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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全球通知書亦可於以下網站取得，但因銷售地適用法規不同，故可能有中英文通知書不完全一致情形，請投資人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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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 (盧森堡)股票基金公司客戶通知信 

 
瑞銀(盧森堡)全球新興市場精選股票基金(美元) 

 
UBS (Lux) Equity SICAV - Global Emerging Markets Opportunity (USD) 

 

瑞銀(盧森堡)全球收益股票基金(美元) (原名稱: 

瑞銀(盧森堡)全球收益永續股票基金(美元)) (本基

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及本基金非屬環境、社會

及治理相關主題基金) 

 

UBS (Lux) Equity SICAV-Global Income Sustainable (USD) 

瑞銀(盧森堡)美國總收益股票基金(美元) (原名稱: 

瑞銀(盧森堡) 美國總收益永續股票基金(美元))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及本基金非屬環境、

社會及治理相關主題基金) 

 

UBS (Lux) Equity SICAV - US Total Yield Sustainable (USD) 

瑞銀(盧森堡)美國增長股票基金(美元) 

 
UBS (Lux) Equity SICAV - USA Growth (USD) 

 

瑞銀(盧森堡)全球多元關鍵趨勢(美元) UBS (Lux) Equity SICAV - Long Term Themes (USD) 

 
本公司之董事會謹通知以下有關 2023 年 1 月版銷售公開說明書預計變更之事項： 
 
1. 子基金瑞銀(盧森堡)全球新興市場精選股票基金(美元)、瑞銀(盧森堡)全球多元關鍵趨勢(美元) 及

瑞銀(盧森堡)美國增長股票基金(美元)，管理投資組合所適用之瑞銀 ESG 共識分數，詳述於新增

附錄「永續金融揭露規範相關資訊」，相關詳細資訊請股東參考公開說明書之附錄。 
 

2. 子基金瑞銀(盧森堡)全球收益股票基金(美元) (原名稱: 瑞銀(盧森堡)全球收益永續股票基金(美元))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及本基金非屬環境、社會及治理相關主題基金)及瑞銀(盧森堡)美國

總收益股票基金(美元) (原名稱: 瑞銀(盧森堡) 美國總收益永續股票基金(美元))(本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及本基金非屬環境、社會及治理相關主題基金) ，管理投資組合所適用之 ESG 分

數，詳述於新增附錄「永續金融揭露規範相關資訊」 ，相關詳細資訊請股東參考公開說明書之附

錄。 
 

3. 請投資人注意以上變更僅係依歐盟永續金融揭露規範為之，子基金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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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環境、

社會及治理相關主題之境外基金。 
 
變更最遲將於 2023 年 1 月 1 日生效。變更內容可見於 2023 年 1 月版本的基金銷售公開說明書。 
 
2023 年 1 月 1 日 於盧森堡 | 本公司 

http://www.ubs.com/
https://www.ubs.com/lu/en/asset_management/notifications.html


 瑞銀基金管理(盧森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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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文版全球通知書亦可於以下網站取得，但因銷售地適用法規不同，故可能有中英文通知書不完全一致情形，請投資人注意 

https://www.ubs.com/lu/en/asset_management/notifications.html 

 
瑞銀 (盧森堡)債券基金客戶通知信 

瑞銀(盧森堡)亞洲靈活債券基金(美元)(原名稱：瑞

銀(盧森堡)亞洲全方位債券基金(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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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BS (Lux) Bond Fund ‒ Asia Flexible (USD) 

 
管理公司之董事會謹通知以下有關 2023 年 1 月版銷售公開說明書預計變更之事項： 
 
1. 子基金瑞銀(盧森堡)亞洲靈活債券基金(美元)(原名稱：瑞銀(盧森堡)亞洲全方位債券基金(美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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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投資組合
所適用之瑞銀 ESG 共識分數，詳述於新增附錄「永續金融揭露規範相關資訊」，相關詳細資訊請
單位持有人參考公開說明書之附錄。 
 

2. 請投資人注意以上變更僅係依歐盟永續金融揭露規範為之，子基金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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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環境、
社會及治理相關主題之境外基金。 

 
變更最遲將於 2023 年 1 月 1 日生效。變更內容可見於 2023 年 1 月版本的基金銷售公開說明書。 
 
2023 年 1 月 1 日於盧森堡 | 管理公司 

http://www.ubs.com/
https://www.ubs.com/lu/en/asset_management/notifications.html


