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富達投信獨立經營管理 】各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或同意生效，惟不表示絕無風險，基金經理公司以往之經理績
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基金經理公司除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不負責各基金之盈虧，亦不保證最

低之收益，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有關基金應負擔之費用(境外基金含分銷費用)已揭露於基金之
公開說明書或投資人須知中，投資人索取公開說明書或投資人須知，可至富達投資服務網

http://www.fidelity.com.tw或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 http://www.fundclear.com.tw查詢，或請洽富達投信或銷
售機構索取。 Fidelity 富達, Fidelity International, 與Fidelity International 加上其F標章為FIL Limited之商
標。 FIL Limited 為富達國際有限公司。富達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為FIL Limited 在台投資100%之子公
司。110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68號11樓，富達投信服務電話  0800-00-9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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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達境外基金通知】 
 
 

2022 年 6 月 13 日 

 
謹通知本公司總代理之「富達系列基金」之相關變動。相關詳細內容說明，請參考

隨附之書件。 

 
若您對本通知有任何相關問題，歡迎聯絡您專屬的業務專員，或撥打富達免付費客

服專線 0800-00-99-11 查詢，我們當竭誠為您服務。 

 

 



  

 

  

 
 
 
 
[Client name] 
[Address 1] 
[Address 2] 
[Address 3] 
[Address 4] 
[Address 5] 
[Client Residency code description] 
 
 

此為重要文件，請您立即閱讀 

倘有任何疑義，請尋求專業建議 

 
2022年 6月 13 日 

 
 

親愛的股東， 

本函係為通知您關於富達基金以及您所持有之相關富達子基金（各稱「子基金」或合稱為「各基金」）之重要變

更。 

任何未於本函定義之專有名詞，其意義與富達基金台灣部分公開說明書（下稱「公開說明書」）內所載相同。 

 
 

變更之內容 

 
 
I. 部分子基金投資目標變更 

 
部分子基金之投資目標將變更（下稱「投資目標變更子基金」），此類子基金名稱亦將變更，詳情如下。變更旨

在符合客戶需求，並為客戶創造更佳成果。 

 

現行基金名稱 新的基金名稱 

富達基金－歐元現金基金 
富達基金－歐元現金基金1 (本基金非屬環境、社會及

治理相關主題基金) 

富達基金－全球人口發展商機基金 富達基金－永續發展人口商機基金 

富達基金－全球存股優勢基金（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原名為富達基金－全球基礎建設基金(本基

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達基金－永續發展全球存股優勢基金（本基金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達基金－全球健康護理基金 富達基金－永續發展全球健康護理基金 

富達基金－美元現金基金 
富達基金－美元現金基金2 (本基金非屬環境、社會及

治理相關主題基金) 

 

 

1 本基金投資目標變更後，英文名稱將變更為「Fidelity Funds – Sustainable Euro Cash Fund」，惟本基金非屬環

境、社會及治理相關主題之境外基金，故基金中文名稱未按照英文名稱加上「永續發展」，且未依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中華民國 111 年 1 月 11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00365536 號令規定，揭露永續相關重要內容。 
2 本基金投資目標變更後，英文名稱將變更為「Fidelity Funds – Sustainable US Dollar Cash Fund」，惟本基金非

屬環境、社會及治理相關主題之境外基金，故基金中文名稱未按照英文名稱加上「永續發展」，且未依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 111 年 1 月 11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00365536 號令規定，揭露永續相關重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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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投資目標變更子基金，變更將依每檔個別子基金而異，但可能包括名稱、投資目標、風險因素或其他相關子

基金特徵。 

 
除了本函中揭露的變更以外，投資目標變更子基金之營運及/或管理方式將不會出現任何其他變化。 

 
此外，實施變更後，投資目標變更子基金之費用水準亦不會出現變化。 

 
 
 

II. 部分子基金名稱變更 

 
為維持一致性，下列子基金名稱將變更，以更適切反映目前的管理方式。 

 

現行基金名稱 新基金名稱 

富達基金－日本潛力優勢基金 富達基金－日本價值基金 

 
為免疑義，以上變更不會導致子基金投資策略或投資政策出現重大變動。 

 
 

III. 部分子基金參考指數變更 

 
以下子基金之參考指數將變更，以更適切反映其標的所在市場。  

 

 原參考指數 新參考指數 

富達基金－泰國基金 Bangkok SET Capped Index 
Solactive GBS Thailand Investable 
Universe Index 

富達基金－亞洲非投資等級債

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原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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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E BofA Asian Dollar High Yield 
Corporate Index (Level 4 20% Lvl4 
Cap, 3% Constrained) 

J.P. Morgan Asia Credit Non-
Investment Grade Index 

富達基金－新興亞洲基金 MSCI Emerging Asia Composite 
Index 

MSCI Emerging Markets Asia 
Index 

 
為免疑義，以上變更不會導致子基金投資策略或投資政策出現重大變動。 

 
 

IV. 部分有投資於中國之子基金投資目標與投資上限修訂 

 
下列兩檔有投資於中國的子基金之投資目標、附註與相關投資上限將有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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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小型企業基金 

 
以上變更係為子基金投資策略或投資政策之重大變動。 

 
 
V. 部分多重資產型子基金的部分工具投資上限提高 

 
公開說明書將進行修訂，以調整某些資產類別的投資上限。受到修訂影響的多重資產型子基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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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達基金－歐洲多重資產收益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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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變更係為子基金投資策略或投資政策之重大變動。 

 



 
VI. 關於投資於不良證券之更新 

 
公開說明書將進行修訂，以反映下列子基金可能投資於符合「不良證券」條件之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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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原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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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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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原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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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多重資產收益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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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達基金－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原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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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優質債券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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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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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達基金－永續發展多重資產收益基金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原名為富

達基金－多重資產收益基金）（原名為富達基金－全球成長與收益基金） 

富達基金－永續發展策略債券基金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富達基金－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原名為「富達基金－美元高收益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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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達歐元目標™基金 2025 

富達基金－歐元債券基金 

富達基金－歐元公司債基金 

富達基金－全球債券基金 

富達基金－全球通膨連結債券基金 

富達基金－全球短期收益基金 

富達基金－富達歐元目標™基金 2030 

富達基金－美元債券基金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公開說明書將更新，以納入「不良證券」之定義，並將說明子基金投資於此類資產類別時可能衍生之風險。 

