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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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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21 年 7 月 30 日  

親愛的股東，

本函係為通知您持有之富達基金及其相關子基金（以下各稱「基金」或合稱為「各基金」）部分重要變更。

任何未於本函所定義之名詞，其意義與富達基金台灣部分公開說明書內所載相同。

富達基金重要變更之內容

您需要就部分變更內容採取行動，本公司於下方列出您之選項，並提供取得更多線上資訊之說明。

變更之內容

本公司將在下方列出之日期或富達基金董事會決定之更晚日期（下稱「生效日」）變更以下第 I 項所列基金

（以下稱「投資目標變更基金」）主要特色及第 II 項所列基金（以下稱「投資目標修訂基金」）部分投資目

標特色。

關於投資目標變更基金，變更將依每檔個別基金而異，但可能包括投資目標、基金風險因素以及基金名稱。

關於投資目標修訂基金，變更將不影響整體基金風險因素以及基金名稱。

I. 投資目標變更基金 

現行名稱 新名稱
免費贖回/轉換基

金期限
生效日

備註

1. 富達基金–全球消

費行業基金

富達基金–永續發

展消費品牌基金

30/09/2021 04/10/2021

為確保本基金

投資目標變更

順利進行，本

基金於生效日

前一個營業日

將不接受或受

理 申 購 與 轉

入。

2. 富達基金–美國多

元基金

富達基金–永續發

展美國股票基金
25/10/2021 26/10/2021

Fidelity Funds 
Société d’Investissement à Capital Variable 
2a rue Albert Borschette, L-1246 
B.P. 2174, L-1246 Luxembourg 
R.C.S. Luxembourg B 34036

Tél: +352 250 404 1 
Fax: +352 26 38 39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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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富達基金–澳洲基

金

富達基金–澳洲多

元股票基金
25/10/2021 26/10/2021

4. 富達基金–歐元藍

籌基金

富達基金–永續發

展歐洲股票基金
27/10/2021 28/10/202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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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0/2021 28/10/2021 

基於投資目標

變更，本基金

將可能不符合

臺灣的投資限

制規定，故預

計自生效日起

不接受或受理

任何申購與轉

入，但原採定

期定額之扣款

方式者，得按

原訂條件繼續

扣款。

II. 投資目標修訂基金 

基金名稱
免費贖回/轉換基金

期限
生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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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8/2021 01/09/2021

您需採取之行動

您有三種選擇：

 不採取行動，則您於相關投資目標變更基金及投資目標修訂基金之投資於相關生效日後仍持續；或

 將現有股份轉換至任何可提供給您的其他富達基金；或

 贖回股份

關於三種選擇的進一步詳細資訊，請見「下一步」。

變更之原因

該等變更係為確保富達基金系列持續聚焦我們的客戶需求，並旨在協助客戶達成目標。本次變更增加收益型解

決方案、永續發展產品、絕對報酬與總報酬產品，以及投資主題之數量，且在此同時著重主要市場區塊中更為廣

泛的明確目標。本次變更目標係為本公司為提升產品而進行的大規模投資，以利富達基金以更有效方式服務客

戶。

下一步

若您欲贖回股份或轉換基金，請聯繫您的專屬投資顧問或致電富達投信客服專線 0800-00-99-11。 

您可在任何評價日免費贖回或轉換股份，截至附錄一表 1 各檔投資目標變更基金於標題為「免費贖回/轉換基金

截止日期」一欄及各檔投資目標修訂基金於附錄一第 6 節所載之時間為止。贖回款項通常將以銀行電子轉帳方

式支付給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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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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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與費用

上述變更所衍生之行政費用（包含任何法律、查核、監理與郵務費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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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調整期間內因進行投資目標變更而可能衍生之交易成本（經紀費用、印花稅、稅款、保管機構佣金及支付證券

交易所之費用）將由各相關投資目標變更基金負擔，且最高為基金淨資產價值的 0.2%。若某一相關投資目標變

更基金於調整期間內的實際交易成本超過其淨資產價值的 0.2%，超過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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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取得更多資訊

變更之詳細資訊請至富達全球網站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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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致，

Nishith Gandhi 
FIL (Luxembourg) S.A 之代表人 
富達基金之法人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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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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多元基金 A-USD LU0187121727 
富達基金－澳洲基金 A-AUD LU0048574536 
富達基金－歐元藍籌基金 A-ACC-USD (hedged) LU0997586432 
富達基金－歐元藍籌基金 A-EUR LU0088814487 
富達基金－全球消費行業基金 A-ACC-USD LU0882574139 
富達基金－全球消費行業基金 A-EUR LU0114721508 
富達基金－全球消費行業基金 Y-ACC-EUR LU0346388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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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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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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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取得附錄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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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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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由下列項選

出合適類型：

 我是自然人投資人

 我在有顧問建議下進行投資

 我是通路銷售客戶

 我是機構投資人

請點選您適合的投資人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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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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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東通知信之附

錄，請至富達當地網站之相關章節或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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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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信客服專線 0800-00-99-11。 
 
 
 

 Investor Communications 
(投資人溝通) 

 Investor Education 
(投資人教育) 

 

 Corporate Action 
(公司行動) 

 Continuous disclosure 
(持續揭露) 

 Current information about the fund 
(基金現況) 

 Basics update 
(基本資料更新) 

 Fund Announcements 
(基金公告) 

 Fund Information  
(基金資訊) 

 Funds news 
(基金新訊) 

 Fund updates 
(基金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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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富達基金變更詳情 
關於2021年7月30日之股東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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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附錄所列各項變更之生效日如下所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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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富達基金–全球消費行業基金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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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風險因素 ................................................................................................................................... 11 

3.4 調整期間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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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富達基金–歐元藍籌基金 ................................................................................................................... 12 

4.1 投資目標 ................................................................................................................................... 12 

4.2 投資目標（附註） ................................................................................................................... 12 

4.3 風險因素 ................................................................................................................................... 12 

4.4 調整期間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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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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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 

5.1 投資目標 ................................................................................................................................... 14 

5.2 投資目標（附註） ................................................................................................................... 15 

5.3 風險因素 ................................................................................................................................... 16 

5.4 調整期間 ................................................................................................................................... 16 

5.5 投資目標變更基金 ISIN .......................................................................................................... 16 

6. 其他須遵守通知期間之基金修訂事項 ............................................................................................. 17 

6.1 關於特定基金於不利市場條件下，修訂投資目標有關持有現金或貨幣市場工具之比例 17 

6.2 受影響基金 ISIN：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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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投資目標變更  
如股東通知書所示，本公司將在下方列出之日期或富達基金董事會決定之更晚日期（下稱「生效日」）變
更以下基金（下稱「投資目標變更基金」）主要特色。 

 

表1 – 各檔投資目標變更基金之時程表 
 

現行名稱 新名稱 免費贖回/轉換

基金截止日期 
生效日 預計調整期

間終止日 
暫時停止申

購及轉入換

期間 
富達基金–全球

消費行業基金 
富達基金–永續發展

消費品牌基金 
30/09/2021 04/10/2021 08/10/2021 生效日之前一

個營業日 
富達基金–美國

多元基金 
富達基金–永續發展

美國股票基金 
25/10/2021 26/10/2021 28/10/2021 不適用 

富達基金–澳洲

基金 
富達基金–澳洲多元

股票基金 
25/10/2021 26/10/2021 28/10/2021 不適用 

富達基金–歐元

藍籌基金 
富達基金–永續發展

歐洲股票基金 
27/10/2021 28/10/2021 03/11/2021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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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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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0/2021  28/10/2021 
 
*基於投資目

標變更，本

基金將可能

不符合臺灣

的投資限制

規定，故預

計自生效日

起不接受或

受理任何申

購與轉入，

但原採定期

定額之扣款

方式者，得

按原訂條件

繼續扣款。 

10/11/2021 不適用 

 

我需要採取何種行動？ 

針對本節所述之各檔投資目標變更基金，您身為投資目標變更基金之股東有三項選擇： 

1. 不採取行動，則您於相關投資目標變更基金之投資於生效日後仍持續； 
 

2. 將現有股份轉換至您可取得之其他富達基金；或 
 

3. 贖回股份 
 



5 
Printed on recycled paper 

 

贖回或轉換您的股份： 

若您欲贖回股份或轉換相關投資目標變更基金之股份，請聯繫您的理財顧問或致電富達投信客服專線 0800-
00-99-11。 

自通知書日期起至上表針對各檔投資目標變更基金所載之交易請求截止時間為止（詳「免費贖回/轉換基金

截止日期」一欄），您可在任何評價日贖回或轉換各檔投資目標變更基金之股份，。贖回款項通常將以電

子銀行轉帳方式向您支付。 

稅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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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檔投資目標變更基金之基金投資組合之調整 

