工具包括UCITS/或其他UCI

的單位/股份、外匯交易基金、符合 2008 年2 月8 日

大公國條例第 9 條之商品指數換匯交易，及未有嵌入

式衍生性商品之可轉讓有價證券與貨幣市場工具。 



本基金名稱 投資目標 (現行) 附註  投資目標 (更新後) 附註 

富達基金－全球債券基

金 

投資於全球市場，以追求美元計價之績效擴

至最大為目標。本基金可將其淨資產直接投

資於在中國認可市場掛牌上市或交易的中國

境內固定收益證券。 

投資組合資訊： 

中國境內固定收益證券係在中國認可市場掛

牌上市或交易，且係由許多不同類型之發行

人，例如政府機構、準政府機構、銀行、金

融機構或其他於中國組設且於中國進行商業

活動之公司法人，予以發行。 

參考貨幣：USD 

本基金可透過 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 的

QFII 配額直接投資於在中國認可市場

掛牌上市或交易的中國境內固定收益證

券。本基金可將其淨資產的高達 10%

直接投資於中國境內固定收益證券（若

包括直接和間接投資，合計投資金額可

達其資產的 30%）。 

中國認可市場係指上海證券交易所、深

圳證券交易所和涉及固定收益類基金之

中國內地銀行間債券市場（視情況而

定）。 

 本基金投資於全球市場發行之固定收益證券，以

追求美元計價之績效擴至最大為目標。本基金可

將其淨資產直接投資於在中國認可市場掛牌上市

或交易的中國境內固定收益證券。由於本基金可

在全球進行投資，故可能會投資於被視作新興市

場的國家。 

投資組合資訊： 

中國境內固定收益證券係在中國認可市場掛牌上

市或交易，且係由許多不同類型之發行人，例如

政府機構、準政府機構、銀行、金融機構或其他

於中國組設且於中國進行商業活動之公司法人，

予以發行。 

參考貨幣：USD 

本基金可透過富達基金(香港)有限公司(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的

QFII 配額直接投資於在中國認可市場掛牌上市或交

易的中國境內固定收益證券。本基金可將其淨資產

的高達 10%直接投資於中國境內固定收益證券（若包

括直接和間接投資，合計投資金額低於其資產的

30%）。 

富達基金－全球入息基

金（本基金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本基金旨在透過首要投資於環球企業的收益

性股票證券，以追求收益及長線資本增長。

投資經理人將以其認定具股息收益吸引力，

並具資本增值潛力的投資為標的。 

參考貨幣：USD  本基金旨在透過首要投資於全球企業的收益性

股票證券，以追求收益及長線資本增長。投資

經理人將以其認定具股息收益吸引力，並具資

本增值潛力的投資為標的。由於本基金可在全

球進行投資，故可能會投資於被視作新興市場

的國家。 

參考貨幣：USD 

由於本基金可在全球進行投資，故可能會投資於不同

國家和地區，其在任何單一國家或地區的投資金額不

受任何限制。 

富達基金－全球金融服

務基金 

主要透過投資全球參與向個人及企業提供金

融服務公司的股票證券，為投資人帶來長期

資本增長。 

參考貨幣：Euro  本基金首要透過投資全球參與向個人及企業提供

金融服務公司的股票證券，為投資人帶來長期資

本增長。由於本基金可在全球進行投資，故可能

會投資於被視作新興市場的國家。 

參考貨幣：Euro 

 

富達基金－全球聚焦基

金 

本基金旨在透過主要投資於全球股票市場上

的股票組合，實現長期資本增長。基金經理

可自由選擇投資於不同規模、產業及地區的

公司，亦會專注投資於數目有限之公司，故

本基金的投資組合比較集中。 

參考貨幣：USD  本基金旨在透過主要投資於全球股票市場上的股

票組合，實現長期資本增長。基金經理可自由選

擇投資於不同規模、產業及地區的公司，亦會專

注投資於數目有限之公司，故本基金的投資組合

比較集中。由於本基金可在全球進行投資，故可

能會投資於被視作新興市場的國家。 

參考貨幣：USD 

 