 
為免疑義，強化關於不良證券的揭露不會導致子基金投資策略或投資政策出現重大變動。 

 
 
 

變更生效日期 

 
 
上述各檔子基金之變更生效日期載於「附錄 I：富達基金變更詳情」，附錄 I 可於富達網站

(www.fidelityinternational.com)瀏覽。 

 
成本 

 
上述變更所衍生之行政費用（包含任何法律、查核、郵務與監理費用）將由富達基金的投資經理人 FIL Fund 

Management Limited（及/或富達集團之任何關係企業）負擔。 

 
 

股東之選擇 

 
 
欲知變更之詳細資訊、您的選擇以及相關交易時間表，請至富達網站(www.fidelityinternational.com)參見「附錄

一：富達基金變更詳情」。如何在網站上操作以取得附錄一之指示載於本函末。 

 
感謝您的投資，若您有進一步詢問，我們期盼能為您提供服務。  

  

http://www.fidelityinternational.com/


若您就上述變更有任何疑問，請聯繫您的財務顧問或致電富達客服專線 0800-00-99-11。 
 
此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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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達基金之公司董事 



以上投資目標修訂或變更基金 ISIN清單： 

 

股份類別 ISIN 

富達基金－歐元現金基金 (A-ACC-EUR) LU0261953490 

富達基金－歐元現金基金 (A-EUR) LU0064964074 

富達基金－全球人口發展商機基金  (A-ACC-USD) LU0528227936 

富達基金－全球人口發展商機基金  (Y-ACC-USD) LU0528228231 

富達基金－全球存股優勢基金 (A-ACC-USD)  LU2242646235 

富達基金－全球存股優勢基金(A-EUR) LU0099575291 

富達基金－全球存股優勢基金(A-MINC(G)-USD (hedged)) (本基金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LU1920063259 

富達基金－全球存股優勢基金  (A-USD) LU2242652126 

富達基金－全球存股優勢基金 (Y-USD) LU2242647555 

富達基金－全球健康護理基金 (A-ACC-USD) LU0882574055 

富達基金－全球健康護理基金 (A-EUR) LU0114720955 

富達基金－全球健康護理基金 (Y-ACC-EUR) LU0346388969 

富達基金－全球健康護理基金 (Y-ACC-USD) LU2078916223 

富達基金－美元現金基金 (A-ACC-USD) LU0261952922 

富達基金－美元現金基金 (A-USD) LU0064963852 

富達基金－美元現金基金 (Y-ACC-USD) LU0346392565 

富達基金－日本潛力優勢基金 (A-ACC-USD (hedged)) LU0997587083 

富達基金－日本潛力優勢基金 (A-JPY) LU0161332480 

富達基金－日本潛力優勢基金 (Y-ACC-JPY) LU0370789561 

富達基金－日本潛力優勢基金 (Y-USD (hedged)) LU2445164598 

富達基金－泰國基金 (A-USD) LU0048621477 

富達基金－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原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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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CC-EUR) 
LU0286668966 

富達基金－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原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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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CC-USD) 
LU0286668453 

富達基金－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原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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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MDIST(G)-AUD (hedged))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LU1046420631 

富達基金－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原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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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DIST-USD) 

LU0286669428 

富達基金－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原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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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NC(G)-USD)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LU0937949237 

富達基金－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原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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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NC-USD)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LU0605512788 

富達基金－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原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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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DIST-USD) 

LU1235294300 

富達基金－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原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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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CC-USD)  

LU0370790650 

富達基金－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原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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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MINC-USD)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LU1284734750 

富達基金－新興亞洲基金 (A-ACC-EUR) LU0329678410 

富達基金－新興亞洲基金 (A-ACC-USD) LU0329678337 

富達基金－新興亞洲基金 (A-EUR) LU0329678253 

富達基金－新興亞洲基金 (A-USD) LU0329678170 

富達基金－新興亞洲基金 (Y-ACC-USD) LU0390711777 

富達基金－亞太入息基金 (A-HMDIST(G)-AUD (hedged)) (本基金之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LU1046420714 

富達基金－亞太入息基金 (A-MINC(G)-USD)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LU0877626530 

富達基金－亞太入息基金 (A-USD) LU0205439572 



富達基金－亞太入息基金 (Y-ACC-USD)  LU1273509064 

富達基金－亞洲小型企業基金 (A-ACC-EUR) LU0702159772 

富達基金－亞洲小型企業基金 (A-ACC-USD) LU0702159699 

富達基金－亞洲小型企業基金 (A-EUR) LU0702159426 

富達基金－亞洲小型企業基金 (A-USD) LU0702159343 

富達基金－亞洲小型企業基金 (Y-ACC-USD) LU0702159939 

富達基金－全球多重資產收益基金 (A-ACC-EUR (hedged)) (本基金有相

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LU0987487336 

富達基金－全球多重資產收益基金 (A-ACC-USD)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

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LU0905233846 

富達基金－全球多重資產收益基金 (A-MCDIST(G)-U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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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1883993989 

富達基金－全球多重資產收益基金 (A-MINC(G)-U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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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0905234141 

富達基金－全球多重資產收益基金 (Y-ACC-USD)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

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LU1797663298 

富達基金－全球多重資產收益基金 (Y-MINC(G)-U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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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1622746433 

富達基金－歐洲多重資產收益基金 (A-ACC-USD (hedged)) (本基金有相

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LU1046421449 

富達基金－歐洲多重資產收益基金 (A-EUR)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LU0052588471 

富達基金－歐洲多重資產收益基金 (A-MCDIST(G)-E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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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1509826423 

富達基金－亞洲債券基金 (A-ACC-USD) LU0605512275 

富達基金－亞洲債券基金 (A-HMDIST(G)-AUD (hedged)) (本基金之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LU1371569549 

富達基金－亞洲債券基金 (A-MCDIST(G)-USD)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LU2156567054 

富達基金－亞洲債券基金 (A-MDIST-USD) LU0605512432 

富達基金－亞洲債券基金 (A-MINC(G)-USD)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LU1371569200 