為確保投資目標變更順利進行，投資經理人可能會在生效日後調整投資目標變更基金之基金之投資組合，

在調整期間（下稱「調整期間」）將相關投資目標變更基金之投資調整為符合變更後之投資目標。各檔基

金調整期間詳情請見下方各相關基金章節。 

投資目標變更基金現行及變更後之詳細比較表 

以下頁面顯示投資目標變更基金現行及變更後之主要變更內容。針對投資目標變更基金完整特色，請參見

部分公開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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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富達基金–全球消費行業基金 
生效日：2021 年 10 月 4 日 

舊名稱： 
富達基金－全球消費行業基金 

新名稱： 
富達基金 – 永續發展消費品牌基金 

 
 
1.1 投資目標 
 
本基金首要透過投資全球參與製造及分銷消費性產品公

司的股票證券，為投資人帶來長期資本增長。 
如（部分公開說明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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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將持續考慮多種環境

及社會特色。環境特色包括但不限於緩解並適應氣候變

遷、水資源及廢棄物管理、生物多樣性，而社會特色包

括但不限於產品安全、供應鏈、健康及安全以及人權。

環境及社會特色由富達基礎分析師分析並透過富達永續

發展評級進行評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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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umer Discretionary + Sta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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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主要透過投資全球各公司（包括位於被視作新興

市場的國家的公司）的股票證券，為投資人帶來長期資

本增長。本基金主動尋求選擇與消費品牌主題相關的公

司（即擁有智慧財產權、定價權及強勁增長表現紀錄的

公司）。投資將包括但不限於從事設計、製造、行銷和/
或銷售品牌消費品和/或服務的公司。該策略旨在令投資

者投資於上述消費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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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公開說明書）「1.3.2(b)富達永續發展

型基金家族」一節所述，在此策略下至少 70%之淨資產

將投資於被視為具有永續發展特質之證券。 
該基金將持續考慮多種環境及社會特質。環境特質包括

但不限於緩解並適應氣候變化、水和廢物管理及生物多

樣性，而社會特質包括但不限於產品安全、供應鏈、健

康和安全以及人權。涉及環境及社會特質之爭議將定期

進行監控。環境及社會特質由富達基礎分析師分析並透

過富達永續發展評級進行評級。該基金透過遵循富達永

續發展型基金家族框架以提升該等特質。 
本基金投資組合中持有之前十大證券可能占本基金淨資

產價值之 50%或以上，形成合理集中的投資組合。  
本基金可直接將其資產投資於中國 A 股和 B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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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東務請注意，本指數並未納入環境及社會考慮因素。

相反，如上文所述，本基金透過遵循富達永續發展型基

金家族框架提升環境特質。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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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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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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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透過中國 A 股連接產品，包括但

不限於股權連結憑證、參與憑證、信用連結憑證或投

資於中國 A 股的基金，間接投資於中國 A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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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富達基金–全球消費行業基金 
本基金將直接和/或間接投資合計少於其淨資產的 30%
於中國 A 股和 B 股。 
本基金應遵循 SFDR 第 8 條之揭露要求。 

 
1.3 風險因素 
變更前 變更後 
 
股票、產業集中度/主題式焦點、新興市場、衍生工具/交
易對手一般風險、空頭部位、主動貨幣、特定衍生工

具、永續投資、證券借出、多角化已開發市場投資相關

之永續性風險 
 

 
股票、股票/發行人集中度、產業集中度/主題式焦點、

新興市場、中國相關一般風險、衍生工具/交易對手一

般風險、空頭部位、主動貨幣、特定衍生工具、永續

投資、證券借出、多角化已開發市場投資相關之永續

性風險 
 
 
1.4 調整期間 
 
為確保投資目標變更順利進行，投資經理人可能會在調整期間內調整投資目標變更基金投資組合，以

將投資目標變更基金投資調整為符合上述變更後之投資目標，調整期間預計是生效日後至多 5 天（下稱

「調整期間」）。 
 
1.5 暫時停止申購及轉入 
 
為確保投資目標變更順利進行，生效日前一個營業日（下稱「暫時停止申購及轉入期間」）投資目標

變更基金將不接受或受理申購與轉入。任何於暫時停止申購及轉入期間所收到之投資目標變更基金申

購與轉入請求將一概不予受理。 
 
1.6 投資目標變更基金ISIN 
 
股份種類名稱 ISIN 編碼 
富達基金 – 全球消費行業基金 A-ACC-USD LU0882574139 
富達基金 – 全球消費行業基金 A-EUR LU0114721508 
富達基金 – 全球消費行業基金 Y-ACC-EUR LU0346388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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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富達基金–美國多元基金 
生效日：2021 年 10 月 26 日 

舊名稱： 
富達基金－美國多元基金 

新名稱： 
富達基金－永續發展美國股票基金 

 
 
2.1 投資目標 
 
本基金旨在透過首要投資於美國大、中及小型資本公司股

票證券，以提供長期的資本增長。本基金旨在以美國股票

市場為核心投資，而分散投資於各行業及市場資本的公

司。投資經理人將透過股票之選擇以增加投資價值。 

如（部分公開說明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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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將持續考慮多種環境及社

會特色。環境特色包括但不限於緩解並適應氣候變遷、水

資源及廢棄物管理、生物多樣性，而社會特色包括但不限

於產品安全、供應鏈、健康及安全以及人權。環境及社會

特色由富達基礎分析師分析並透過富達永續發展評級進行

評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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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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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旨在透過首要投資於美國股票證券，實現長期資本

增長。 

本基金屬於富達永續發展型基金家族，採用永續發展重點

策略，如（部分公開說明書）「1.3.2(b)富達永續發展型

基金家族」一節所述，在此策略下至少 70%之淨資產將投

資於被視為具有永續發展特質之證券。該基金將持續考慮

多種環境及社會特質。環境特質包括但不限於緩解並適應

氣候變化、水和廢物管理及生物多樣性，而社會特質包括

但不限於產品安全、供應鏈、健康和安全以及人權。涉及

環境及社會特質之爭議將定期進行監控。環境及社會特質

由富達基礎分析師分析並透過富達永續發展評級進行評

級。該基金透過遵循富達永續發展型基金家族框架以提升

該等特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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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 500 Index
（「指數」），因為該指數之成分最能代表本基金尋求之

曝險特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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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人、行業、國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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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東應注意，指數並未整合環境及社會考慮因素。相反，

如上文所述，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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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 

 
2.2 投資目標（附註） 

 
參考貨幣：USD 
本基金應遵循 SFDR 第 8 條之揭露要求。   

參考貨幣：USD 
本基金應遵循 SFDR 第 8 條之揭露要求。   
 

 
2.3 風險因素 
 

變更前 變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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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富達基金–美國多元基金 
 
股票、股票/發行人集中度、國家集中度、投資於小型公

司、衍生工具/交易對手一般風險、空頭部位、主動貨

幣、特定衍生工具、永續投資、證券借出、多角化已開

發市場投資相關之永續性風險 
 

 
股票、國家集中度、衍生工具/交易對手一般風險、空

頭部位、主動貨幣、特定衍生工具、永續投資、證券

借出、多角化已開發市場投資相關之永續性風險 

 
 
2.4 調整期間 
 
為確保投資目標變更順利進行，投資經理人可能會在調整期間內調整投資目標變更基金投資組合，以

將投資目標變更基金投資調整為符合上述變更後之投資目標，調整期間預計是生效日後至多 3 天（下稱

「調整期間」）。 
 
2.5 投資目標變更基金ISIN 
 
股份種類名稱 ISIN 編碼 
富達基金 –美國多元基金 A-USD LU018712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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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富達基金–澳洲基金 
生效日：2021 年 10 月 26 日 

舊名稱： 
富達基金－澳洲基金 

新名稱： 
富達基金 – 澳洲多元股票基金 

 
 
3.1 投資目標 
 
本基金首要投資於澳洲股票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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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 ASX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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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旨在透過主要投資於澳洲股票證券及相關工具，

實現收益及長期資本增長。本基金將對大中小型公司進

行混合投資。 
倘投資經理認為澳洲上市公司混合型和固定收益證券較

相關股票提供更好的投資機會，本基金亦可策略性投資

於該等證券。 
本基金投資組合中持有之前十大股份/證券可能占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之 50%或以上，形成合理集中的投資組合。 
除了直接投資於股票及固定收益證券外，本基金亦透過

操作衍生性工具間接投資。為提升收益，本基金可能使

用衍生性金融工具（例如選擇權）以創造額外收益。本

基金將使用的金融衍生工具類型包括以股票或債券為參

考基礎的指數、籃子或單一期貨、選擇權及差價合約。

所使用的選擇權將包括賣權及買權選擇權（包括掩護性

買權選擇權）。此等額外收益（例如透過掩護性買權選

擇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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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 ASX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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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組合資訊 
本基金可策略性投資至多 30%之淨資產於澳洲上市公司

債券（包括投資等級債券和高收益債券）。於高收益債

券的投資不會超過 20%之基金總淨資產。投資於具擔保

性質及/或證券化之債務工具不會超過 20%之基金總淨資

產。 
低於 30%之基金總淨資產將被投資於混合型債券及或有

可轉換證券，其中低於 20%之基金總淨資產投資於或有

可轉換證券。 
 
 