本基金名稱 投資目標 (現行) 附註  投資目標 (更新後) 附註 

富達基金－全球高收益

基金 (本基金主要係投

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

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本基金透過主要投資於全球的發行人所發

行之高收益、次投資級債務證券，追求高

水準的當期收益及資本增值。投資經理人

投資之重點較集中於部分特定債務證券，

故投資組合分散程度較低。本基金適合尋

求高收益及資本增值，並可接納本基金投

資相關風險的投資人。本基金主要投資之

債務證券屬高風險，且不需符合最低信用

評等準則。多數（但不一定是全部）會獲

國際認可評等機構就信譽給予評等。本基

金可將其淨資產直接投資於在中國認可市

場掛牌上市或交易的中國境內固定收益證

券。  

投資組合資訊： 

中國境內固定收益證券係在中國認可市場

掛牌上市或交易，且係由許多不同類型之

發行人，例如政府機構、準政府機構、銀

行、金融機構或其他於中國組設且於中國

進行商業活動之公司法人，予以發行。 

參考貨幣：USD 

基金可透過 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 的

QFII 配額直接投資於在中國認可市場

掛牌上市或交易的中國境內固定收益證

券。本基金可直接投資其淨資產的高達

10%於中國境內固定收益證券（若包括間

接投資，則直接及間接投資合計金額可

達其資產的 30%）。 

中國認可市場係指上海證券交易所、深

圳證券交易所和涉及固定收益類基金之

中國內地銀行間債券市場（視情況而

定）。 

 本基金透過主要投資於全球的發行人所發行之

高收益、次投資等級債務證券，追求高水準的

當期收益及資本增值。投資經理人投資之重點

較集中於部分特定債務證券，故投資組合分散

程度較低。本基金適合尋求高收益及資本增

值，並可接納本基金投資相關風險的投資人。

本基金主要投資之債務證券屬高風險，且不需

符合最低信用評等準則。多數（但不一定是全

部）會獲國際認可評等機構就信譽給予評等。

本基金可將其淨資產直接投資於在中國認可市

場掛牌上市或交易的中國境內固定收益證券。

由於本基金可在全球進行投資，故可能會投資

於被視作新興市場的國家。 

投資組合資訊： 

中國境內固定收益證券係在中國認可市場掛牌

上市或交易，且係由許多不同類型之發行人，

例如政府機構、準政府機構、銀行、金融機構

或其他於中國組設且於中國進行商業活動之公

司法人，予以發行。 

參考貨幣：USD 

由於本基金可在全球進行投資，故可能會投資於不

同國家和地區，其在任何單一國家或地區的投資金

額不受任何限制。 

本基金可透過富達基金(香港)有限公司(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的

QFII 配額直接投資於在中國認可市場掛牌上市或交

易的中國境內固定收益證券。本基金可直接投資其

淨資產的高達 10%於中國境內固定收益證券（若包括

間接投資，則直接及間接投資合計金額低於其資產

的 30%）。 

富達基金－全球工業基

金 

主要透過投資於全球從事與原生及再生循環

原料、服務有關之工業開發、製造、銷售、

供應之公司股票證券，為投資人帶來長期資

本增長。 

參考貨幣：Euro  本基金首要透過投資於全球從事與原生及再生循

環原料、服務有關之工業開發、製造、銷售、供

應之公司股票證券，為投資人帶來長期資本增

長。由於本基金可在全球進行投資，故可能會投

資於被視作新興市場的國家。 

參考貨幣：Euro 

 