富達基金－亞洲債券基金 (I-ACC-USD) LU1322385458 

富達基金－亞洲債券基金 (Y-ACC-USD) LU0605512606 

富達基金－亞洲債券基金 (Y-MINC(G)-USD)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LU2296468189 

富達基金－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ACC-EUR)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

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LU0238205289 

富達基金－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ACC-USD)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

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LU0238205958 

富達基金－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EUR)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

級之高風險債券) 

LU0238203821 

富達基金－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MCDIST(G)-U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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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2156567138 

富達基金－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MDIST-AUD (hedged)) (本基金主要係

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LU0963542070 

富達基金－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MDIST-EUR)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

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LU0238204472 

富達基金－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MDIST-USD)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

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LU0238206170 

富達基金－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MINC(G)-U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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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0937949310 

富達基金－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USD)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

級之高風險債券) 

LU0238205446 

富達基金－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Y-ACC-USD)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

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LU0238206337 



富達基金－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Y-MINC(G)-U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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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2404868577 

富達基金－歐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原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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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CC-EUR) 

LU0251130802 

富達基金－歐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原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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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CC-USD 

(hedged)) 

LU0621411155 

富達基金－歐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原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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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UR) 

LU0110060430 

富達基金－歐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原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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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MDIST(G)-AUD (hedged)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LU1235294482 

富達基金－歐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原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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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DIST-EUR) 

LU0168053600 

富達基金－歐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原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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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DIST-USD 

(hedged)) 

LU0882574212 

富達基金－歐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原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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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NC(G)-EUR)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LU0937949070 

富達基金－歐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原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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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NC-EUR)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LU0605515021 

富達基金－歐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原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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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CC-EUR)  

LU0346390270 

富達基金－歐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原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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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CC-USD 

(hedged))  

LU1207409209 

富達基金－歐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原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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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UR)  

LU0936577567 

富達基金－歐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原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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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MINC(G)-EUR)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LU2404868817 

富達基金－歐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原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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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MINCOME(G)-USD (hedged))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LU2425919847 

富達基金－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原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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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CC-USD ) 

LU0740037022 

富達基金－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原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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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EUR  

(hedged)) 

LU0740037295 

富達基金－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原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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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NC-EUR  (hedged))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LU0740037378 

富達基金－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原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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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CC-EUR) 

LU0766124472 

富達基金－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原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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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NC-EUR (hedged))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LU0740037451 

富達基金－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原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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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CC-USD) 

LU1591691891 

富達基金－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原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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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MINC-EUR (hedged))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LU0740037881 

富達基金－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原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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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Y-MINCOME(G)-USD)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LU2425919763 



富達基金－全球優質債券基金 (A-ACC-USD)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LU0882574303 

富達基金－全球優質債券基金 (A-MCDIST(G)-U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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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2156566916 

富達基金－全球優質債券基金 (A-MINC(G)-U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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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0882574568 

富達基金－全球優質債券基金 (A-MINC(G)-USD (hed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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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0997587323 

富達基金－全球優質債券基金 (A-HMDIST(G)-AUD (hed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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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1816631466 

富達基金－全球優質債券基金 (Y-MINCOME(G)-U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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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2425919680 

富達基金－永續發展多重資產收益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

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原名為「富達基金－多重資產收益基金」(原名

為富達基金－全球成長與收益基金)）(A-USD) 

LU0138981039 

富達基金－永續發展多重資產收益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

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原名為「富達基金－多重資產收益基金」(原名

為富達基金－全球成長與收益基金)）(Y-ACC-USD) 

LU0346392219 

富達基金－永續發展策略債券基金 (A-ACC-EUR (hedged)) (本基金有相

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LU0594300682 

富達基金－永續發展策略債券基金 (A-ACC-USD)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

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LU0594300849 

富達基金－永續發展策略債券基金 (A-EUR (hedged)) (本基金有相當比

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LU0594301060 

富達基金－永續發展策略債券基金 (Y-ACC-EUR (hedged)) (本基金有相

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LU0594301144 

富達基金－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原名為「富達基金 – 美元高收益

基金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A-ACC-EUR)  

LU0261953904 

富達基金－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原名為「富達基金 – 美元高收益

基金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A-ACC-USD) 

LU0605520377 

富達基金－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原名為「富達基金 – 美元高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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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CDIST(G)-USD)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LU2099030673 

富達基金－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原名為「富達基金 – 美元高收益

基金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A-MDIST-AUD 

(hedged)) 

LU0963542310 

富達基金－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原名為「富達基金 – 美元高收益

基金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A-MDIST-USD) 

LU0168057262 

富達基金－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原名為「富達基金 – 美元高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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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NC(G)-USD)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LU0937948932 

富達基金－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原名為「富達基金 – 美元高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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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NC-USD)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LU0532245122 

富達基金－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原名為「富達基金 – 美元高收益

基金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A-USD)  

LU0132282301 

富達基金－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原名為「富達基金 – 美元高收益

基金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E-MDIST-EUR 

(hedged))  

LU0766124555 

富達基金－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原名為「富達基金 – 美元高收益

基金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I-MDIST-USD)  

LU1235295703 

富達基金－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原名為「富達基金 – 美元高收益

基金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Y-ACC-USD)  

LU0370788753 

富達基金－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原名為「富達基金 – 美元高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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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MINC-USD)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LU1284733786 



富達基金－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原名為「富達基金 – 美元高收益

基金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Y-USD)  

LU0936582211 

富達基金－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原名為「富達基金 – 美元高收益

基金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Y-MDIST-AUD 

(hedged)) 