3.2 投資目標（附註） 
 

參考貨幣：AUD 
 

參考貨幣：A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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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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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富達基金–澳洲基金 
 
3.3 風險因素 
 
變更前 變更後 
 
股票、股票/發行人集中度、國家集中度、衍生工具/交易

對手一般風險、空頭部位、主動貨幣、特定衍生工具、

永續投資、證券借出、多角化已開發市場投資相關之永

續性風險 
 

 
股票、債券與其他債務工具、股票/發行人集中度、國

家集中度、投資於小型公司、非投資等級/無評等證券

與高收益債物工具、可轉換債券、混合型債券、或有

可轉換債券(CoCos)與其他具有損失吸收機制之工具、

擔保與/或證券化債務工具、衍生工具/交易對手一般風

險、空頭部位、主動貨幣、特定衍生工具、資產配置-
動態風險、永續投資、收益型證券、證券借出、多角

化已開發市場投資相關之永續性風險 
 
 
3.4 調整期間 
 
為確保投資目標變更順利進行，投資經理人可能會在調整期間內調整投資目標變更基金投資組合，以

將投資目標變更基金投資調整為符合上述變更後之投資目標，調整期間預計是生效日後至多 3 天（下稱

「調整期間」）。 
 
 
3.5 投資目標變更基金ISIN 
 
股份種類名稱 ISIN 編碼 
富達基金－澳洲基金 A-AUD LU0048574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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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富達基金–歐元藍籌基金 
生效日：2021 年 10 月 28 日 

舊名稱： 
富達基金－歐元藍籌基金 

新名稱： 
富達基金 – 永續發展歐洲股票基金 

 
 
4.1 投資目標 
 
本基金首要投資於歐洲貨幣同盟(EMU)會員國發行且主

要以歐元為單位之藍籌股票。目前 EMU 有 19 個會員

國，倘其他國家未來加入 EMU，這些國家之投資將被考

慮納入本基金。 
本基金採主動式管理，僅於進行績效比較時參考 MSCI 
EMU Index（「指數」）。 
 
 
 

本基金旨在透過主要投資於歐洲股票證券，實現長期資

本增長。 
本基金屬於富達永續發展型基金家族，採用永續發展重

點策略，如（部分公開說明書）「1.3.2(b)富達永續發展

型基金家族」一節所述，在此策略下至少 70%之淨資產

將投資於被視為具有永續發展特質之證券。該基金將持

續考慮多種環境及社會特質。環境特質包括但不限於緩

解並適應氣候變化、水和廢物管理及生物多樣性，而社

會特質包括但不限於產品安全、供應鏈、健康和安全以

及人權。涉及環境及社會特質之爭議將定期進行監控。

環境及社會特質由富達基礎分析師分析並透過富達永續

發展評級進行評級。該基金透過遵循富達永續發展型基

金家族框架以提升該等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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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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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東務請注意，本指數並未納入環境及社會考慮因素。

相反，如上文所述，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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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 
 

4.2 投資目標（附註） 
 

參考貨幣：Euro 
本基金受 French PEA (Plan d’Epargne en Actions)稅務

包管認可。 

參考貨幣：Euro 
本基金應遵循 SFDR 第 8 條之揭露要求。 
 

 
4.3 風險因素 
 

變更前 變更後 
 
股票、歐元區風險、衍生工具/交易對手一般風險、空頭

部位、主動貨幣、特定衍生工具、永續投資、證券借

出、多角化已開發市場投資相關之永續性風險 
 

 
股票、歐元區風險、衍生工具/交易對手一般風險、空

頭部位、主動貨幣、特定衍生工具、永續投資、證券

借出、多角化已開發市場投資相關之永續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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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富達基金–歐元藍籌基金 
4.4 調整期間 
 
為確保投資目標變更順利進行，投資經理人可能會在調整期間內調整投資目標變更基金投資組合，以

將投資目標變更基金投資調整為符合上述變更後之投資目標，調整期間預計是生效日後至多 7天（下稱

「調整期間」）。 
 
 
4.5 投資目標變更基金ISIN 
 
股份種類名稱 ISIN 編碼 
富達基金 – 歐元藍籌基金 A-ACC-USD (hedged) LU0997586432 
富達基金 – 歐元藍籌基金 A-EUR LU0088814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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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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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效日：2021 年 10 月 28 日 

舊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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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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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投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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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採主動式管理且不參考指數。 
投資組合資訊： 
本基金於上述資產類別中，在一般市場條件下可投資不超

過 30%之淨資產於全球次投資等級及/或高收益債券。 
本基金可能投資於混合型債券及或有可轉換債券以及其他

次順位金融債券及優先股。1 

本基金旨在透過中長期主動配置各資產類別（包括股

票、固定收益、商品、基礎建設、不動產及現金），帶

來收益及溫和資本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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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俄羅斯及中國）。就中國而言，

本基金可直接將其淨資產投資於中國 A 股和 B 股，以及/
或於中國任何合格市場上市或交易的中國境內固定收益

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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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公開說明書）「1.3.2(b)富達永續發展

型基金家族」一節所述，在此策略下至少 70%之淨資產

將投資於被視為具有永續發展特質之證券。該基金將持

續考慮多種環境及社會特質。環境特質包括但不限於緩

解並適應氣候變化、水和廢物管理及生物多樣性，而社

會特質包括但不限於產品安全、供應鏈、健康和安全以

及人權。涉及環境及社會特質之爭議將定期進行監控。

環境及社會特質由富達基礎分析師分析並透過富達永續

發展評級進行評級。該基金透過遵循富達永續發展型基

金家族框架以提升該等特質。 
本基金採主動式管理且不參考指數。 
投資組合資訊： 
本基金於上述主要資產類別中，在一般市場條件下按淨

資產基準可投資最多 100%的固定收益證券（包括至多

100%的投資等級債券，至多 60%的高收益債券，至多

50%的政府債券，至多 50%的新興市場債券，以及至多

10%的俄羅斯債券）；50%的股票（包括至多 50%的新

興市場股票，以及至多 10%的俄羅斯股票）；至多 30%
的合格封閉型不動產投資信託；至多 30%的基礎建設證

券（不包括 REITs）；及不超過 5%的商品。新興市場

股票與債券投資合計不得超過本基金總淨資產之 50%。

俄羅斯股票與債券投資合計不得超過本基金總淨資產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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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據及貨幣市場基金）的形

式持有至多 25%之淨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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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基金對貸款可能有剩餘風險曝露，預計將根據盧森堡金融管理局（CSSF）就有關集體投資承諾的 2010 年 12 月 17
日盧森堡法律作出的常見問題回答並經考慮投資者的最佳利益後進行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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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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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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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本基金不會主動投資不良證券，但可能會保留與該

等資產類別相關的部位。在一般市場條件下，不良證券

不會超過 10%之基金淨資產。  
本基金可將至多 10%的淨資產投資於股權連結憑證和信

用連結憑證。 
本基金可能投資於混合型證券及或有可轉換證券，以及

其他次順位金融債券及優先股。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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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於 30%之基金總淨資產將被投資於混合型債券及或有可

轉換債券，其中低於 20%之基金總淨資產投資於或有可轉

換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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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任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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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合格工具和衍生性工

具獲得，這些衍生性工具包括（但不限於）UCITS 或其

他 UCI 的單位/股份、外匯交易基金、商品指數換匯交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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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其產生收益及資本增值

之潛能而定）。 
所投資之封閉型不動產投資信託(REITs)之配息方式並不

代表本基金之配息方式。 
為達成投資目標，本基金採取戰略性資產配置策略，可

主動平衡及調整基金投資標的，故本基金可能會產生比

採用靜態配置策略之基金更高的交易成本。 
本基金可透過富達基金(香港)有限公司(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 )的 QFII 資格及/或任

何依法許可之方式（包括滬港通、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

等可行方式）直接投資於中國 A 股及/或於中國任何合

格市場上市或交易之中國境內固定收益證券，或透過中

國 A 股連接產品，包括但不限於股權連結憑證、參與憑

證、信用連結憑證或投資於中國 A股及/或中國境內固

定收益證券的基金，間接投資於中國 A股及/或中國境

內固定收益證券。本基金將直接和/或間接投資合計少於

其淨資產的 30%於中國本地 A 股和 B股及/或中國境內

固定收益證券。   
本基金得投資少於 10%之淨資產於境外中國固定收益工

具，包括但不限於點心債券。 
低於 30%之基金總淨資產將被投資於混合型證券及或有

可轉換證券，其中低於 20%之基金總淨資產投資於或有

可轉換證券。 
本基金應遵循 SFDR 第 8 條之揭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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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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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風險因素 
 

