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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保存年限：

瑞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函

地址：110412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7號5樓
承辦人：張乃文
電話：02-87586940
電子信箱：naiwen.chang@ubs.com

受文者：各銷售機構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日
發文字號：瑞銀信字第111000004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瑞銀盧森堡系列股票基金之公開說明書變更事宜，請查照
說明：
一、謹通知本公司總代理之瑞銀盧森堡系列股票基金公開說明書
內容調整，詳情請參閱附件一瑞銀(盧森堡)股票基金客戶通
知信中譯本、附件二基金資訊。
二、以上變更預計自2022年4月15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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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本：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
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富邦綜合證券股份
有限公司、中租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野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瑞士商瑞士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臺灣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信託部、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商法國巴黎銀行台北分公司、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新加坡商瑞銀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花旗(台
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國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鉅亨證券投資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板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基富通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王道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兆豐國
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各銷售機構、富邦
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法商法國巴黎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安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宏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第一金人壽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保誠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金庫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英屬百慕達商安達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
分公司、各壽險公司
副本：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財商品部、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託部
境外基金經辦、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託處商品科、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信託部、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託部、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信託部、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財富管理部商品行銷科、台新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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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財商品處投資產品部一組、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託作業科、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財務結算部、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
司財富管理部、中租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基金經辦、野村證券投資信
託股份有限公司總務部收發文、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託部基金經辦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信託部基金經辦、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託部、瑞士商瑞
士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Advisory&Sales(A&S)、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存投商品處基金暨股權類商品科、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託部
基金作業科、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託部、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財
管部、法商法國巴黎銀行台北分公司財富管理部、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財富管理部、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託部、第一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信託部、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託部、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信託服務作業組、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託部、新加坡商瑞銀
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Advisory&Sales(A&S)、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財富
管理部、花旗(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財富管理暨行銷企劃處、國泰綜合證
券股份有限公司國際金融部、鉅亨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財務行政部、板信
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財富管理部、基富通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基金事務部、王道
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數位理財部產品企劃科、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財管部、匯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財富管理部、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信託部、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商品行銷部投資型企劃科、南山人
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商品發展部、法商法國巴黎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
司投資型商品行政部、安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投資部、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
限公司投連商品行政處、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證券投資部、宏泰人壽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經營企劃部商品企劃科、第一金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投資部
、保誠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商品行銷部、合作金庫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投資
型商品行政部、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商品二部、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投資型商品部管理一科

總經理 王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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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保存年限：

瑞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函

地址：110412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7號5樓
承辦人：張乃文
電話：02-87586940
電子信箱：naiwen.chang@ubs.com

受文者：各壽險公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日
發文字號：瑞銀信字第111000004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瑞銀盧森堡系列股票基金之公開說明書變更事宜，請查照
說明：
一、謹通知本公司總代理之瑞銀盧森堡系列股票基金公開說明書
內容調整，詳情請參閱附件一瑞銀(盧森堡)股票基金客戶通
知信中譯本、附件二基金資訊。
二、以上變更預計自2022年4月15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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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本：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
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富邦綜合證券股份
有限公司、中租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野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瑞士商瑞士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臺灣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信託部、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商法國巴黎銀行台北分公司、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新加坡商瑞銀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花旗(台
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國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鉅亨證券投資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板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基富通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王道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兆豐國
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各銷售機構、富邦
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法商法國巴黎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安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宏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第一金人壽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保誠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金庫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英屬百慕達商安達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
分公司、各壽險公司
副本：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財商品部、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託部
境外基金經辦、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託處商品科、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信託部、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託部、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信託部、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財富管理部商品行銷科、台新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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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財商品處投資產品部一組、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託作業科、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財務結算部、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
司財富管理部、中租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基金經辦、野村證券投資信
託股份有限公司總務部收發文、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託部基金經辦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信託部基金經辦、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託部、瑞士商瑞
士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Advisory&Sales(A&S)、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存投商品處基金暨股權類商品科、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託部
基金作業科、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託部、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財
管部、法商法國巴黎銀行台北分公司財富管理部、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財富管理部、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託部、第一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信託部、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託部、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信託服務作業組、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託部、新加坡商瑞銀
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Advisory&Sales(A&S)、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財富
管理部、花旗(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財富管理暨行銷企劃處、國泰綜合證
券股份有限公司國際金融部、鉅亨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財務行政部、板信
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財富管理部、基富通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基金事務部、王道
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數位理財部產品企劃科、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財管部、匯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財富管理部、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信託部、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商品行銷部投資型企劃科、南山人
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商品發展部、法商法國巴黎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
司投資型商品行政部、安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投資部、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
限公司投連商品行政處、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證券投資部、宏泰人壽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經營企劃部商品企劃科、第一金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投資部
、保誠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商品行銷部、合作金庫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投資
型商品行政部、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商品二部、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投資型商品部管理一科