LU1273508256 

富達基金－富達歐元目標™ 基金 2025 (A-EUR) LU0215158840 

富達基金－歐元債券基金 (A-ACC-EUR) LU0251130638 

富達基金－歐元債券基金 (A-ACC-USD (hedged) LU1046421522 

富達基金－歐元債券基金 (A-EUR) LU0048579097 

富達基金－歐元債券基金 (A-MDIST-EUR) LU0168050333 

富達基金－歐元債券基金 (Y-ACC-EUR) LU0346390197 

富達基金－歐元公司債基金 (A-ACC-EUR) LU0370787193 

富達基金－歐元公司債基金 (A-EUR) LU0605514560 

富達基金－歐元公司債基金 (A-MDIST-EUR) LU0605514487 

富達基金－歐元公司債基金 (Y-ACC-EUR) LU0370787359 

富達基金－全球債券基金 (A-ACC-USD) LU0261946288 

富達基金－全球債券基金 (A-USD) LU0048582984 

富達基金－全球債券基金 (Y-ACC-USD) LU0896351102 

富達基金－全球通膨連結債券基金 (A-ACC-EUR (hedged)) LU0353649279 

富達基金－全球通膨連結債券基金 (A-ACC-USD) LU0353648891 

富達基金－全球通膨連結債券基金 (Y-ACC-EUR (hedged)) LU0353649436 

富達基金－全球通膨連結債券基金 (Y-GBP (hedged)) LU0393653919 

富達基金－全球短期收益基金 (A-ACC-USD) LU0390710027 

富達基金－全球短期收益基金 (A-MDIST-USD) LU0390710613 

富達基金－富達歐元目標™ 基金 2030 (A-EUR) LU0215159145 

富達基金－美元債券基金 (A-ACC-USD) LU0261947682 

富達基金－美元債券基金 (A-MDIST-USD) LU0168055563 

富達基金－美元債券基金 (A-USD) LU0048622798 

富達基金－美元債券基金 (Y-ACC-USD) LU0346392482 

富達基金－美元債券基金 (A-MCDIST(G)-USD)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LU2231581880 

 
 
 
 
  



如何取得附錄 I：富達基金變更詳情 

 
 
 
1) 至富達全球網站首頁：www.fidelityinternational.com  

 
 

 
 
2) 為連結至股東所在管轄地之合適富達全球網站，點選網頁右上角「Products & Services」（服務與產品） 

 

 
 
3) 點選「Products & Services」之後，會跳出供股東選擇的清單，請選擇適當的投資人類型。 

 

http://www.fidelityinternational.com/


 
 

4) 確認投資人類型並點選後，下一個視窗將出現國家列表，投資人應點選其持有富達基金之管轄地。 

 

 
 
5) 點選國家後，接下來投資人將被引導至當地的富達網站頁面，欲閱讀在富達當地網站之股東通知信附錄，

請見富達當地網站的相關頁面： 

- Corporate actions（公司行動） 

- Fund Announcements（基金公告） 

- Announcements（消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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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富達基金變更詳情 

  
 

 

 

 

 

 

 

 

 

 

 

 

 

 
附錄 I：與富達基金公開說明書更新有關之 2022年 6月 13日股東通知函所列之富達

基金變更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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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附錄 I:富達基金變更詳情 

此附錄係與您身為下列至少一檔基金股東所收到之股東通知書相關。 

 

本附錄中說明之各項變更生效日期如下。 

 

 

目錄 

 
1、 須附通知期之改型 ................................................................................................ 3 

1.1 富達基金－歐元現金基金（投資目標變更後：歐元現金基金 (本基金非屬環境、

社會及治理相關主題基金)) ....................................................................................... 3 

1.2 富達基金－全球人口發展商機基金（投資目標變更後：永續發展人口商機基金) 4 

1.3 富達基金－全球存股優勢基金(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原名為富達基金－全

球基礎建設基金(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投資目標變更後：永續發展全球存股

優勢基金(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5 

1.4 富達基金－全球健康護理基金（投資目標變更後：永續發展全球健康護理基金) 6 

1.5 富達基金－美元現金基金（投資目標變更後：美元現金基金 (本基金非屬環境、

社會及治理相關主題基金)) ....................................................................................... 8 

2、 其他須附通知期之子基金修訂 .............................................................................. 9 

I. 部分有投資於中國之子基金投資目標與投資上限修訂......................................... 9 

a. 修訂詳情 ........................................................................................................ 9 

b. 生效日期與交易截止日期 ............................................................................. 10 

II. 部分多重資產子基金的投資上限提高................................................................ 10 

a. 修訂詳情 ...................................................................................................... 10 

b. 生效日期與交易截止日期 ............................................................................. 10 

3、 無須附通知期之其他子基金修訂......................................................................... 10 

I. 部分子基金名稱變更......................................................................................... 10 

II. 部分子基金參考指數變更 ................................................................................. 11 

III. 關於投資於不良證券之相關更新 ....................................................................... 11 

a. 修訂詳情 ...................................................................................................... 11 

 

 

  



3 
附錄 I:富達基金變更詳情 

以下頁數內容顯示富達基金的主要變更詳情、提供給您的選擇以及相關的交易時程。 

1、 須附通知期之改型 

 
本節所述各個改型反映各相關子基金投資策略或其投資政策之重大變更。 

 
股東之選項 

 
針對本章節於下方說明之各項修訂，您身為相關子基金股東具有三種選擇： 

 
1. 不採取行動，則您於相關子基金之投資於生效日期後仍持續，或  

2. 將相關子基金現有股份免費轉換至任何可提供給您的其他富達基金，或  

3. 免費贖回相關子基金現有股份。 

 
若您欲贖回相關子基金股份，請聯繫理財顧問或 FIL 聯絡人，或致電富達投信客服專線 0800-00-99-11。 

 
您可在任何評價日轉換或贖回股份，直到各項修訂於「交易請求截止日期」一節中規定的日期為止。贖

回款項通常將以電子銀行轉帳方式向您支付。若 FIL 根據上述條件收到相關指示，則不會收取任何贖回

或轉換費用。 

 
請注意，就稅務而言，贖回或轉換股份可能被視為股份之處分，若您對於稅務狀況有任何疑慮，本公司

建議您尋求獨立稅務專家之意見。 

 

 

1.1 富達基金－歐元現金基金 

 
 

現行基金名稱： 

富達基金－歐元現金基金 

 

 
投資目標變更後： 

富達基金－歐元現金基金 (本基金非屬環

境、社會及治理相關主題基金) 
 

投資目標 

 
本基金首要投資於以歐元為單位之貨幣市場工具、反向

再買回協議及存款。 

本基金採主動式管理且不參考指數。 

本基金首要投資於以歐元為單位之貨幣市場工具、反向

再買回協議及存款。 

本基金屬於富達永續發展型基金家族，採用永續發展重

點策略，如「1.3.2(b)富達永續發展型基金家族」一節所

述，在此策略下基金淨資產至少 70%將投資於被視為保

有永續發展特色之證券。  

本基金採主動式管理且不參考指數。 

 
投資目標(附註) 