變更前 變更後 
 
股票、債券與其他債務工具、大宗商品、不動產相關、

多重資產、非投資等級/無評等證券與高收益債務工具、

新興市場、歐元區風險、中國相關一般風險、可轉換債

券、混合型債券、或有可轉換債券(CoCos)與其他具有彌

補虧損機制之工具、擔保與/或證券化債務工具、衍生工

具/交易對手一般風險、空頭部位、主動貨幣、特定衍生

工具、資產配置-動態風險、永續投資、收益型證券、證

券借出、多角化已開發市場投資相關之永續性風險 
 
 

 
股票、債券與其他債務工具、大宗商品、不動產相

關、多重資產、非投資等級/無評等證券與高收益債務

工具、新興市場、俄羅斯、歐元區風險、中國相關一

般風險、點心債券、可轉換債券、混合型債券、或有

可轉換債券(CoCos)與其他具有損失吸收機制之工具、

擔保與/或證券化債務工具、衍生工具/交易對手一般風

險、空頭部位、主動貨幣、特定衍生工具、資產配置-
動態風險、永續投資、收益型證券、證券借出、多角

化已開發市場投資相關之永續性風險 

 
5.4 調整期間 
 
為確保投資目標變更順利進行，投資經理人可能會在調整期間內調整投資目標變更基金之投資組合，

以將投資目標變更基金投資調整為符合上述變更後之投資目標，調整期間預計是生效日後至多 10 天

（下稱「調整期間」)。 
 
 
5.5 投資目標變更基金ISIN 

 
股份種類名稱 ISIN 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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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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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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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須遵守通知期間之基金修訂事項 
 

有關特定基金所擬變更（包括變更生效日），您的選擇及相關交易時程如下所載： 

您需採取之行動 

本節所述之各項投資目標變更，您身為相關基金之股東有三種選擇： 

1. 不採取行動，則您於相關投資目標變更基金之投資於相關生效日後仍持續；或  

2. 將現有股份轉換至任何可提供給您的其他富達基金；或 

3. 贖回股份。 

 

贖回或轉換您的股份 

若您有意轉換或贖回您的相關子基金股份，請聯繫您的服務專員或致電富達投信客服專線 0800-00-99-11。 

您得於本信函之日起的任何評價日至以下第 6.1b 節所載日期之通常交易截止時間為止，免費轉換或贖回您

的股份。贖回款一般而言將以銀行電子轉帳方式支付給您。  

稅務事項 

請留意當您贖回所持有的股份，有可能會被視為稅務目的所作的股份處分。如果您對您的稅務有任何的疑

慮，我們建議您尋求獨立的稅務意見。 

 

6.1 關於特定基金於不利市場條件下，修訂投資目標有關持有現金或貨幣市場工具之比例 
 

a. 修訂細節 

以下基金之投資目標將有更新，增列於不利市場條件下可持有現金或貨幣市場工具之百分比。  

基金名稱 持有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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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淨值之 25%  

 
請注意以上所述投資目標變更將不影響整體基金風險因素。 

 

b. 生效日及交易截止日 

以上所述變更之生效日為 2021 年 9 月 1 日。 

您得於任何評價日轉換或贖回您的股份，直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之通常交易截止時間為止，並適用下一次

計算之每股淨資產價值。 

 
6.2 受影響基金ISIN： 
 

股份類別 I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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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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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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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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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7 月 30 日 

 

親愛的股東， 

本函係為通知您持有之富達基金及其相關基金（各稱「子基金」或合稱為「本基金」）部分重要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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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達基金（下稱「本公司」）重要變更之內容 

 
 
變更之內容 
 
本公司將於以下所列之生效日或富達基金董事會（下稱「董事會」）可能釐定之更晚日期（下稱「生效日」）合

併一檔富達基金旗下之基金（下稱「合併案所涉基金」）： 
 
消滅基金 

→ 
合併 

存續基金 生效日 

Fidelity Funds - Fidelity Patrimoine  
（未在臺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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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1/2021 

 
您需採取之行動 
 
您有三種選擇： 
 

• 不採取行動，此為選項之一，若您為消滅基金股東，則您的現有股份將於生效日自動轉換為存續基金相

關股份類別之股份。若您為存續基金股東，則您於相關基金之投資仍將持續； 
• 將您的現有股份轉換至任何可提供給您的其他富達基金；或 

 
• 贖回您的股份。 

 
進一步細節請參見第一節。 

 
 

Fidelity Funds 
Société d’Investissement à Capital Variable  
2a rue Albert Borschette, L-1246 
B.P. 2174, L-1246 Luxembourg 
R.C.S. Luxembourg B 34036 
 
Tél: +352 250 404 1 
Fax: +352 26 38 39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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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滅基金與存續基金股份類別對照表 

合併 消滅基金股份類別 
 
 
 
 
 

合併 
 
 

存續基金股份類別 生效日 

Fidelity Funds- 
Fidelity 

Patrimoine 
(未在臺註冊)  

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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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CC-EUR 
（未在臺註

冊） 
LU0080749848 

A-ACC-EUR 
(hedged) 

（未在臺註冊） 
LU0987487336 

22/11/2021 Y-ACC-EUR 
（未在臺註

冊） 
LU0614514395 

Y-ACC -EUR 
(hedged) 

（未在臺註冊） 
LU1097728445 

 
 
重要資訊 
 

董事會決定將本公司數檔基金合併，謹將合併之基金詳列如上（下稱「合併案」）。本合併案係依據 2010 年 12
月 17 日盧森堡關於集體投資事業之法律第 1 條(20) (a)、富達基金章程（下稱「章程」）第 22 條規定以及公開

說明書中所列條款進行辦理。 

該等變更係為確保富達基金系列持續聚焦我們的客戶需求，並旨在協助客戶達成目標。本次變更增加收益型解

決方案、永續發展產品、絕對報酬與總報酬產品，以及投資主題之數量，且在此同時著重主要市場區塊中更為廣

泛的明確目標。本次變更目標係為本公司為提升產品而進行的大規模投資，以利富達基金以更有效方式服務客

戶。 

本函所列合併案之效力將拘束所涵蓋基金之未依下列規定要求贖回或轉換股份之所有股東。 

本合併案業已由盧森堡金融管理局（下稱「CSSF」）核准。 

本通知函說明提議合併案將產生之影響。 

1. 合併案相關重要時程 

合併 消滅基金 存續基金 合併案所涉基金 
消滅基金 存續基金 申購/贖回/轉換股份

截止日期（請見下方

第 1 點） 
 

免費贖回/轉換出基

金截止日期（請見

下方第 2 點） 

用以計算換算比

率之淨資產價值

日期 

合併生效日 

Fidelity Funds - 
Fidelity Patrimoine 
(未在臺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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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1/2021 12/11/2021 19/11/2021 22/11/2021 

 
為執行必要程序，以確保合併案可順利如期辦理，董事會決議以下事項： 
 

1. 消滅基金股東可申購、贖回或轉換股份，直至生效日前五(5)個工作日為止。如上所載之截止日

期前贖回/轉出股份均為免費。申購或轉入消滅基金的費用則收取通常收取之費用；以及 

 2. 存續基金股東可免費贖回或將其股份轉出存續基金，直至如上所載之截止日期為止，截止日期

之後請求贖回或轉換股份則會收取通常的贖回或轉換費用。申購或轉入存續基金則收取通常收

取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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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併案對於消滅基金股東之影響   

 
不同意合併案的消滅基金股東可請求贖回股份，或在可行情況下請求以可適用之淨資產價值轉換其股

份，直到第一節所載之截止日期為止，此類贖回與轉換股份交易均為免費。 

合併案實施後，消滅基金股東將成為存續基金之股東，細節如上所載。消滅基金將於生效日不經清算

而逕行解散。股東應注意消滅基金與存續基金之特徵有所差異。 

於生效日當天，消滅基金股東獲得的存續基金股份，其特徵可能有異於現行持有之消滅基金股份。 

針對合併案，自生效日起，消滅基金股東將獲得與存續基金股東相同之權利，因而參與存續基金未來

的任何淨資產價值上漲。 

消滅基金不會因合併案而收取申購費用。 

2.1  投資組合調整 

為確保合併案順利進行，在可行情況下，消滅基金之投資組合將在合併前進行調整，其目的在於使消

滅基金之投資組合在生效日前即符合存續基金之投資目標。 
 
請注意，基於此調整，在生效日前，消滅基金投資組合之策略可能有異於消滅基金公開說明書第 1.4 節

所載之「投資政策與目標」。 
 

2.2 消滅基金交易請求截止日期 

為執行必要程序，以確保合併案可順利如期辦理，董事會決議在合併案生效日前五(5)個工作日之期間

內均不受理消滅基金股份之申購、贖回與轉換。消滅基金股東可在生效日營業時間開始時起交易其新

獲得之存續基金股份。 

2.3  換算比率 

合併案生效日當天，消滅基金股東之持股將自動轉換為相應的存續基金股份類別（請見下方表格所示），

股數計算公式如下： 

消滅基金股份類別股數乘以相關換算比率，各股份類別換算比率將分別計算 

換算比率的計算方式係為消滅基金股份類別每股淨資產價值除以存續基金股份類別每股淨資產價值。

用以計算比率的淨資產價值日期為生效日的前一工作日，如上方第一節所載。 

為計算股份換算比率，章程與公開說明書中所載之淨資產價值計算規則將用以確立合併案所涉基金的

資產與負債價值。 

由於欲合併之消滅基金與存續基金的股份類別之參考貨幣相同，因此在計算生效日消滅基金之股數轉

換為存續基金之股數時，無需使用匯率。 

2.4  合併後獲得之存續基金股數確認 

針對所有合併案，消滅基金股東於合併後將收到確認其存續基金相應股份類別股數的通知，或者消滅

基金股東也可在下一期的對帳單內獲悉並確認細節，或至其富達線上帳戶檢視。 

3. 合併案對於存續基金股東之影響 

不同意合併案的存續基金股東可請求贖回股份，或在可行情況下請求以可適用之淨資產價值轉換股份，

直到第一節所載之截止日期為止，此類贖回與轉換股份交易均為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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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續基金股份之申購、轉換或贖回將不會暫停。 