本基金名稱 投資目標 (現行) 附註  投資目標 (更新後) 附註 

富達基金－全球通膨連

結債券基金 

本基金旨在利用全球通膨連結、利率以至信

貸市場等一系列不同的策略，以追求吸引的

實質收益和資本增值為目標。這些策略包括

但不限於主動殖利率曲線策略、各類債輪

動、挑選債券、相對價值管理和存續期管

理。基金主要投資於債券及短期證券，並可

投資於衍生性商品。 

基金主要投資於全球成熟市場與新興市場的

發行機構（包括但不限於政府、機構、超國

家機構、企業及銀行）發行的通膨連結債

券、名目債券及其他債務證券。基金可將最

多 30%的資產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及銀行

存款，最多 25%投資於可轉換公司債及最

多 10%投資於股份及其他參與供股權。這

些投資包括投資級別和非投資級別資產。 

本基金也可以投資UCITS和UCIs等投資工

具。 

參考貨幣：USD 

所指的指數是符合以下條例對若干定義

的澄清：2010 年法例第 44 條。 

 本基金旨在利用全球通膨連結、利率以至信貸市

場等一系列不同的策略，以追求吸引的實質收益

和資本增值為目標。這些策略包括但不限於主動

殖利率曲線策略、各類債輪動、挑選債券、相對

價值管理和存續期管理。本基金主要投資於債券

及短期證券，並可投資於衍生性商品。 

本基金主要投資於全球成熟市場與新興市場的發

行人（包括但不限於政府、機構、超國家機構、

企業及銀行）發行之通膨連結債券、名目債券及

其他債務證券。本基金可將低於 30%之資產投

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及銀行存款，最多 25%投資

於可轉換債券及最多 10%投資於股份及其他參

與供股權。這些投資包括投資等級和非投資等級

資產。 

參考貨幣：USD 

由於本基金可在全球進行投資，故可能會投資於不

同國家和地區，其在某個國家或地區的投資金額不

受任何限制。所指的指數是符合以下條例對若干定

義的澄清：2010 年法例第 44 條。 

富達基金－全球基礎建

設基金 (本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主要透過投資於全球精選的基礎建設產業資

產類別，包括但不限於電信、公用事業、能

源、交通運輸及社會(包含教育服務及醫療

保健設施)之股票證券，以提供投資人收益

及長期資本成長為目標。 

參考貨幣：Euro 

 
 本基金首要透過投資於全球精選的基礎建設產業

資產類別，包括但不限於電信、公用事業、能

源、交通運輸及社會（包含教育服務及醫療保健

設施）之公司股票證券，為投資人帶來收益及長

期資本增長。由於本基金可在全球進行投資，故

可能會投資於被視作新興市場的國家。 

參考貨幣：Euro 

 