 
 

瑞銀 (盧森堡) 債券基金公司 
資本可變動之投資公司 
33 A, avenue J.F. Kennedy 
L-1855 盧森堡 
RCS 盧森堡 B56385 號 
(本公司) 
 
www.ubs.com 

 

英文版全球通知書亦可於以下網站取得，但因銷售地適用法規不同，故可能有中英文通知書不完全一致情形，請投資人注意 
https://www.ubs.com/lu/en/asset_management/notifications.html 

   

 
瑞銀 (盧森堡) 債券基金公司客戶通知信 

瑞銀(盧森堡)美元企業債券基金(美元) (本基金之

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UBS (Lux) Bond SICAV-USD Corporates (USD) 

瑞銀(盧森堡)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美元) (原
名稱：瑞銀(盧森堡)亞洲高收益債券基金(美元)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UBS (Lux) Bond SICAV- Asian High Yield (USD) 

 
本公司之董事會謹通知以下有關 2023 年 1 月版銷售公開說明書預計變更之事項： 
 
1. 子基金瑞銀(盧森堡)美元企業債券基金(美元)(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及瑞銀(盧森堡)亞

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美元)(原名稱：瑞銀(盧森堡)亞洲高收益債券基金(美元)(本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管理投資組合所適用之瑞銀 ESG 共識分數，詳述於新增附錄「永續金融揭露規
範相關資訊」，相關詳細資訊請股東參考公開說明書之附錄。 
 

2. 請投資人注意以上變更僅係依歐盟永續金融揭露規範為之，子基金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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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環境、
社會及治理相關主題之境外基金。 

 
變更最遲將於 2023 年 1 月 1 日生效。變更內容可見於 2023 年 1 月版本的基金銷售公開說明書。 
 
2023 年 1 月 1 日於盧森堡 | 本公司 

http://www.ubs.com/
https://www.ubs.com/lu/en/asset_management/notifica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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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版全球通知書亦可於以下網站取得，但因銷售地適用法規不同，故可能有中英文通知書不完全一致情形，請投資人注意 
https://www.ubs.com/lu/en/asset_management/notifications.html 

   

 
瑞銀 (盧森堡)策略基金客戶通知信 

瑞銀(盧森堡)策略基金–平衡型(美元) (原名稱：瑞銀

(盧森堡)策略基金–永續平衡型(美元)) (本基金之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及本基金非屬環境、社會及治理相關

主題基金) 

 

UBS (Lux) Strategy Fund- Balanced Sustainable (USD) 

瑞銀(盧森堡)策略基金-固定收益型(美元) (原名稱：

瑞銀(盧森堡)策略基金–永續固定收益型(美元)) (本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及本基金非屬環境、社會及

治理相關主題基金) 

 

UBS (Lux) Strategy Fund- Fixed Income Sustainable (USD) 

瑞銀(盧森堡)策略基金-增長型(美元) (原名稱：瑞銀

(盧森堡)策略基金–永續增長型(美元)) (本基金之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及本基金非屬環境、社會及治理相關

主題基金) 

 

UBS (Lux) Strategy Fund - Growth Sustainable (USD) 

瑞銀(盧森堡)策略基金-收益型(美元) (原名稱：瑞銀

(盧森堡)策略基金–永續收益型(美元)) (本基金之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及本基金非屬環境、社會及治理相關

主題基金) 

UBS (Lux) Strategy Fund – Yield Sustainable (USD) 

管理公司之董事會謹通知以下有關 2023 年 1 月版銷售公開說明書預計變更之事項： 
 
1. 子基金瑞銀(盧森堡)策略基金–平衡型(美元) (原名稱：瑞銀(盧森堡)策略基金–永續平衡型(美

元))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及本基金非屬環境、社會及治理相關主題基金)、瑞銀(盧森

堡)策略基金-固定收益型(美元) (原名稱：瑞銀(盧森堡)策略基金–永續固定收益型(美元)) (本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及本基金非屬環境、社會及治理相關主題基金)、瑞銀(盧森堡)策略基

金-增長型(美元) (原名稱：瑞銀(盧森堡)策略基金–永續增長型(美元))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及本基金非屬環境、社會及治理相關主題基金)及瑞銀(盧森堡)策略基金-收益型(美元) 