總經理 王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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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基金管理(盧森堡)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33 A, avenue J.F. Kennedy
L-1855 盧森堡
RCS 盧森堡 B 154210 號
(管理公司)
www.ubs.com

客戶通知信
(致以下基金之客戶)
瑞銀 (盧森堡) 生化股票基金 (美元)
瑞銀 (盧森堡) 中國精選股票基金 (美元)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瑞銀 (盧森堡) 大中華股票基金 (美元)
瑞銀 (盧森堡) 永續健康轉型基金 (美元) (原名稱: 瑞銀 (盧森堡) 保健股票基金(美元))
瑞銀 (盧森堡) 日本股票基金 (日幣)
瑞銀 (盧森堡) 歐洲中型永續股票基金 (歐元) (原名稱: 瑞銀 (盧森堡) 歐洲中型股票基金(歐元))
瑞銀 (盧森堡) 美國小型股票基金 (美元)
瑞銀 (盧森堡) 全球優選股票基金 (美元)

管理公司董事會謹通知以下有關 2022 年 04 月版公開說明書預計變更之事項：
1) 瑞銀 (盧森堡) 永續健康轉型基金 (美元) (原名稱: 瑞銀 (盧森堡) 保健股票基金(美元))
最高總年費費率由 1.840%降低至 1.710%；
最高經理費年費率由 1.470%降低至 1.370%。
本次調整可詳見於 2022 年 04 月版本之基金公開說明書並預計自 2022 年 04 月 15 日生效。
2022 年 04 月 01 日 於盧森堡 | 管理公司

本通知書亦可於以下網站取得
https://www.ubs.com/lu/en/asset-management/notifications.html

1

附件二
基金列表：
LU0069152568

512723

LU0049842692

255790

LU0085953304

855245

LU0072913022

547581

瑞銀(盧森堡)大中華股票基金(美元)I-A1-累積級別

LU0403290488

4733741

瑞銀(盧森堡)中國精選股票基金(美元)

LU0067412154

512613

LU1152091168

26276928

瑞銀(盧森堡)中國精選股票基金(美元)I-A1-累積級別

LU1017642064

23319873

瑞銀(盧森堡)日本股票基金(日幣)

LU0098994485

828785

瑞銀(盧森堡)美國小型股票基金(美元)

LU0038842364

618344

瑞銀(盧森堡)美國小型股票基金(美元)I-A1-累積級別

LU0404627597

4734040

瑞銀(盧森堡)生化股票基金(美元)

瑞銀 (盧森堡) 歐洲中型永續股票基金 (歐元)
(原名稱: 瑞銀 (盧森堡) 歐洲中型股票基金 (歐元))
瑞銀 (盧森堡) 永續健康轉型基金 (美元)
(原名稱: 瑞銀 (盧森堡) 保健股票基金 (美元))

瑞銀(盧森堡)大中華股票基金(美元)

瑞銀(盧森堡)中國精選股票基金(美元)(月配息)(本基金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