本基金名稱 投資目標 (現行) 附註  投資目標 (更新後) 附註 

富達基金－全球多重資

產收益基金(本基金有

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

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本基金旨在透過中長期投資於全球固定收益

證券及全球股票以提供收益和資本增值。 

本基金將根據各資產類別及投資地區之獲利

潛能，採取主動式的資產配置策略，以追求

收益及資本增值。本基金所投資之主要資產

類別以全球投資級債券、全球高收益債券、

新興市場債券及全球股票為主。 

本基金可將最多 50%的資產投資於全球政

府債券，可將各不超過 30%的資產投資於

基礎建設證券以及不動產投資信託

(REITs)。 

本基金也可以投資UCITS和UCIs等投資工

具。 

投資組合資訊： 

根據上述的資產類別，在正常市場情況下，

本基金可將最多 100%的資產投資於全球投

資級債券，最多 50%的資產投資於新興市

場債券，最多 50%之資產投資於全球股

票，最多 60%的資產投資於全球高收益債

券。 

在不利的市場環境中，本基金可以現金或貨

幣市場工具（現金、短期存款、存單、票據

或貨幣市場基金）的形式持有超過 10%的資

產。 

參考貨幣：USD 

本基金最多可將其淨資產之10%投資於

符合 2010 年法律針對貨幣市場工具所

訂定之條件的貸款（符合本部份公開說

明書第 V, A. I 2. 段所述的 10% 限制

以內）。 

此基金已獲香港證券暨期貨事務監察委

員會之單位信託及共同基金法規認可，

而非證券暨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之房地

產投資信託法規。該權利不代表官方建

議。 

不動產投資信託(REITs)可能未獲香港

證券暨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之法規認

可。本基金並不根據所投資之不動產投

資信託(REITs)之配息方式配息。 

 本基金旨在透過中長期投資於全球固定收益證券

及全球股票以提供收益和資本增值。 

本基金將根據各資產類別及投資地區之獲利潛

能，採取主動式的資產配置策略，以追求收益及

資本增值。本基金所投資之主要資產類別以全球

投資等級債券、全球高收益債券、新興市場債券

及全球股票為主。由於本基金可在全球進行投

資，故可能會投資於被視作新興市場的國家。 

本基金可將最多 50%的資產投資於全球政府債

券，可將各自低於 30%的資產投資於基礎建設

證券以及認可的封閉型不動產投資信託

(REITs)。 

投資組合資訊： 

根據上述的資產類別，在正常市場情況下，本基

金可將最多 100%之資產投資於全球投資等級債

券，最多 50%之資產投資於新興市場債券，最

多 50%之資產投資於全球股票，最多 60%之資

產投資於全球高收益債券。 

在不利的市場環境中，本基金可以現金或貨幣市

場工具（現金、短期存款、存單、票據或貨幣市

場基金）的形式持有超過 10%之資產。 

參考貨幣：USD 

由於本基金可在全球進行投資，故可能會投資於不同

國家和地區，其在任何單一國家或地區的投資金額不

受任何限制。本基金最多可將其淨資產之10%投資於

符合 2010 年法律針對貨幣市場工具所訂定之條件的

貸款（符合本部份公開說明書第 V, A. I 2. 段所述的 

10% 限制以內）。 

本基金亦獲香港證券暨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

之單位信託及共同基金法規認可，而非證券暨期貨事

務監察委員會之房地產投資信託法規。證監會的認可

並非對某計畫的推薦或背書，亦不保證某計畫的商業

價值或其績效。這並不意味著該計畫適合所有投資

人，亦不表示對任何特定投資人或投資人類別之適合

度的認可。 

不動產投資信託(REITs)可能未獲香港證券暨期貨事

務監察委員會之法規認可。本基金並不根據所投資之

不動產投資信託(REITs)之配息方式配息。 

本基金之收益來源將主要來自其持有股票所分配之股

息及持有債券所分配之票息。 

富達基金－全球優勢產

業基金 

 