合併案實施後，存續基金股東之持股將不會出現變化，持股相關權利也無變動。合併案之執行將不會

影響存續基金的費用結構。 

合併案將不影響存續基金之投資政策。 

進一步資訊請見本函末之附錄。 

4. 合併基金重要特性比較 
 

合併案所涉基金為同一實體旗下基金，因此將受惠於同等的投資人保障與權利。 

股東應注意合併所涉基金特徵有所差異。進一步資訊請見本函末之附錄。 

關於消滅基金與存續基金之配息政策，費用與支出，申購、贖回與轉換股份，最低投資金額與後續投

資金額，以及持股要求的進一步詳情，請參見公開說明書。 

5. 基金合併之成本 
因籌備與辦理合併案所衍生之法律、顧問、稽核與行政等成本與費用將由本公司的投資經理人 FIL Fund 
Management Limited 承擔。 

6. 稅務 

合併案可能會影響您的稅務狀況。本公司建議各合併案所涉基金股東尋求專業顧問之意見，以了解就

您所屬國籍、居住地、註冊或登記地之稅法而言，本合併案將有何影響。 

7. 額外資訊 

7.1 基金合併報告 

董事會將委任本公司之授權會計師 Deloitte Audit S.à r.l.（以下稱「會計師」）進行合併案相關稽核工

作，會計師將針對合併案提出報告，其中包括確認以下事項： 

1) 為計算換算比率而採用的資產及/或負債評價標準； 

2) 確立換算比率的計算方法；及  

3) 最終換算比率。 

會計師製作之報告副本將免費提供予合併案所涉基金之股東與盧森堡金融監管委員會(CSSF)。 

7.2 可供索取之額外文件 

自 2021 年 7 月 30 日起，合併案所涉基金之股東將可於本公司登記辦事處免費索取以下文件： 

• 董事會制定之合併條款，其中包含合併案的詳細資訊，例如股份換算比率之計算方法（下稱「合併

條款」）； 

• 本公司保管銀行之聲明，確認已核實合併條款是否符合 2010 年 12 月 17 日關於集體投資事業之法

律與章程； 

• 盧森堡公開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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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併案所涉基金的關鍵投資人資訊文件(KIID)。董事會籲請消滅基金股東針對合併案制定任何決策

前詳閱存續基金之 KIID。 

*** 

若您欲取得關於合併案之進一步資訊，請聯繫本公司登記辦事處或您的專屬投資顧問或致電富達投信客服專線

0800-00-99-11。 

合併案將反映在下一次更新的公開說明書，最新的盧森堡公開說明書將可於本公司登記辦事處免費索取。 

董事會對本函內容準確性負責。 

此致， 

 

 
 
Nishith Gandhi 
FIL (Luxembourg) S.A 之代表人 
富達基金之法人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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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 合併基金重要特性比較 
 
1. Fidelity Funds - Fidelity Patrimoine（未在臺註冊）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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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滅基金 
Fidelity Funds - Fidelity Patrimoine 

（未在臺註冊） 

存續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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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效日：2021 年 11 月 22 日  

 

1.1 投資目標 

本基金旨在運用保守投資方法，以達成長期溫和

資本增長之目標。基金主要投資於各種全球資產，

包括位於、上市於或曝險於新興市場的資產，以建

立股票、債券、大宗商品與現金的投資部位。投資

標的將著重歐元計價證券。 

本基金也可能投資於基礎建設證券與封閉式不動

產投資信託(REITs)，並可能透過運用衍生性金融

商品以取得報酬。 

本基金採主動式管理，為監控風險，投資經理人將

參考 50% ICE BofA Euro Large Cap Index、15% 
MSCI AC World ex Europe Index、15% MSCI 
Europe Index、10% Bloomberg Commodity Index 
Total Return，以及 10% EUR 1W LIBID （以上

合稱「指數」），因為指數特性代表基金將投資之

標的特性。基金績效可與指數比較，以進行評估。 

投資經理人具有高度裁量權，雖然基金將持有指數

成分證券，但也可投資於不包含在指數中的發行人、

產業、國家與證券類型，並且可採取不同於指數的

權重配置，以把握投資機會。長期而言，基金績效

預期將異於指數，然而，就短期而言，視市況而定，

基金績效可能接近指數。  

投資組合資訊： 

本基金可能使用衍生性金融商品，包括複雜的衍生

性工具或策略，以達成基金之投資目標。基金可能

透過衍生性金融商品做多或放空證券。 

此類部位可能與基金持有之標的證券部位無相關

性。  

此類操作給予投資經理人彈性，可選擇特定方法，

以及集中或分散投資之時機。 

衍生性金融工具可能用以建立對於某資產的曝險

部位，以達到類似實際持有該資產之效果。 

貨幣衍生性工具可能用以避險，或用以做多或放

空貨幣，或複製股票指數標的證券之貨幣曝險。 

可能使用的衍生性工具類型包括指數、一籃子或

單一期貨、連結股票或債券的選擇權與差價合約。

可能使用的選擇權包括賣權與買權，也包括掩護

性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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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券以及封閉型不動產投資信託(REITs)。 

本基金採主動式管理且不參考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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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可能投資於混合型證券及或有可轉換證

券，以及其他次順位金融債券及優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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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持有至多 25%之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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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滅基金 
Fidelity Funds - Fidelity Patrimoine 

（未在臺註冊） 

存續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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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效日：2021 年 11 月 22 日  

本基金可能投資於混合型債券與或有可轉換債券

(CoCos)，以及其他次級金融債與優先股。 

 
1.2 投資目標（附註） 

參考貨幣：Euro 

由於本基金可投資於全球，因此可能投資於不同國

家與區域，投資於單一國家或區域的金額不受限。基

金之任何大宗商品曝險將透過合格工具與衍生性商

品而取得，例如（但不限於）UCITS 或其他 UCI 的
單位/股份、ETF，以及大宗商品指數交換交易。 

總曝險：  

本基金之總曝險將以相對 VaR 方法監控，基金 VaR
限制於參考投資組合 VaR 的 200%，參考投資組合

係由 50% ICE BofA Euro Large Cap Index、15% 
MSCI AC World ex Europe Index、15% MSCI 
Europe Index、10% Bloomberg Commodity Index 
Total Return、10% EUR 1W LIBID 所組成。 

投資相關活動的預期槓桿為 300%，避險股份類別活

動衍生之預期槓桿為 150%，合計 450%。本基金槓

桿可能升至更高水準，包括在非典型的市況下，然而

槓桿預期將不超過基金淨資產價值的 550%。 

本基金淨資產總額投資於混合型債券與或有可轉換

債券(CoCos)的比重將不超過 30%，其中投資於

CoCos 的比重將不超過淨資產總額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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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投資之封閉型不動產投資信託(REITs)之配息方

式並不代表本基金之配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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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於 30%之基金總淨資產將被投資於混合型債券及

或有可轉換債券，其中低於 20%之基金總淨資產投

資於或有可轉換債券。 

 
 

 
1.4 風險因素 

 
1.3 總曝險 

總曝險計算方法 

相對 VaR 承諾法 

參考投資組合 

50% ICE BofA Euro Large Cap Index; 15% MSCI 
AC World ex Europe Index; 15% MSCI Europe 
Index; 10% Bloomberg Commodity Index Total 
Return; 10% EUR 1W LIBID. 