 
參考貨幣：Euro 

本基金不收手續費、轉換、或贖回費用。 

參考貨幣：Euro 

本基金不收手續費、轉換或贖回費用。 

本基金應遵循 SFDR第 8條之揭露要求。 

 
風險因素 

 
債券及其他債務工具；股票/發行人集中度；歐元區風

險；抵押及/或證券化債務工具；衍生性商品/交易對手

風險；特定衍生工具；現金型基金；永續投資；再買

回及反向買回協議。 

債券及其他債務工具；股票/發行人集中度；歐元區風

險；抵押及/或證券化債務工具；衍生性商品/交易對手

風險；特定衍生工具；現金型基金；永續投資；再買

回及反向買回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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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富達基金－歐元現金基金 

 
級別變動 

 
 

不適用 

 

 
 

1.2 富達基金－全球人口發展商機基金 

 
 

現行基金名稱: 

富達基金－全球人口發展商機基金 

 

 
投資目標變更後: 

富達基金－永續發展人口商機基金 

 
投資目標 

本基金旨在主要透過投資受惠於人口結構改變的全球

各地公司股票組合，以達成長期資本增長。投資標的

包含但不限於醫療保健與受惠於人口老化之預期壽命

成長及新興市場日漸富裕的消費行業。少於 30%的本

基金資產得投資於新興市場。除遵守上述限制外，基

金投資經理人在投資選擇上具有廣泛的裁量權，得投

資任何大小、產業或地點的公司，以充分利用投資機

會。投資經理人投資之重點將較集中於部分特定公司

股票，故投資組合分散程度較低。 

如上文「1.3.2(a)富達永續發展投資框架」一節所述，

基金淨資產至少 50%將投資於被視為保有永續發展特

色之證券。 

本基金採主動式管理。在選擇本基金之投資且為監控

風險之目的時，投資經理人將參考 MSCI ACWI Index

（「指數」），因為該指數之成分代表了本基金所投

資之公司類型。本基金之表現可以根據其指數進行評

估。投資經理人相較於該指數，具有廣泛的裁量權。

儘管本基金將持有屬於該指數成分之資產，但也可能

投資於那些指數未涵蓋以及與指數有不同加權的公

司、國家或行業，以充分利用投資機會。長期以觀，

可期待本基金之表現將與該指數不同。然而，短期以

觀，本基金之表現可能趨近於該指數，須視市場狀況

而定。 

股東應注意，指數並未整合環境及社會考慮因素；而

係如上文所述，該基金透過遵循富達永續發展投資框

架提升環境及社會特色。 

本基金旨在透過主要投資於全球能夠受益於人口統計

變化的公司之股票證券之投資組合，以實現長期資本

增長。投資標的包括但不限於從預期壽命增加、中產

階級壯大及人口增長等影響中受益之健康護理及消費

行業公司。少於 30%的本基金資產得投資於新興市

場。除遵守上述限制外，基金投資經理人得投資任何

大小、產業或地點的公司，投資經理人投資之重點將

較集中於部分特定公司股票，故投資組合分散程度較

低。 

本基金屬於富達永續發展型基金家族，採用永續發展

主題策略，如「1.3.2(b)富達永續發展型基金家族」一

節所述，在此策略下將對至少 90%之基金淨資產是否

保有永續發展特色進行分析，且基金淨資產至少 70%

將投資於被視為保有永續發展特色之證券。因本基金

會根據發行人之 ESG特色進行排除，所以在選擇投資

標的時，本基金之投資範圍將減少至少 20%。  

本基金採主動式管理。在選擇本基金之投資且為監控

風險之目的時，投資經理人將參考 MSCI ACWI Index

（「指數」），因為該指數之成分代表了本基金所投

資之公司類型。本基金之表現可以根據其指數進行評

估。投資經理人相較於該指數，具有廣泛的裁量權。

儘管本基金將持有屬於該指數成分之資產，但也可能

投資於那些指數未涵蓋以及與指數有不同加權的公

司、國家或行業，以充分利用投資機會。長期以觀，

可期待本基金之表現將與該指數不同。然而，短期以

觀，本基金之表現可能趨近於該指數，須視市場狀況

而定。  

股東應注意，指數並未整合環境及社會考慮因素；而

係如上文所述，該基金透過遵循富達永續發展型基金

家族框架提升環境及社會特色。 

 
投資目標(附註) 

 

參考貨幣： USD 

由於本基金得投資於全球，故可投資於不同國家及區

域。針對單一國家或區域之投資額不受限制。 

本基金應遵循 SFDR第 8條之揭露要求。 

參考貨幣：USD 

由於本基金得投資於全球，故可投資於不同國家及區

域。針對單一國家或區域之投資額不受限制。 

本基金應遵循 SFDR第 8條之揭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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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富達基金－全球人口發展商機基金 

 
 

風險因素 

 
股票；股票/發行人集中度；產業集中度/主題重點；新

興市場；歐元區風險；衍生性商品/交易對手風險；空

頭部位；主動貨幣；特定衍生工具；永續投資；證券

借出；與多角化已開發市場投資相關之永續發展風

險；與全球人口趨勢公司有關投資之相關永續發展風

險。 

股票；股票/發行人集中度；產業集中度/主題重點；新

興市場；歐元區風險；衍生性商品/交易對手風險；空

頭部位；主動貨幣；特定衍生工具；永續投資；證券

借出；與多角化已開發市場投資相關之永續發展風

險；與全球人口趨勢公司有關投資之相關永續發展風

險。 

 
級別變動 

 
 

不適用 

 

 

 

1.3 富達基金－全球存股優勢基金(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原名為富達基金－

全球基礎建設基金(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現行基金名稱： 

富達基金－全球存股優勢基金(本基金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原名為富達基金－

全球基礎建設基金(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投資目標變更後： 

富達基金－永續發展全球存股優勢基金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投資目標 

本基金旨在將至少 70%之淨資產直接投資於全球公司之

股票證券，以實現收益及具有資本增長之潛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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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僅直接投資股票證券，本基金也透過操作衍生性商品