旨在透過主要投資於全球各產業（包括但不

限於消費、金融服務、健康護理、工業、天

然資源、科技及電訊業）之公司股票證券，

為投資人帶來長期資本增長。 

參考貨幣：USD  本基金旨在透過主要投資於全球各產業（包括但

不限於消費、金融服務、健康護理、工業、天然

資源、科技及電訊業）之公司股票證券，為投資

人帶來長期資本增長。由於本基金可在全球進行

投資，故可能會投資於被視作新興市場的國家。 

參考貨幣：USD 

由於本基金可在全球進行投資，故可能會投資於不同

國家和地區，其在任何單一國家或地區的投資金額不

受任何限制。 

自2019年12月16日或董事會決定的其他日期起，本

基金將併入 Fidelity Funds – FIRST All Country World 

Fund。屆時起，本基金股東將根據計算出的轉換比率

收到富達基金 — FIRST All Country World Fund的相

應類別之股份。 



本基金名稱 投資目標 (現行) 附註  投資目標 (更新後) 附註 

富達基金－全球不動產

基金* 

本基金旨在透過主要投資於主要從事房地產

業務及其他與房地產相關投資之公司之證

券，以獲取收入及實現長期資本增長。 

參考貨幣：USD 

*此基金已獲香港證券暨期貨事務監察

委員會之單位信託及共同基金法規認

可，而非證券暨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之

房地產投資信託法規。該權利不代表官

方建議。 

 本基金旨在透過主要投資於主要從事房地產業務

及其他與房地產相關投資之公司之證券，以獲取

收入及實現長期資本增長。 

參考貨幣：USD 

由於本基金可在全球進行投資，故可能會投資於不同

國家和地區，其在任何單一國家或地區的投資金額不

受任何限制。 

*本基金亦獲香港證券暨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

之單位信託及共同基金法規認可，而非證券暨期貨事

務監察委員會之房地產投資信託法規。證監會的認可

並非對某計畫的推薦或背書，亦不保證某計畫的商業

價值或其績效。這並不意味著該計畫適合所有投資

人，亦不表示對任何特定投資人或投資人類別之適合

度的認可。 



本基金名稱 投資目標 (現行) 附註  投資目標 (更新後) 附註 

富達基金－全球短期收

益基金 

本基金旨在提供具吸引力的收益，同時保持

其投資不超過三年的平均存續期間。本基金

主要投資於全球固定收益證券，包括但不限

於投資等級公司債券、不同期間的政府債

券、高收益債券及不同貨幣計價的新興市場

債券。新興市場債券之投資將包括（雖不限

於）拉丁美洲、東南亞、非洲、東歐（包括

俄羅斯）及中東等國家。本基金可投資於貨

幣市場工具及/或其他短期債券工具，包括

定存單、商業本票和浮動利率票據以及現金

和約當現金。本基金可將其淨資產直接投資

於在中國認可市場掛牌上市或交易的中國境

內固定收益證券。 

本投資組合將尋求維持整體平均信用評等為

投資等級*評級，但本基金可將最多 50%的

資產投資於高收益債券。 

投資組合資訊： 

平均信用評等是本基金所有固定收益證券的

信用評等（含投資於衍生性商品）的加權平

均，不包括現金。至少有 50％的投資組合

將投資於投資等級*固定收益證券，其餘則

投資於但不限於高收益債務證券，通常包括

次投資等級債券和新興市場債券。非投資等

級債券的投資並無最低信用評等之限制，且

並非所有證券都有經國際認可之信評機構給

予信用評等。投資經理可不受限制而投資於

不同地區或國家，而投資債券的選擇主要取

決於能否提供具吸引力之投資機會。 

中國境內固定收益證券係在中國認可市場掛

牌上市或交易，且係由許多不同類型之發行

人，例如政府機構、準政府機構、銀行、金

融機構或其他於中國組設且於中國進行商業