不適用 

最大總槓桿 

200%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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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名稱 

一
般
風
險 

資產類別特定風險 投資重點/風格相關風險 特定工具相關風險 衍生性商品/交易對手風險 

額
外
公
開
說
明
書
風
險
因
素 股

票 

債
券
及
其
他
債
務
工
具 

商
品 

不
動
產
相
關 

多
重
資
產 

股
票/

發
行
人
集
中
度 

國
家
集
中
度 

產
業
集
中
度/

主
題
重
點 

投
資
於
小
型
企
業 

低
於
投
資
等
級/

未
評
等
證
券
及
高
收
益
債
務
工
具 

新
興
市
場 

俄
羅
斯 

歐
元
區
風
險 

中國  
相關 

固定收益 

相關 

股
票
連
結
債
券/
信
用
連
結
債
券 

一
般
風
險 

空
頭
部
位 

高
槓
桿 

主
動
貨
幣 

特
定
衍
生
工
具 一

般
風
險 

點
心
債
券 

或
有
可
轉
換
證
券
、
混
合
型
證
券
及
其

他
具
備
損
失
分
擔
機
制
特
徵
工
具 

抵
押
及/
或
證
券
化
債
務
工
具 

 

Fidelity Funds - 
Fidelity Patrimoine 
(未在臺註冊)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3, 

5a,7, 
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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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3, 

5a,6,7
, 10a 

 
 
若您欲了解更多風險因素相關資訊，請參閱公開說明書。 
 
1.5 歐盟證券融資交易法規 

基金名稱 

差價合約(CFDs) 總收益交換(TRS) 證券借貸 再買回及反向再買回協議 
最大值 

(in % of 
TNA) 

預期值 
(in % of 

TNA) 

最大值 
(in % of 

TNA) 

預期值

(in % of 
TNA) 

最大值 
(in % of 

TNA) 

預期值

(in % of 
TNA) 

最大值 
(in % of 

TNA) 

預期值 
(in % of TNA) 

Fidelity Funds - 
Fidelity 
Patrimoine  
(未在臺註冊)  

100 40 0 0 30 15 3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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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40 200 40 30 15 30 0 

 
1.6 典型投資人類型 

 
合併案所涉基金 
合併案所涉基金股份類別之典型投資人為欲參與資本市場，且準備好承擔公開說明書第 I 部分(1.2)「風

險因素」章節針對本公司各檔多重資產基金所述之風險者。多重資產基金之投資可視為中長期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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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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7 月 30 日 
 
 
 
親愛的股東， 
 
本函係為通知台端持有之富達基金、Fidelity Active Strategy(未在臺註冊)及其相關基金（各稱「子基金」或合稱

為「基金」）部分重要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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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Fidelity Active Strategy(未在臺註

冊)公開說明書（合稱「公開說明書」）內所載相同。 

 
 

Fidelity Active Strategy(未在臺註冊)與富達基金（下稱「合併實體」）重要變更之內容 
 
變更之內容 
 
本公司將於以下所列之生效日或富達基金與 Fidelity Active Strategy（下稱「FAST」）個別董事會可能釐定之更

晚日期（下稱「生效日」）合併 FAST 與富達基金旗下之基金（以下合稱「合併案所涉基金」）： 
 
消滅基金 

→ 
合併 

存續基金 生效日 

FAST - US Fund  
（未在臺註冊） 

富達基金–永續發展美國股票基金 
（將更名自「富達基金–美國多元基金」） 

2021 年 12 月 6 日 

 
您需採取之行動 
 
您有三種選擇： 
 

• 不採取行動，此為選項之一，若您為消滅基金股東，則您的現有股份將於生效日自動轉換為存續基金相

關股份類別之股份。若您為存續基金股東，則您於相關基金之投資仍將持續； 
 

• 將您的現有股份轉換至任何可提供給您的其他富達基金；或 
 

• 贖回您的股份。 
 
進一步細節請參見第一節。 

 

Fidelity Funds 
Société d’Investissement à Capital Variable  
2a rue Albert Borschette, L-1246 
B.P. 2174, L-1246 Luxembourg 
R.C.S. Luxembourg B 34036 
 
Tél: +352 250 404 1 
Fax: +352 26 38 39 38 
 
Fidelity Active STrategy 
Société d’Investissement à Capital Variable 
2a rue Albert Borschette,  
L-1246 Luxembourg 
 
Tél: +352 250 404 1 
Fax: +352 26 38 39 38 
 
R.C.S. Luxembourg B 102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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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滅基金與存續基金股份類別對照表 

合併 消滅基金股份類別 
(均未在臺註冊) 

 
 
 
 

存續基金股份類別 
(均未在臺註冊) 生效日 

FAST - US Fund
（未在臺註冊） 

 
併入  

 
富達基金–永續發展

美國股票基金 
（將更名自「富達

基金–美國多元基

金」） 

  A-ACC-EUR LU0363262394 

 
合併 

A-ACC-EUR LU0261960354 

2021 年 12
月 6 日 

A-ACC-EUR 
(hedged) LU0936198034 A-ACC-EUR 

(hedged) LU2244417205 

A-ACC-USD LU0363262121 A-ACC-USD LU2244417387 

E-ACC-EUR LU0363262634 E-ACC-EUR LU2244417460 

I-ACC-USD LU0363263012 I-ACC-USD LU2244417544 

Y-ACC-GBP LU0936198208 Y-ACC-GBP LU2244417627 

Y-ACC-USD LU0363262808 Y-ACC-USD LU0346390437 

 
 
重要資訊 
 

FAST 與富達基金董事會決定將 FAST 旗下基金併入富達基金旗下基金，將合併之基金詳列如上（下稱「合併

案」）。本合併案係依據 2010 年 12 月 17 日盧森堡關於集合投資事業之法律第 1 條(20) (a)、相關公開說明書

中所列條款以及合併實體之章程規定進行辦理。 

該等變更係為確保富達基金系列持續聚焦我們的客戶需求，並旨在協助客戶達成目標。本次變更增加收益型解

決方案、永續發展產品、絕對報酬與總報酬產品，以及投資主題之數量，且在此同時著重主要市場區塊中更為廣

泛的明確目標。本次變更目標係為本公司為提升產品而進行的大規模投資，以利富達基金以更有效方式服務客

戶。 

本函所列合併案之效力將拘束所涵蓋基金之未依下列規定要求贖回或轉換股份之所有股東。 

本合併案業已由盧森堡金融管理局（下稱「CSSF」）核准。 

本通知函說明提議合併案將產生之影響。 

1. 合併案相關重要時程 

合併 消滅基金 存續基金 合併基金 
消滅基金 存續基金 申購/贖回/轉換股

份截止日期（請見

下方第 1 點） 
 

免費贖回/轉換出基

金截止日期（請見

下方第 2 點） 

用以計算換算

比率之淨資產

價值日期 

合併生效日 

FAST - US Fund 
（未在臺註冊） 

富達基金–永續發展

美國股票基金 
（將更名自「富達基

金–美國多元基金」） 

26/11/2021 26/11/2021 03/12/2021 06/12/2021 

 
為執行必要程序，以確保各合併案可順利如期辦理，各董事會決議以下事項： 
 

1. 消滅基金股東可申購、贖回或轉換股份，直至生效日前五(5)個工作日為止。如上所載之截止日

期前贖回/轉出股份均為免費。申購或轉入消滅基金的費用則收取通常收取之費用；以及 

 2. 存續基金股東可免費贖回或將其股份轉出存續基金，直至如上所載之截止日期為止，截止日期

之後請求贖回或轉換股份則會收取通常的贖回或轉換費用。申購或轉入存續基金則收取通常收

取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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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併案對於消滅基金股東之影響 

不同意合併案的消滅基金股東可請求贖回股份，或在可行情況下請求以可適用之淨資產價值轉換其股

份，直到第一節所載之截止日期為止，此類贖回與轉換股份交易均為免費。 

合併案實施後，消滅基金股東將成為相關存續基金之股東，細節如上所載。消滅基金將於相關生效日

不經清算而逕行解散。股東應注意消滅基金與存續基金之特徵有所差異。 

於生效日當天，消滅基金股東獲得的存續基金股份，其特徵可能有異於現行持有之消滅基金股份。 

針對合併案，自生效日起，消滅基金股東將獲得與存續基金股東相同之權利，因而參與存續基金未來

的任何淨資產價值上漲。 

消滅基金不會因合併案而收取申購費用。 

2.1 投資組合調整 

為確保合併案順利進行，在可行情況下，消滅基金之投資組合將在合併前進行調整，其目的在於使消

滅基金之投資組合在相關生效日前即符合存續基金之投資目標。 

請注意，基於此調整，在生效日前，消滅基金投資組合之策略可能有異於消滅基金公開說明書第 1.4 節

所載之「投資政策與目標」。 

 
2.2 消滅基金交易請求截止日期 

為執行必要程序，以確保合併案可順利如期辦理，董事會決議在合併案生效日前五(5)個工作日之期間

內均不受理消滅基金股份之申購、贖回與轉換。消滅基金股東可在生效日營業時間開始時起交易其新

獲得之存續基金股份。 

2.3 換算比率 

合併案生效日當天，消滅基金股東之持股將自動轉換為相應的存續基金股份類別（請見下方表格所示），

股數計算公式如下：  

消滅基金股份類別股數乘以相關換算比率，各股份類別換算比率將分別計算 

換算比率的計算方式係為消滅基金股份類別每股淨資產價值除以存續基金股份類別每股淨資產價值。

用以計算比率的淨資產價值日期為生效日的前一工作日，如上方第一節所載。 

為計算股份換算比率，章程與公開說明書中所載之淨資產價值計算規則將用以確立合併案所涉基金的

資產與負債價值。 

由於欲合併之消滅基金與存續基金的股份類別之參考貨幣相同，因此在計算生效日消滅基金之股數轉

換為存續基金之股數時，無需使用匯率。 

2.4 合併後獲得之存續基金股數確認 

針對本合併案，消滅基金股東於合併後將收到確認其存續基金相應股份類別股數的通知，或者消滅基

金股東也可在下一期的對帳單內獲悉並確認細節，或至其富達線上帳戶檢視。 

3. 合併案對於存續基金股東之影響 

不同意合併案的存續基金股東可請求贖回股份，或在可行情況下請求以可適用之淨資產價值轉換股份，

直到第一節所載之截止日期為止，此類贖回與轉換股份交易均為免費。 

存續基金股份之申購、轉換或贖回將不會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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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案實施後，存續基金股東之持股將不會出現變化，持股相關權利也無變動。合併案之執行將不會