進行間接投資。為增加本基金的收益，會使用衍生性商

品來產生額外的收益，例如就本基金所持證券出售掩護

性買權選擇權，即透過以賣出指定期間內議定履約價以

上的資本增長潛力為代價產生額外的收益。此等額外收

益的產生可能會影響本基金資本增長的潛力，特別是在

快速上漲行情期間，與一個同等的未受掩護的投資組合

相較，資本利得會較低。 

本基金採主動式管理，旨在提供收益及具有資本增長之

潛力。收益通常會超過 MSCI ACWI Index（「指

數」）。該指數之成分代表了本基金所投資之公司類

型。本基金之表現可以根據其指數進行評估。 

投資經理人相較於該指數，具有廣泛的裁量權。儘管本

基金將持有屬於該指數成分股之資產，但預計也會投資

於那些與該指數中權重有所不同以及可能未涵蓋於該指

數內的發行人、行業、國家以及證券種類，以充分利用

投資機會。長期以觀，可期待本基金之表現將與該指數

不同。然而，短期以觀，本基金之表現可能趨近於該指

數，須視市場狀況而定。 

本基金旨在將至少 70%之淨資產直接投資於全球公司

之股票證券，以實現收益及具有資本增長之潛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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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僅直接投資股票證券，本基金亦透過操作衍生性商

品進行間接投資。為增加本基金的收益，會使用衍生

性商品來產生額外的收益，例如就本基金所持證券出

售掩護性買權選擇權，即透過以賣出指定期間內議定

履約價以上的資本增長潛力為代價產生額外的收益。

此等額外收益的產生可能會影響本基金資本增長的潛

力，特別是在快速上漲行情期間，與一個同等的未受

保護的投資組合相較，資本利得會較低。 

本基金屬於富達永續發展型基金家族，採用永續發展

重點策略，如「1.3.2(b)富達永續發展型基金家族」一

節所述，在此策略下將對至少 90%之基金淨資產是否

保有永續發展特色進行分析，且基金淨資產至少 70%

將投資於被視為保有永續發展特色之證券。在從本基

金投資範圍排除 20%的 ESG評級最低之資產後，本基

金的平均 ESG評級將高於本基金投資範圍的平均 ESG

評級。 

本基金採主動式管理，旨在提供收益及具有資本增長

之潛力。收益通常會超過 MSCI ACWI Index（「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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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富達基金－全球存股優勢基金(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原名為富達基金－

全球基礎建設基金(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本基金可直接將其淨資產投資於中國 A股和 B股。 

投資經理人得自由選擇任何公司的股票證券，且其裁量

權不受限制而得策略性地配置至任何特定的地理區域、

產業或具特定市值的公司，如果投資經理人相信相對於

其他股票，此等股票可提供更大的收益和資本增長潛

力。 

 

數」）。該指數之成分代表了本基金所投資之公司類

型。本基金之表現可以根據其指數進行評估。 

投資經理人相較於該指數，具有廣泛的裁量權。儘管

本基金將持有屬於該指數成分股之資產，但預計也會

投資於那些與該指數中權重有所不同以及可能未涵蓋

於該指數內的發行人、行業、國家以及證券種類，以

充分利用投資機會。長期以觀，可期待本基金之表現

將與該指數不同。 

然而，短期以觀，本基金之表現可能趨近於該指數，

須視市場狀況而定。  

本基金可直接將其淨資產投資於中國 A股和 B股。 

投資經理人可自由選擇任何公司的股票證券，且其裁

量權不受限制而得策略性地配置至任何特定的地理區

域、產業或具特定市值的公司，如果投資經理人相信

相對於其他股票，此等股票可提供更大的收益和資本

增長潛力。 

股東應注意，指數並未整合環境及社會考慮因素；而

係如上文所述，該基金透過遵循富達永續發展型基金

家族框架提升環境及社會特色。 

 
投資目標(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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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FI 資格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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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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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FI資

格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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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將直接及／或間接投資合計少於其淨資產的 30%

於中國境內 A股和 B股。 

本基金應遵循 SFDR第 8條之揭露要求。 

 
風險因素 

 
股票；新興市場；歐元區風險；衍生性商品/交易對手

風險；空頭部位；主動貨幣；特定衍生工具；永續投

資；與增進收益相關之永續發展風險；證券借出；與

多角化已開發市場投資相關之永續發展風險 

股票；新興市場；歐元區風險；衍生性商品/交易對手

風險；空頭部位；主動貨幣；特定衍生工具；永續投

資；與增進收益相關之永續發展風險；證券借出；與

多角化已開發市場投資相關之永續發展風險 

 
級別變動 

 
 

不適用 

 

 

 

1.4 富達基金－全球健康護理基金 

 
 

現行基金名稱： 
 

投資目標變更後： 

富達基金－永續發展全球健康護理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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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富達基金－全球健康護理基金 

 

富達基金－全球健康護理基金 

 
 