活動之公司法人，予以發行。 

參考貨幣：USD 

本基金可透過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 的

QFII 配額直接投資於在中國認可市場掛

牌上市或交易的中國境內固定收益證

券。本基金可將其淨資產的高達10%直

接投資於中國境內固定收益證券（若包

括直接和間接投資，則直接及間接投資

合計金額可達其資產的 30%）。中國認

可市場係指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

交易所和涉及固定收益類基金之中國內

地銀行間債券市場（視情況而定）。 

本基金最多可將其淨資產之10%投資於

符合 2010 年法律針對貨幣市場工具所

訂定之條件的貸款（符合本部份公開說

明書第 V, A. I 2. 段所述的 10% 限制

以內）。 

 本基金旨在提供具吸引力的收益，同時保持其投

資不超過三年的平均存續期間。本基金主要投資

於全球固定收益證券，包括但不限於投資等級

公司債券、不同期間的政府債券、高收益債券及

不同貨幣計價的新興市場債券。新興市場債券之

投資將包括（雖不限於）拉丁美洲、東南亞、非

洲、東歐（包括俄羅斯）及中東等國家。本基金

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及/或其他短期債券工

具，包括定存單、商業本票和浮動利率票據以及

現金和約當現金。本基金可將其淨資產直接投資

於在中國認可市場掛牌上市或交易的中國境內固

定收益證券。 

本投資組合將尋求維持整體平均信用評等為投資

等級*評級，但本基金可將最多 50%之資產投資

於高收益債券。 

投資組合資訊： 

平均信用評等是本基金所有固定收益證券的信用

評等（含投資於衍生性商品）的加權平均，不包

括現金。至少有 50％之投資組合將投資於投資

等級*固定收益證券，其餘則投資於但不限於高

收益債務證券，通常包括次投資等級債券和新興

市場債券。非投資等級債券的投資並無最低信用

評等之限制，且並非所有證券都有經國際認可之

信評機構給予信用評等。投資經理可不受限制而

投資於不同地區或國家，而投資債券的選擇主要

取決於能否提供具吸引力之投資機會。 

中國境內固定收益證券係在中國認可市場掛牌上

市或交易，且係由許多不同類型之發行人，例如

政府機構、準政府機構、銀行、金融機構或其他

於中國組設且於中國進行商業活動之公司法人，

予以發行。 

參考貨幣：USD 

由於本基金可在全球進行投資，故可能會投資於不同

國家和地區，其在某個國家或地區的投資金額不受任

何限制。本基金可透過富達基金(香港)有限公司(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的

QFII 配額直接投資於在中國認可市場掛牌上市或交易

的中國境內固定收益證券。本基金可將其淨資產的高

達 10%直接投資於中國境內固定收益證券（若包括直

接和間接投資，則直接及間接投資合計金額低於其資

產的 30%）。 

本基金最多可將其淨資產之 10%投資於符合 2010 年

法律針對貨幣市場工具所訂定之條件的貸款（符合本

部份公開說明書第 V, A. I 2. 段所述的 10% 限制以

內）。 

本基金之收益來源將主要來自其持有債券所分配之票

息。 

富達基金－全球科技基

金 

以提供投資人長期資本獲利為目標，主要投

資於全球目前或即將開發促進科技產品，服

務拓展或改良並以之為主要獲利之公司之股

票證券。 

參考貨幣：Euro  本基金以提供投資人長期資本獲利為目標，首要

投資於全球目前或即將開發促進科技產品，服務

拓展或改良並以之為主要獲利之公司之股票證

券。由於本基金可在全球進行投資，故可能會投

資於被視作新興市場的國家。 

參考貨幣：Euro 

 