影響存續基金的費用結構。 

合併案將不影響存續基金之投資政策。 

進一步資訊請見本函末之附錄。 

4. 合併基金重要特性比較 
由於合併案所涉基金均為(i)由同一家管理公司 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管理，

(ii)適用歐盟 UCITS 指令（第 2009/65/EC 號指令）與盧森堡法律之 UCITS，且為(iii)於盧森堡註冊之

上市有限責任公司，因此在合併案實施後，消滅基金股東將受惠於同等的投資人保障與權利。 

股東應注意合併案所涉基金特徵有所差異。進一步資訊請見本函末之附錄。 

關於消滅基金與存續基金之配息政策，費用與支出，申購、贖回與轉換股份，最低投資金額與後續投

資金額，以及持股要求的進一步詳情，請參見公開說明書。 

5. 基金合併之成本 
因籌備與辦理合併案所衍生之法律、顧問、稽核與行政等成本與費用將由合併實體的投資經理人 FIL 
Fund Management Limited 承擔。 

6. 稅務 

合併案可能會影響您的稅務狀況。本公司建議合併案所涉基金股東尋求專業顧問之意見，以了解就您

所屬國籍、居住地、註冊或登記地之稅法而言，本合併案將有何影響。 

7. 額外資訊 

7.1 基金合併報告 

合併實體各董事會將委任 FAST 核准之會計師 Deloitte Audit S.à r.l.（下稱「會計師」）進行合併案相關

稽核工作，會計師將針對合併案提出報告，其中包括確認以下事項： 

1) 為計算換算比率而採用的資產及/或負債評價標準； 

2) 確立換算比率的計算方法；及  

3) 最終換算比率。 

會計師製作之報告副本將免費提供予合併案所涉基金之股東與盧森堡金融監管委員會(CSSF)。 

7.2 可供索取之額外文件 

自 2021 年 7 月 30 日起，合併案所涉基金之股東將可於合併實體登記辦事處免費索取以下文件： 

• 合併實體各董事會共同制定之合併條款，其中包含合併案的詳細資訊，例如股份換算比率之計算方

法（下稱「共同合併條款」）； 

• 合併實體各自之保管銀行聲明，確認已核實共同合併條款是否符合 2010 年 12 月 17 日關於集體投

資事業之法律以及合併實體各自之章程； 

• 合併實體各自之公開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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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併案所涉基金的關鍵投資人資訊文件(KIID)。FAST 董事會籲請消滅基金股東針對合併案制定任

何決策前詳閱存續基金之 KIID。 

 
*** 

 

若您欲取得關於合併案之進一步資訊或有任何疑問，請聯繫合併實體之登記辦事處或您的專屬投資顧問或致電

富達投信客服專線 0800-00-99-11。 

合併案將反映在下一次更新的 FAST 公開說明書，最新的 FAST 公開說明書將可於消滅基金登記辦事處免費索

取。 

合併實體各董事會對本函內容準確性負責。 

 

此致， 

 

 
 
Nishith Gandhi 
FIL (Luxembourg) S.A 之代表人 
富達基金之法人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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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 合併基金重要特性比較 

 
1. FAST - US Fund（未在臺註冊） 併入 富達基金–永續發展美國股票基金（將更名自「富達

基金–美國多元基金」） 

 
         消滅基金 
      FAST - US Fund 
      （未在臺註冊） 

存續基金 
富達基金–永續發展美國股票基金 

（將更名自「富達基金–美國多元基金」） 
生效日：2021 年 12 月 6 日 

 

1.1 投資目標 

本基金旨在達成資本增長之目標，主要投資標的為

於美國註冊、上市，或經營絕大部分業務的公司股

票，以及提供此類曝險的金融工具。根據公開說明

書 H 節，子基金資產規模以差價合約(CFD)操作之

比例預期為 100%，上限則為 165%。 

本基金旨在透過首要投資於美國股票證券，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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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重點策略，如（部分公開說明書）「1.3.2(b)
富達永續發展型基金家族」一節所述，在此策略

下至少 70%之淨資產將投資於被視為具有永續發

展特質之證券。該基金將持續考慮多種環境及社

會特質。環境特質包括但不限於緩解並適應氣候

變化、水和廢物管理及生物多樣性，而社會特質

包括但不限於產品安全、供應鏈、健康和安全以

及人權。涉及環境及社會特質之爭議將定期進行

監控。環境及社會特質由富達基礎分析師分析並

透過富達永續發展評級進行評級。該基金透過遵

循富達永續發展型基金家族框架以提升該等特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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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 500 
Index（「指數」），因為該指數之成分最能代表

本基金尋求之曝險特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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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的發行人、行業、國家和證券種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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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東應注意，本指數並未納入環境及社會考慮因

素。相反，如上文所述，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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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 

 
1.2 投資目標（附註） 

參考貨幣：USD 

績效費：若相關股份類別年化績效領先指數報酬超

過 2%，則收取相當於超前績效 20%之績效費。績

效費每日累積，若基金績效落後，則累積之績效費

參考貨幣：USD 

本基金應遵循 SFDR 第 8 條之揭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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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滅基金 
      FAST - US Fund 
      （未在臺註冊） 

存續基金 
富達基金–永續發展美國股票基金 

（將更名自「富達基金–美國多元基金」） 
生效日：2021 年 12 月 6 日 

將用以回補績效。績效費每年結算。進一步資訊請

參見第四部分。 

本基金將運用相對VaR方法監控總曝險，基金VaR
上限為參考投資組合 VaR 的 200%，參考投資組合

為標普 500。 

槓桿以所有衍生性金融工具名目金額加總計算。本

基金預期槓桿水準為淨資產價值的 46%。然而此數

字並非上限，槓桿水準可能更高。 
 

1.3 總曝險 

總曝險計算方法 

相對 VaR 承諾法 

參考投資組合 

S&P 500 N/A 

預期槓桿水準 

46% N/A 

交易請求截止日期 

英國時間中午 12 時前(通常為 CET 下午 1 時) 英國時間下午 3 時前(CET 下午 4 時) 

評價日期與「開放交易」 

消滅基金股東請參閱存續基金公開說明書，以取得評價日期與開放交易日之詳細資訊。 
 
1.4 風險因素 

如 FAST 公開說明書所述，消滅基金風險因素如下： 
 

- 所有基金相關一般風險； 
- 股票相關風險； 
- 國家、集中度與風格相關風險； 
- 衍生性商品相關風險； 
- 永續投資； 
- 多元已開發市場投資相關之永續性風險。 

 
存續基金風險因素請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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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名稱 

一
般
風
險 

資產類別特定風險 投資重點/風格相關風險 特定工具相關風險 衍生性商品/交易對手風險 

額
外
公
開
說
明
書
風
險
因
素 股

票 

債
券
及
其
他
債
務
工
具 

商
品 

不
動
產
相
關 

多
重
資
產 

股
票/

發
行
人
集
中
度 

國
家
集
中
度 

產
業
集
中
度/

主
題
重
點 

投
資
於
小
型
企
業 

低
於
投
資
等
級/

未
評
等
證
券
及
高
收
益
債
務
工
具 

新
興
市
場 

俄
羅
斯 

歐
元
區
風
險 

中國  
相關 

固定收益 

相關 

股
票
連
結
債
券/
信
用
連
結
債
券 

一
般
風
險 

空
頭
部
位 

高
槓
桿 

主
動
貨
幣 

特
定
衍
生
工
具 一

般
風
險 

點
心
債
券 

或
有
可
轉
換
證
券
、
混
合
型
證
券
及
其

他
具
備
損
失
分
擔
機
制
特
徵
工
具 

抵
押
及/
或
證
券
化
債
務
工
具 

 