(原名稱：瑞銀(盧森堡)策略基金–永續收益型(美元))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及本基金

非屬環境、社會及治理相關主題基金)，管理投資組合所適用之永續相關規範，詳述於新增附錄

「永續金融揭露規範相關資訊」 ，相關詳細資訊請單位持有人參考公開說明書之附錄。 
 

2. 請投資人注意以上變更僅係依歐盟永續金融揭露規範為之，子基金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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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環境、

社會及治理相關主題之境外基金。 
 
變更最遲將於 2023 年 1 月 1 日生效。變更內容可見於 2023 年 1 月版本的基金銷售公開說明書。 
 
2023 年 1 月 1 日於盧森堡 | 管理公司 

http://www.ubs.com/
https://www.ubs.com/lu/en/asset_management/notifications.html


附件二 

受歐盟永續金融規範第二級規定實施影響新增 ESG 附錄之子基金列表： 

瑞銀(盧森堡)股票基金公司 

瑞銀 (盧森堡) 全球新興市場精選股票基金 (美元) LU0328353924 3528013 

瑞銀 (盧森堡) 全球新興市場精選股票基金 (美元) I-A1-累積 LU0399011708 4732537 

瑞銀 (盧森堡) 全球收益股票基金 (美元) (原名稱：瑞銀 (盧森堡) 全球

收益永續股票基金 (美元) ) (本基金非屬環境、社會及治理相關主題基

金) 

LU1013383713 23221984 

瑞銀 (盧森堡) 全球收益股票基金 (美元) (月配息) (原名稱：瑞銀 (盧森

堡) 全球收益永續股票基金 (美元) (月配息) )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及本基金非屬環境、社會及治理相關主題基金) 

LU2219369068 56588448 

瑞銀 (盧森堡) 全球收益股票基金 (美元) I-A1-累積 (原名稱：瑞銀 (盧

森堡) 全球收益永續股票基金 (美元) I-A1-累積) (本基金非屬環境、社

會及治理相關主題基金) 

LU1468494312 33434871 

瑞銀 (盧森堡) 全球收益股票基金 (美元) Q-累積 (原名稱：瑞銀 (盧森

堡) 全球收益永續股票基金 (美元) Q-累積) (本基金非屬環境、社會及

治理相關主題基金) 

LU1043174561 23840634 

瑞銀 (盧森堡) 美國總收益股票基金 (美元) (原名稱：瑞銀 (盧森堡) 美

國總收益永續股票基金 (美元) ) (本基金非屬環境、社會及治理相關主

題基金) 

LU0868494617 20240339 

瑞銀 (盧森堡) 美國總收益股票基金(美元) (月配息) (原名稱：瑞銀 (盧

森堡) 美國總收益永續股票基金 (美元) (月配息) )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及本基金非屬環境、社會及治理相關主題基金) 

LU0942090050 21529267 

瑞銀 (盧森堡) 美國總收益股票基金 (美元) I-A1-累積 (原名稱：瑞銀 

(盧森堡) 美國總收益永續股票基金 (美元) I-A1-累積) (本基金非屬環

境、社會及治理相關主題基金) 

LU0997794549 22908917 

瑞銀 (盧森堡) 美國總收益股票基金 (美元) I-A3-累積 (原名稱：瑞銀 

(盧森堡) 美國總收益永續股票基金 (美元) ) I-A3-累積 (本基金非屬環

境、社會及治理相關主題基金) 

LU1297653567 29702571 

瑞銀 (盧森堡) 美國增長股票基金 (美元) LU0198837287 1930124 

瑞銀 (盧森堡) 美國增長股票基金 (美元) I-A1-累積 LU0399032613 4732789 

瑞銀 (盧森堡) 全球多元關鍵趨勢基金 (美元) LU1323610961 30372449 



瑞銀 (盧森堡) 全球多元關鍵趨勢基金 (美元) (歐元避險) LU1323611001 30372455 

瑞銀 (盧森堡) 全球多元關鍵趨勢基金 (美元) I-A1 (累積) LU1599408454 36446892 

 

 

 

 

 

 

 

 

 

 

 

 

 

 

 

 

 

 

 

 

 

 

 

 

 

 

 

 

 

 