本基金名稱 投資目標 (現行) 附註  投資目標 (更新後) 附註 

富達基金－大中華基金 主要投資於香港、中國和臺灣股票交易所上

市的股票證券。本基金可直接將其淨資產投

資於中國A 股和B 股。 

參考貨幣：USD 

基金可透過富達基金(香港)有限公司

(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的QFII 配額直接投資於

中國A 股。基金可直接投資其淨資產

的高達 10%於中國A 股和B 股（若包括

直接及間接投資，合計投資金額可達其

資產的 30%）。 

 本基金首要投資於香港、中國和臺灣等大中華地

區股票交易所掛牌的股票證券。該地區包括若干

被視作新興市場的國家。本基金可直接將其淨資

產投資於中國A 股和B 股。 

參考貨幣：USD 

本基金可透過富達基金(香港)有限公司(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的

QFII 配額及/或任何依法許可之方式（包括滬港通等

可行方式）直接投資於中國A 股。本基金可直接投資

其淨資產的高達10%於中國A 股和B 股（若包括直接

及間接投資，合計投資金額低於其資產的 30%） 

本基金投資於香港、中國和臺灣等大中華地區，並可

能投資於該地區內不同國家，其在該地區內任何國家

的投資金額不受任何限制。 

富達基金－全球成長與

收益基金 

本基金採取更審慎的方法進行管理，旨在主

要透過投資於股票及債券，尋求高流動收益

及資本增長。本基金將吸引尋求定期收益及

溫和資本增長，但偏好承受風險水平較一般

股票投資為低的投資人。 

參考貨幣：USD  本基金採取更審慎的方法進行管理，旨在主要透

過投資於已開發市場和新興市場發行之股票及債

券，尋求高流動收益及資本增長。本基金將吸引

尋求定期收益及溫和資本增長，但偏好承受風險

水平較一般股票投資為低的投資人。 

參考貨幣：USD 

由於本基金可在全球進行投資，故可能會投資於不同

國家和地區，其在任何單一國家或地區的投資金額不

受任何限制。 

本基金之收益來源將主要來自其持有股票所分配之股

息及持有債券所分配之票息。 

富達基金－印度聚焦基

金 

本基金旨在透過主要投資於在印度上市的印

度公司股票，以及在印度進行主要商業活動

的非印度公司證券，以達致長期增長的目

標。 

參考貨幣：USD  本基金旨在透過首要投資於在印度上市的印度公

司股票，以及在印度進行顯著商業活動的非印度

公司證券，以達致長期增長的目標。印度被視作

新興市場。 

參考貨幣：USD 

富達基金－印尼基金 主要投資於印尼股票證券。 參考貨幣：USD  本基金首要投資於印尼股票證券。印尼被視作新

興市場。 

參考貨幣：USD 

富達基金－國際基金 主要投資於全球市場（包括主要市場及較小

新興國家市場）之股票。 

參考貨幣：USD  本基金首要投資於全球市場（包括主要市場及較

小新興國家市場）之股票。 

參考貨幣：USD 

由於本基金可在全球進行投資，故可能會投資於不同

國家和地區，其在任何單一國家或地區的投資金額不

受任何限制。 

富達基金－拉丁美洲基

金 

主要投資於拉丁美洲發行公司之證券。 參考貨幣：USD  本基金首要投資於拉丁美洲發行公司之股票證

券。該地區包括若干被視作新興市場的國家。 

參考貨幣：USD 

本基金投資於拉丁美洲，並可能投資於該地區內不同

國家，其在該地區內任何國家的投資金額不受任何限

制。 

富達基金－馬來西亞基

金 

主要投資於馬來西亞股票證券。 參考貨幣：USD  本基金首要投資於馬來西亞股票證券。馬來西亞

被視作新興市場。 

參考貨幣：USD 

 



本基金名稱 投資目標 (現行) 附註  投資目標 (更新後) 附註 

富達基金－北歐基金 主要投資於芬蘭、挪威、丹麥及瑞典證券交

易所上市之股票證券。 

參考貨幣：SEK 

該基金受French PEA (Plan d’Epargne 

en Actions)稅務包管認可。 

 本基金首要投資於芬蘭、挪威、丹麥及瑞典證券

交易所掛牌之股票證券。 

參考貨幣：SEK 

本基金投資於芬蘭、挪威、丹麥及瑞典，並可能投資

於該地區內不同國家，其在該地區內任何國家的投資

金額不受任何限制。本基金受 French PEA (Plan 

d’Epargne en Actions)稅務包管認可。 

富達基金－太平洋基金 主要投資於亞太地區積極管理之股票組合。

亞太地區包括但不限於日本、澳洲、中國、

香港、印度、印尼、韓國、馬來西亞、紐西

蘭、菲律賓、新加坡、台灣與泰國。本基金

可直接將其淨資產投資於中國A股和B股。 

參考貨幣：USD 

本基金可透過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的

QFII 配額直接投資於中國A 股。本基金

可直接投資其淨資產的高達10%於中國

A 股和B 股（若包括直接及間接投資，

合計投資金額可達其資產的30%）。 

 本基金首要投資於亞太地區積極管理之股票組

合。亞太地區包括但不限於日本、澳洲、中國、

香港、印度、印尼、韓國、馬來西亞、紐西蘭、

菲律賓、新加坡、臺灣與泰國。該地區包括若干

被視作新興市場的國家。本基金可直接將其淨資

產投資於中國A 股和B 股。 

參考貨幣：USD 

本基金投資於亞太地區，並可能投資於該地區內不同

國家，其在該地區內任何國家的投資金額不受任何限

制。 

本基金可透過富達基金(香港)有限公司(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的

QFII 配額及/或任何依法許可之方式（包括滬港通等可

行方式）直接投資於中國A股。 

本基金可直接投資其淨資產的高達10%於中國A 股和

B 股（若包括直接及間接投資，合計投資金額低於其資

產的30%）。 

富達基金－泰國基金 主要投資於泰國證券交易所上市之股票證

券。 

參考貨幣：USD  本基金首要投資於泰國證券交易所掛牌之股票證

券。泰國被視作新興市場。 

參考貨幣：USD 

富達基金－美元債券基

金 

主要投資於以美元為單位之債券。 參考貨幣：USD  本基金首要投資於美元計價之債務證券。 參考貨幣：USD 

本基金可投資於美國之比重不受任何限制。 

富達基金－世界基金 

 

基金旨在透過主要由全球公司的股票證券組

成的投資組合，以實現長期資本增長。投資

經理在挑選公司時，不受地區、行業或規模

所限制，其選股決定主要取決於有關股票證

券能否提供具有吸引力之投資機會。 

參考貨幣：USD  本基金旨在透過主要由全球公司的股票證券組成

的投資組合，以實現長期資本增長。投資經理人

在挑選公司時，不受地區、行業或規模所限制，

其選股決定主要取決於有關股票證券能否提供具

有吸引力之投資機會。由於本基金可在全球進行

投資，故可能會投資於被視作新興市場的國家。 

參考貨幣：USD 

 

 


	FF - MDR shareholder letter - TW ZHT
	FF - MDR Appendix - (TW)(20191024)(CHN)_Cle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