投資目標 

 
本基金首要透過投資全球參與設計、製造、或銷售生

技醫藥護理產品或提供此類服務公司的股票證券，為

投資人帶來長期資本增長。 

如上文「1.3.2(a)富達永續發展投資框架」一節所述，

基金淨資產至少 50%將投資於被視為保有永續發展特

色之證券。 

本基金採主動式管理。在選擇本基金之投資且為監控

風險之目的時，投資經理人將參考 MSCI AC World 

Health Care Index（「指數」），因為該指數之成分

代表了本基金所投資之公司類型。本基金之表現可以

根據其指數進行評估。 

投資經理人相較於該指數，具有廣泛的裁量權。儘管

本基金將持有屬於該指數成分之資產，但也可能投資

於那些指數未涵蓋以及與指數有不同加權的公司、國

家或行業，以充分利用投資機會。長期以觀，可期待

本基金之表現將與該指數不同。然而，短期以觀，本

基金之表現可能趨近於該指數，須視市場狀況而定。 

股東應注意，指數並未整合環境及社會考慮因素；而

係如上文所述，該基金透過遵循富達永續發展投資框

架提升環境及社會特色。 

本基金首要透過投資全球參與設計、製造、或銷售生

技醫藥護理產品或提供此類服務公司的股票證券，為

投資人帶來長期資本增長。 

本基金屬於富達永續發展型基金家族，採用永續發展

主題策略，如「1.3.2(b)富達永續發展型基金家族」一

節所述，在此策略下將對至少 90%之基金淨資產是否

保有永續發展特色進行分析，且基金淨資產至少 70%

將投資於被視為保有永續發展特色之證券。因本基金

會根據發行人之 ESG 特色進行排除，所以在選擇投資

標的時，本基金之投資範圍將減少至少 20%。 

本基金採主動式管理。在選擇本基金之投資且為監控

風險之目的時，投資經理人將參考 MSCI AC World 

Health Care Index（「指數」），因為該指數之成分

代表了本基金所投資之公司類型。本基金之表現可以

根據其指數進行評估。  

投資經理人相較於該指數，具有廣泛的裁量權。儘管

本基金將持有屬於該指數成分之資產，但也可能投資

於那些指數未涵蓋以及與指數有不同加權的公司、國

家或行業，以充分利用投資機會。長期以觀，可期待

本基金之表現將與該指數不同。然而，短期以觀，本

基金之表現可能趨近於該指數，須視市場狀況而定。 

股東應注意，指數並未整合環境及社會考慮因素；而

係如上文所述，該基金透過遵循富達永續發展型基金

家族框架提升環境及社會特色。 

 
投資目標(附註) 

 
參考貨幣：Euro 

本基金應遵循 SFDR第 8條之揭露要求。 

參考貨幣：Euro 

本基金應遵循 SFDR第 8條之揭露要求。 

 
風險因素 

 
股票；股票/發行人集中度；產業集中度；衍生性商品/

交易對手風險；空頭部位；主動貨幣；特定衍生工

具；永續投資；證券借出；與多角化已開發市場投資

相關之永續發展風險。 

股票；股票/發行人集中度；產業集中度；衍生性商品/

交易對手風險；空頭部位；主動貨幣；特定衍生工

具；永續投資；證券借出；與多角化已開發市場投資

相關之永續發展風險。 

 
級別變動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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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富達基金－美元現金基金 

 
 

現行基金名稱： 

富達基金－美元現金基金 

 

 
投資目標變更後： 

富達基金－美元現金基金 (本基金非屬環

境、社會及治理相關主題基金) 
 

投資目標 

 
本基金首要投資於以美元為單位之貨幣市場工具、反向

再買回協議及存款。 

本基金採主動式管理且不參考指數。 

 

本基金首要投資於以美元為單位之貨幣市場工具、反向

再買回協議及存款。 

本基金屬於富達永續發展型基金家族，採用永續發展重

點策略，如「1.3.2(b)富達永續發展型基金家族」一節

所述，在此策略下基金淨資產至少 70%將投資於被視為

保有永續發展特色之證券。  

本基金採主動式管理且不參考指數。 

 
投資目標(附註) 

 
參考貨幣：USD 

本基金不收手續費、轉換、或贖回費用。 

 

參考貨幣：USD 

本基金不收手續費、轉換、或贖回費用。 

本基金應遵循 SFDR第 8條之揭露要求。 

 
風險因素 

 
債券及其他債務工具；股票/發行人集中度；抵押及/或

證券化債務工具；衍生性商品/交易對手風險；特定衍

生工具；現金型基金；永續投資；再買回及反向買回

協議。 

債券及其他債務工具；股票/發行人集中度；抵押及/或

證券化債務工具；衍生性商品/交易對手風險；特定衍

生工具；現金型基金；永續投資；再買回及反向買回

協議。 

 
級別變動 

 
 

不適用 

 

 

變更生效日期  

前述變更將於下列日期或董事會可能釐訂之較晚日期起生效。 

 

基金名稱 交易截止日期 變更生效日期 

富達基金－歐元現金基金 2022年 8月 15日 2022年 8月 16日 

富達基金－全球人口發展商機基

金 
2022年 7月 15日 2022年 7月 18日 

富達基金－全球存股優勢基金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原名為富達基金－全球基礎建

設基金(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2022年 7月 15日 2022年 7月 18日 

富達基金－全球健康護理基金 2022年 7月 15日 2022年 7月 18日 

富達基金－美元現金基金 2022年 8月 15日 2022年 8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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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須附通知期之子基金修訂 

 
部分子基金之提議變更，包括變更生效日期、提供予您的選擇以及相關交易時程詳情載於下方。 

 
股東之選項 

 
針對本章節於下方說明之各項修訂，您身為相關子基金股東具有三種選擇： 

 
1. 不採取行動，則您於相關子基金之投資於生效日期後仍持續，或  

2. 將相關子基金現有股份免費轉換至任何可提供給您的其他富達基金，或  

3. 免費贖回相關子基金現有股份。 

 
若您欲贖回相關子基金股份，請聯繫理財顧問或 FIL 聯絡人，或致電富達投信客服專線 0800-00-99-11。 

 
您可在任何評價日轉換或贖回股份，直到各項修訂於「生效日期與交易請求截止日期」一節中規定的日

期為止。贖回款項通常將以電子銀行轉帳方式向您支付。若 FIL 根據上述條件收到相關指示，則不會收

取任何贖回或轉換費用。 

 
請注意，就稅務而言，贖回或轉換股份可能被視為股份之處分，若您對於稅務狀況有任何疑慮，本公司

建議您尋求獨立稅務專家之意見。 

 

I. 部分有投資於中國之子基金投資目標與投資上限修訂 

a. 修訂詳情 

 
下列各檔子基金之投資目標將更新，子基金將可直接及/或間接投資於中國 A 股與 B 股或境內中國固定

收益證券，惟比重不得超過其總資產淨值之 30%。相關子基金將加入新揭露資訊，資訊如下： 

 