富達基金–永續發

展美國股票基金 

（將更名自「富達

基金–美國多元基

金」） 

X X      X            X X  X X 5a,5b,
7, 10a 

 
 
若您欲了解更多風險因素相關資訊，請參閱富達基金臺灣部分公開說明書。 
 
1.5 歐盟證券融資交易法規 

基金名稱 

差價合約(CFDs) 總收益交換(TRS) 證券借貸 再買回及反向再買

回協議 
最大值 

(in % of 
TNA) 

預期值 
(in % of 

TNA) 

最大值 
(in % of 

TNA) 

預期值(in 
% of 
TNA) 

最大值 
(in % of 

TNA) 

預期值(in 
% of 
TNA) 

最大值 
(in % of 

TNA) 

預期值 
(in % of 

TNA) 
FAST - US Fund  
(未在臺註冊) 165 100 10 10 28 5 0 0 

富達基金–永續發

展美國股票基金 

（將更名自「富達基金

–美國多元基金」） 

10 0 0 0 30 15 30 0 

 
1.6 典型投資人類型 

消滅基金 存續基金 
消滅基金股份類別之典型投資人為欲參與股市，

且準備好承擔 FAST 公開說明書第 I 部分(1.2)「風

險因素」章節所述之風險者。FAST 股票基金之投

資應視為長期投資。 

存續基金股份類別之典型投資人為欲參與股市，

且準備好承擔富達基金公開說明書第 I 部分(1.2)
「風險因素」章節針對各檔股票基金所述之風險

者。富達股票基金之投資可視為中長期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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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為重要文件，請立即閱讀。如有任何疑問，請尋求專業建議。

2021 年 7 月 30 日 

親愛的股東，

本函係通知您有關即將針對富達基金之部分公開說明書（以下簡稱「部分公開說明書」）所

為之更新。

任何沒有在本信函所定義的名詞，其意義與部分公開說明書內所載相同。

富達基金（以下簡稱「本基金」）重要變更

變更事項為何？

「評價日」定義之修訂

自 2021 年 9 月 1 日起，將修訂部分公開說明書中「評價日」之定義，除 12 月 25 日（聖誕

節）、1 月 1 日（元旦）及其他董事基於最佳股東利益考量為特定基金決定之非評價日外，

未來「評價日」將包括每一週間平日（包含週一至週五）。

舉例而言，非評價日得為一檔基金重要投資部份之主要市場證交所休假日、將妨礙某檔基金

公平價格計算之其他地區休假日，其可能包括該等相關休市日之前一日。

如經考量符合股東最佳利益且僅限於特定情形（例如緊接幾日為連續休市日期間），相關休

市日之前一日得視為非評價日。

預計非評價日之清單訊息可參考網址: https://fidelityinternational.com/non-valuation-days/，
該網站內容將每半年提前更新之。惟若董事相信符合股東最佳利益，該清單亦將不時預先（如

合理可行）依特殊情形要求更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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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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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部分公開說明書之上述更新可能減少富達基金股份可供申購、贖回、及/或交換之期間

處理天數。

您須採取之行動

關於可供您選擇之行動內容，請參考以下「股東之選擇」段落。

費用

上述變更所衍生的行政費用，包含任何法律、查核、郵務及監理費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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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作為股東有二項選擇：

 不採取任何行動，於此情形，於上述變更實施後，您的相關子基金投資將持續；

 贖回您的相關股份。

若您有意轉換或贖回您的相關子基金股份，請聯繫您的服務專員或致電富達投信客服專線

0800-00-99-11。 

贖回可在本信函之日起的任何評價日至您於 2021 年 8 月 31 日之通常交易截止時間執行，並

適用下一次計算之每股淨資產價值。贖回款一般而言將以銀行電子轉帳方式支付給您。

稅務事項

請留意當您贖回所持有的股份，有可能會被視為稅務目的所作的股份處分。如果您對您的稅

務有任何的疑慮，我們建議您尋求獨立的稅務意見。

董事會對本信函內容的準確性負責，並在進行了所有合理的詢問後確認，據其所知及所信，

並無遺漏其他任何會導致本信函之內容產生誤導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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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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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信客服專線 0800-00-99-11。 

此致，

Nishith Gandhi 

FIL (Luxembourg) S.A 之代表人 
富達基金之法人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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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存續基金股東可免費贖回或將其股份轉出存續基金，直至如上所載之截止日期為止，截止日期之後請求贖回或轉換股份則會收取通常的贖回或轉換費用。申購或轉入存續基金則收取通常收取之費用。
	2. 合併案對於消滅基金股東之影響
	不同意合併案的消滅基金股東可請求贖回股份，或在可行情況下請求以可適用之淨資產價值轉換其股份，直到第一節所載之截止日期為止，此類贖回與轉換股份交易均為免費。
	合併案實施後，消滅基金股東將成為相關存續基金之股東，細節如上所載。消滅基金將於相關生效日不經清算而逕行解散。股東應注意消滅基金與存續基金之特徵有所差異。
	於生效日當天，消滅基金股東獲得的存續基金股份，其特徵可能有異於現行持有之消滅基金股份。
	針對合併案，自生效日起，消滅基金股東將獲得與存續基金股東相同之權利，因而參與存續基金未來的任何淨資產價值上漲。
	消滅基金不會因合併案而收取申購費用。
	2.1 投資組合調整

	為確保合併案順利進行，在可行情況下，消滅基金之投資組合將在合併前進行調整，其目的在於使消滅基金之投資組合在相關生效日前即符合存續基金之投資目標。
	請注意，基於此調整，在生效日前，消滅基金投資組合之策略可能有異於消滅基金公開說明書第1.4節所載之「投資政策與目標」。
	2.2 消滅基金交易請求截止日期

	為執行必要程序，以確保合併案可順利如期辦理，董事會決議在合併案生效日前五(5)個工作日之期間內均不受理消滅基金股份之申購、贖回與轉換。消滅基金股東可在生效日營業時間開始時起交易其新獲得之存續基金股份。
	2.3 換算比率

	換算比率的計算方式係為消滅基金股份類別每股淨資產價值除以存續基金股份類別每股淨資產價值。用以計算比率的淨資產價值日期為生效日的前一工作日，如上方第一節所載。
	為計算股份換算比率，章程與公開說明書中所載之淨資產價值計算規則將用以確立合併案所涉基金的資產與負債價值。
	由於欲合併之消滅基金與存續基金的股份類別之參考貨幣相同，因此在計算生效日消滅基金之股數轉換為存續基金之股數時，無需使用匯率。
	2.4 合併後獲得之存續基金股數確認

	針對本合併案，消滅基金股東於合併後將收到確認其存續基金相應股份類別股數的通知，或者消滅基金股東也可在下一期的對帳單內獲悉並確認細節，或至其富達線上帳戶檢視。
	3. 合併案對於存續基金股東之影響
	4. 合併基金重要特性比較
	由於合併案所涉基金均為(i)由同一家管理公司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管理，(ii)適用歐盟UCITS指令（第2009/65/EC號指令）與盧森堡法律之UCITS，且為(iii)於盧森堡註冊之上市有限責任公司，因此在合併案實施後，消滅基金股東將受惠於同等的投資人保障與權利。
	股東應注意合併案所涉基金特徵有所差異。進一步資訊請見本函末之附錄。
	關於消滅基金與存續基金之配息政策，費用與支出，申購、贖回與轉換股份，最低投資金額與後續投資金額，以及持股要求的進一步詳情，請參見公開說明書。
	5. 基金合併之成本
	因籌備與辦理合併案所衍生之法律、顧問、稽核與行政等成本與費用將由合併實體的投資經理人FIL Fund Management Limited承擔。
	因籌備與辦理合併案所衍生之法律、顧問、稽核與行政等成本與費用將由合併實體的投資經理人FIL Fund Management Limited承擔。
	6. 稅務
	合併案可能會影響您的稅務狀況。本公司建議合併案所涉基金股東尋求專業顧問之意見，以了解就您所屬國籍、居住地、註冊或登記地之稅法而言，本合併案將有何影響。
	7. 額外資訊
	7.1 基金合併報告
	1) 為計算換算比率而採用的資產及/或負債評價標準；
	2) 確立換算比率的計算方法；及
	3) 最終換算比率。

	7.2 可供索取之額外文件
	 合併實體各董事會共同制定之合併條款，其中包含合併案的詳細資訊，例如股份換算比率之計算方法（下稱「共同合併條款」）；
	 合併實體各自之保管銀行聲明，確認已核實共同合併條款是否符合2010年12月17日關於集體投資事業之法律以及合併實體各自之章程；
	 合併實體各自之公開說明書；
	 合併案所涉基金的關鍵投資人資訊文件(KIID)。FAST董事會籲請消滅基金股東針對合併案制定任何決策前詳閱存續基金之KIID。


	附錄 – 合併基金重要特性比較
	1. FAST - US Fund（未在臺註冊） 併入 富達基金–永續發展美國股票基金（將更名自「富達基金–美國多元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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