瑞銀(盧森堡)債券基金 

瑞銀 (盧森堡) 亞洲靈活債券基金 (美元) (原名稱：瑞銀 (盧森堡) 亞洲

全方位債券基金 (美元) )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

險債券) 

LU0464244333 10532248 

瑞銀 (盧森堡) 亞洲靈活債券基金 (美元) (月配息) ) (原名稱：瑞銀 (盧

森堡) 亞洲全方位債券基金 (美元) (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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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0464244259 10532247 

瑞銀 (盧森堡) 亞洲靈活債券基金 (美元) I-A1-累積 (原名稱：瑞銀 (盧

森堡) 亞洲全方位債券基金 (美元) I-A1-累積)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LU0464245819 10532262 

 

 

 

 

 

 

 

 

 

 

 

 

 

 

 

 

 

 

 

 

 

 

 

 



瑞銀(盧森堡)債券基金公司 

瑞銀 (盧森堡) 美元企業債券基金 (美元) LU0172069584 1640534 

瑞銀 (盧森堡) 美元企業債券基金 (美元) (月配息)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LU0849272793 19861671 

瑞銀 (盧森堡) 美元企業債券基金 (美元) I-A1-累積 LU0396367277 4731999 

瑞銀 (盧森堡) 美元企業債券基金 (美元) Q-累積 LU0396366972 4731997 

瑞銀 (盧森堡) 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美元)  

(原名稱：瑞銀 (盧森堡) 亞洲高收益債券基金 (美元) ) 
LU0626906662 12980677 

瑞銀 (盧森堡) 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美元) (月配息) 

(原名稱：瑞銀 (盧森堡) 亞洲高收益債券基金 (美元) (月配息) )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LU0626906746 12980685 

瑞銀 (盧森堡) 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美元) I-A1-累積 

(原名稱：瑞銀 (盧森堡) 亞洲高收益債券基金 (美元) I-A1-累積) 
LU0871581103 20324198 

瑞銀 (盧森堡) 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美元) Q-累積 

(原名稱：瑞銀 (盧森堡) 亞洲高收益債券基金 (美元) Q-累積) 
LU1240770955 28326380 

瑞銀 (盧森堡) 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美元) Q-月配息 

(原名稱：瑞銀 (盧森堡) 亞洲高收益債券基金 (美元) Q-月配息)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LU1240771177 28326624 

 

 

 

 

 

 

 

 

 

 

 

 

 

 



瑞銀(盧森堡)策略基金 

瑞銀 (盧森堡) 策略基金–平衡型 (美元) (累積) 

(原名稱：瑞銀 (盧森堡) 策略基金–永續平衡型 (美元) (累積) ) 

(本基金非屬環境、社會及治理相關主題基金) 

LU0049785792 239659 

瑞銀 (盧森堡) 策略基金–平衡型 (美元) (月配息) 

(原名稱：瑞銀 (盧森堡) 策略基金–永續平衡型 (美元) (月配息) )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及本基金非屬環境、社會及治理相

關主題基金) 

LU1008478767 23116938 

瑞銀 (盧森堡) 策略基金–固定收益型 (美元) 

(原名稱：瑞銀 (盧森堡) 策略基金–永續固定收益型 (美元) ) 

(本基金非屬環境、社會及治理相關主題基金) 

LU0039703532 618671 

瑞銀 (盧森堡) 策略基金–固定收益型 (美元) (月配息) 

(原名稱：瑞銀 (盧森堡) 策略基金–永續固定收益型 (美元) (月配息) )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及本基金非屬環境、社會及治理相

關主題基金) 

LU1415540852 32602019 

瑞銀 (盧森堡) 策略基金–增長型 (美元) 

(原名稱：瑞銀 (盧森堡) 策略基金–永續增長型 (美元) ) 

(本基金非屬環境、社會及治理相關主題基金) 

LU0033040865 601326 

瑞銀 (盧森堡) 策略基金–收益型 (美元) 

(原名稱：瑞銀 (盧森堡) 策略基金–永續收益型 (美元) ) 

(本基金非屬環境、社會及治理相關主題基金) 

LU0033043885 601328 

瑞銀 (盧森堡) 策略基金–收益型 (美元) (月配息) 

(原名稱：瑞銀 (盧森堡) 策略基金–永續收益型 (美元) (月配息) )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及本基金非屬環境、社會及治理相

關主題基金)     

LU2487699634 1194386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