基金 投資目標 附註 

富達基金－亞太入息基金(本基

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本基金可直接將其淨資產投資於中

國 A股和 B股。 

本 基 金 可 透 過 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的

QFI 資格，及/或透過任何依法許可之

之方式（包括滬港通等可行方式），

直接投資於中國 A 股。本基金將直接

及 /或間接投資合計少於其淨資產的

30%於中國本地 A股和 B股。 

富達基金－亞洲小型企業基金 本基金可直接將其淨資產投資於中

國 A股和 B股。 

本 基 金 可 透 過 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的

QFI 資格，及/或透過任何依法許可之

之方式（包括滬港通等可行方式），

直接投資於中國 A 股。本基金將直接

及 /或間接投資合計少於其淨資產的

30%於中國本地 A股和 B股。 

 
上述更新旨在根據投資經理人認為適當之最新投資機會，加強子基金之管理。 

 
誠然，中國政府致力於推動境內中國資本市場之開放。透過債券通、滬港通及深港通、銀行間債券市場

及其他市場上之投資工具，全球投資人已有更多機會可投資境內中國市場，且該市場亦為全球資產配置

不可或缺之組成要素。全球參考指數提供者已逐漸於數個參考指數納入中國股票及債券，例如 MSCI 及

Bloomberg（彭博）。基於中國資產對於全球投資組合之重要性日增，故有意針對幾項富達策略提高目

前投資上限。 

 
雖然相關子基金之整體風險概況不會因上述投資目標變更而改變，投資人應注意投資中國 A股與 B股或

境內中國固定收益證券之相關風險，詳情請見公開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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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生效日期與交易截止日期 

 
上述變更將於 2022年 7月 14日生效。 

 
您可在任何評價日轉換或贖回股份，直到通常的交易截止時間 2022年 7月 13日為止。相關交易將依照

下一次計算的每股資產淨值處理。免費贖回或轉出之期間將自本通知之日起至前述生效日期之間至少一

個月。為免疑義，您仍得依公開說明書規定之贖回或轉換之程序(視個案而定)，於交易請求截止日期後

之任何時候贖回或轉出您的股份。 

 
 

II. 部分多重資產子基金的投資上限提高 

a. 修訂詳情 

 
部分子基金之投資目標將依說明變更，以反映適用的部分投資限制之修訂，並符合客戶需求，為客戶創

造更佳成果。 

 

境內中國證券（中國 A股、B股、固定收益證券） 

基金名稱 現行最高曝險* 修訂後之直接及/或間接之最高曝險* 

富達基金－歐洲多重資產收益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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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適用 少於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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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適用 少於 20% 

* 子基金之淨資產。  
 
 

上述部分子基金的投資目標附註將更新，以納入適用於投資中國境內證券的修訂後之限制。 

b. 生效日期與交易截止日期 

 
上述變更將於 2022年 7月 14日起生效。 

 
您可在任何評價日免費贖回或轉換股份，直到 2022年 7月 13日通常的交易截止時間為止（下稱「交易

請求截止日期」）。相關交易將依照下一次計算的每股資產淨值處理。生效日期前免費贖回或轉換股份

的期間自本通知函日期起至少有一個月。為避免疑義，交易請求截止日期後，您仍可依照公開說明書所

載之贖回或轉換程序隨時贖回或轉換股份（視情況而定）。 

3、 無須附通知期之其他子基金修訂 
 

I. 部分子基金名稱變更 

 
自 2022年 7月 14日起生效，為維持一致性，下列子基金名稱將變更，以更適切反映目前的管理方式。 

 

現行基金名稱 新基金名稱 

富達基金－日本潛力優勢基金 富達基金－日本價值基金 

 
為免疑義，以上變更不會導致子基金投資策略或投資政策出現重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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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部分子基金參考指數變更 

  
自 2022年 7月 14日起生效，下列子基金之參考指數將變更，以更適切反映其標的所在市場。 

 

基金 原指數 新指數 

富達基金－泰國基金 Bangkok SET Capped Index Solactive GBS Thailand Investable 
Universe Index 

富達基金－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

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原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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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E BofA Asian Dollar High Yield 
Corporate Index (Level 4 20% Lvl4 
Cap, 3% Constrained) 

J.P. Morgan Asia Credit Non-
Investment Grade Index 

富達基金－新興亞洲基金 MSCI Emerging Asia Composite 
Index 

MSCI Emerging Markets Asia Index 

 
為免疑義，以上變更不會導致子基金投資策略或投資政策出現重大變動。 

 
關於富達基金－泰國基金，其更新僅在更適切反映該子基金之管理方式。事實上，相較於本地證券交易

所之指數，Solactive指數採用與MSCI及 FTSE等參考指數較類似之指數建構方法，且該指數為遵循相

同原則之指數全球家族之一部，故對投資人而言更為有利。 

 
關於富達基金－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原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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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更新旨在更

適切反映子基金之收益目標及依評級、產業或國家別所為之配置。由於目前參考指數排除未評級及主權

債券，故未反映目前市場狀況。 

 
關於富達基金－新興亞洲基金，經重新考慮新舊兩個指數之差異，為更適切反映該子基金之操作情形，

決定應以標準指數 MSCI Emerging Markets Asia Index而非混合指數 MSCI Emerging Asia Composite 

Index作為本子基金揭露之參考指數。 

 

III. 關於投資於不良證券之相關更新 

a. 修訂詳情 

 
自經盧森堡核准之公開說明書公布日起生效，公開說明書將進行修訂，以反映下列子基金可能投資於符

合「不良證券」條件之證券，投資於此類證券之上限為資產的10%，或任何不會被認定為重大之比率。 

 

子基金對於不良證券的曝險預計不會達重大水準 子基金對於不良證券的曝險上限為資產的 10% 

富達基金－歐元債券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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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公司債基金 富達基金－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原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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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債券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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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膨連結債券基金 富達基金－歐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原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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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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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達基金－全球短期收益基金 富達基金－歐洲多重資產收益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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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達基金－富達歐元目標™基金 2025 富達基金－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原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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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達歐元目標™基金 2030 富達基金－全球優質債券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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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達基金－美元債券基金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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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富達基金–永續發展多重資產收益基金(本基金有相當

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原名為富達基

金－多重資產收益基金）（原名為富達基金－全球成

長與收益基金） 
 

 富達基金－永續發展策略債券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

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富達基金－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原名為「富達基金－美元高收益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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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說明書將更新，以納入「不良證券」之定義，並將說明子基金投資於此類資產類別時可能衍生之風

險。 

 
不良證券完整詳情請參見公開說明書。 

 
為免疑義，強化關於不良證券的揭露不會導致子基金投資策略或投資政策出現重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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