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達基金-全球優質債券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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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短期收益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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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人異動通知

26 January 2022

親愛的壽險通路基金經辦們您好！
謹通知本公司總代理之「富達基金-全球優質債券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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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短期收益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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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人異動訊息，詳如說明，敬請查照。本異動以 Email 形式
通知，不再另行發文。
一、基金經理人調整如下：
基金名稱

變更前基金經理人 變更後基金經理人
主要基金經理人
主要基金經理人
Peter Khan
James Durance

富達基金-全球優質債券基金(本基金主要
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 協同基金經理人
James Durance
來源可能為本金)
Tim Foster
Claudio Ferrarese
主要基金經理人
Peter Khan
富達基金-全球短期收益基金

協同基金經理人
James Durance
Tim Foster
Claudio Ferrarese
主要基金經理人
Peter K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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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同基金經理人
源可能為本金)
Andrei Gorodilov
James Durance

變更生效日

協同基金經理人
Tim Foster
Claudio Ferrarese
Peter Khan
主要基金經理人
James Durance
協同基金經理人
Tim Foster
Claudio Ferrarese
Peter Khan
主要基金經理人
Peter Khan
協同基金經理人
Andrei Gorodilov
James Durance
Terrence Pang
Tae Ho Ryu

2022 年 2 月 1 日

二、基金經理人簡介
經理人姓名：James Durance
學歷：西班牙 IESE 商學院工商管理碩士
經歷：擁有 20 年以上的投資經驗，於 2013 年加入富達倫敦，擔任汽車和運輸行業的高級信用分析
師，之後於 2015 年加入投資組合管理團隊。自 2019 年 1 月起，擔任富達全球高收益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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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協同經理人。加入富
達之前，於 2006 年至 2013 年在摩根士丹利擔任信用分析師，涵蓋投資級和高收益信貸，並
涉足債券、貸款和衍生資產類別。
經理人姓名：Tim Foster
學歷：英國劍橋大學自然科學榮譽理學碩士
證照：特許財務分析師(CFA)
經歷：18 年以上投資經驗。2003 年加入富達倫敦擔任計量分析師，2007 年升任為投資組合經理
人，主要負責短天期投資組合管理，包括公司債及通膨連結債。自 2017 年 4 月起，擔任富達
永續發展策略債券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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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協同經理人。
經理人姓名：Claudio Ferrarese
學歷：英國倫敦國王學院金融數學理學碩士
經歷：擁有 18 年以上的投資經驗，於 2006 年加入富達倫敦，成為量化研究團隊的一員。2015 年
成為助理基金經理人，主要負責總回報和絕對回報策略，於 2016 年晉升為協同經理人。自
2017 年 4 月起，擔任富達永續發展策略債券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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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協同經理人。在加入富達之前，曾於羅馬的 Capitalia Banking
Group 擔任結構性金融分析師。
經理人姓名：Peter Khan
學歷：美國紐約大學史登商學院金融和國際商務工商管理碩士
經歷：擁有 28 年以上的投資經驗，於 2000 年加入富達倫敦，擔任交易員，並於 2003 年晉升為交
易主管。於 2009 年成為投資組合經理，負責多個全球固定收益投資組合，包括富達全球高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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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富達全球優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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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入富達
之前，在 Bayerische Hypo-und-Vereinsbank 擔任倫敦歐洲債券部門的交易主管。
經理人姓名：Andrei Gorodilov
學歷：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國際事務&國際銀行與金融碩士
經歷：於 2004 年加入富達，擔任資深信用分析師，研究範疇涵蓋電訊、科技、新興歐洲市場。
2009 年 6 月起擔任富達歐洲高收益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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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助理基金經理人，2013 年 2 月 1 日起正式成為主要基金經理人。

經理人姓名：Terrence Pang
學歷：英國牛津大學金融經濟學理學碩士
經歷：擁有 8 年的亞洲信用債券分析經驗。2013 年 7 月加入富達香港，擔任信用分析師，研究涵蓋
亞洲高收益債不同產業，包括地產與工業，以及中國境內、新興市場和成熟市場的高收益債
市。自 2020 年 2 月起，晉升並擔任富達亞洲高收益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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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協同基金經理人。
經理人姓名：Tae Ho Ryu
學歷：南韓延世大學商學士
經歷：擁有超過 15 年亞洲固定收益交易的經驗。2010 年 5 月加入富達香港，為資深交易員，涵蓋
各種不同的亞洲高收益債、投資級債、當地貨幣政府債和利率交換，以及信用衍生性產品。
自 2020 年 2 月起，晉升並擔任富達亞洲高收益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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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協同基金經理人。在加入富達之前，曾服務於德意志資產管
理公司固定收益交易員 3 年。
三、如您對上述說明有任何疑問，請聯繫您的服務專員，或者致電富達投信客服專線 0800-00-9911 詢問。
若您不是負責壽險通路的窗口，請協助轉通知此封信件，並幫忙回信告知正確窗口的聯繫方式，以利於日後
訊息傳遞。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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