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乃重要文件，須即時留意。   

若您有任何問題，請諮詢專業顧問  

MORGAN STANLEY INVESTMENT FUNDS 

可變換股本之投資公司 

註冊辦事處： 6B, route de Trèves, L-2633 Senningerberg 

R.C.S. Luxembourg： B 29 192 

(以下簡稱「公司」) 

 

致股東通知書 

 

尊敬的各位股東：  

我們特此通知您，公司董事會 (以下簡稱「董事會」) 已作出下列決議： 

1 基金與股份類別合併 

基於多種基金與股份類別之規模和總費用比率 (即總費用淨值/總資產平均淨值 x 100%) (以下稱

「TER」)，董事會決定將公司某些基金 (以下稱「被吸收基金」) 合併至公司其他基金 (以下稱「吸

收基金」)，而且將公司某些基金下某些股份類別 (以下稱「被吸收股份類別」) 合併至公司同一基金

下其他股份類別 (以下稱「吸收股份類別」)，詳情如下所述。 

預計下文第 1.1 和 1.2 節所述之合併會讓股東受益於產生的規模經濟效益。 

因此，下列「被吸收基金」和「被吸收股份類別」將根據公司說明書 (以下簡稱「說明書」) 及公司

組織章程第 24 條，分別於下述日期 (以下均稱「合併生效日期」) 合併至「吸收基金」和「吸收股份

類別」。 

如需瞭解相關基金與股份類別之重要差異，請參閱下文，其中包括投資目的和策略、風險特徵、外聘

投資管理顧問、投資顧問費、業績表現費 (若適用)、管理資產 (以下稱「AUM」) 和截止 2009 年 6 月 

30 日之 TER。  

1.1 2009 年 10 月16 日合併之基金 

i) FX Alpha 風險受控 (RC) 400 (美元) 基金合併至 FX Alpha 風險受控 (RC) 400 (歐元) 基金1 

FX Alpha Plus RC 400 (美元) 基金之投資目的，

乃為透過投資於貨幣組合，尋求以美元計算之與

其他資產類別相關性較低的風險受控 (RC) 報酬

率。  投資顧問的系統化貨幣選擇程序包括，在紀

律化 RC 框架內採用電腦模型，尋求在貨幣組合

之相對估值變動中獲利。 
 

FX Alpha Plus RC 400 (歐元) 基金之投資目的，

乃為透過投資於貨幣組合，尋求以歐元計算之與

其他資產類別相關性較低的風險受控 (RC) 報酬

率。  投資顧問的系統化貨幣選擇程序包括，在紀

律化 RC 框架內採用電腦模型，尋求在貨幣組合

之相對估值變動中獲利。 
 

                                                      
1     FX Alpha Plus 風險受控 (RC) 400 (美元) 基金之股東將合併至 FX Alpha Plus 風險受控 (RC) 400 (歐元) 基金下新型美元

避險股份類別。 此類股東應參閱說明書中「風險因素」一節，以明瞭適用於避險股份類別之特別風險。 股東還應參閱本通

知書第 3 節，以明瞭有關 FX Alpha Plus 風險受控 (RC) 400 (歐元) 基金將於 2009 年 10 月 [16] 日改名之資訊。FX Alpha 
Plus 風險受控 (RC) 400 (美元) 基金下 AH(NOK) 和 AH(SEK) 股份類別之股東應參閱本通知書第 2 節，以明瞭有關終止此

等股份類別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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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 1 至 2 年持有期內每年估計事前風險值 
(VaR) 4.0%，FX Alpha Plus RC 400 (美元) 基金

致力爭取每年在總費用方面優於隔夜「倫敦同業

美元拆借利率」(LIBOR) 四個百分點。 VaR 指標

用於估計投資組合在特定期間內指定概率下之損

失最大值。 每年估計事前風險值 (VaR) 4.0% 表
示，FX Alpha Plus RC 400 (美元) 基金在指定 12 
個月期間損失超過 4% 之概率為 95% (但該監測

指標在任何情形下均無法保證最低業績表現)。  
 
本基金旨在透過投資於可能由投資顧問或其任一

間聯營公司或分公司管理之貨幣市場基金，並結

合使用貨幣即期交易、貨幣遠期交易及不交收貨

幣遠期交易，以實現其投資目標。   
 
「貨幣遠期合約」乃店頭市場買賣之衍生工具，

一方有責任根據合約條款規定之價格和貨幣在未

來固定日期購買另一方所持貨幣。  「貨幣遠期合

約」可用於增加或減少貨幣價格變動之風險承擔。 
「不交收貨幣遠期合約」可用來投資於非國際市

場買賣且期貨市場未向非國內投資者開放之外

幣。  所有貨幣遠期合約 (包括不交收貨幣遠期合

約) 均以美元進行現金結算。  本基金可能持有多

種貨幣之倉位，其相當於本基金之基礎貨幣的長

線或短線投資。  本基金還將簽訂貨幣即期合約 
(條款類似遠期合約)，但通常規定在合約簽訂後兩

日內以現金結算。 
 
本基金亦可投資於銀行存款、定息或浮息金融工

具 (包括但不限於商業票據)、浮息票據、存款證、

可自由轉讓期票、債券證、資產抵押證券及政府

或公司債券、現金和現金等物。  
 
為提升報酬及/或執行投資策略，本基金可 (根據

說明書內附錄 A 所載列的投資權力及限制) 出於

投資或有效管理投資組合 (包括避險) 的目的，利

用在證券交易所買賣及店頭市場買賣之選擇權、

期貨和其他衍生工具。  公司可出於簽訂買回協議

及從事證券借出交易和過帳抵押品以支援衍生工

具交易之目的擔保、抵押、變更或典押本基金之

投資。 

基於 1 至 2 年持有期內每年估計事前風險值 
(VaR) 4.0%，FX Alpha Plus RC 400 (歐元) 基金

致力爭取每年在總費用方面優於「欧元隔夜拆借

平均指数」(EONIA) 四個百分點。 VaR 指標用於

估計投資組合在特定期間內指定概率下之損失最

大值。 每年估計事前風險值 (VaR) 4.0% 表示，

FX Alpha Plus RC 400 (歐元) 基金在指定 12 個
月期間損失超過 4% 之概率為 95% (但該監測指

標在任何情形下均無法保證最低業績表現)。  
 
 
本基金旨在透過投資於可能由投資顧問或其任一

間聯營公司或分公司管理之貨幣市場基金，並結

合使用貨幣即期交易、貨幣遠期交易及不交收貨

幣遠期交易，以實現其投資目標。   
 
「貨幣遠期合約」乃店頭市場買賣之衍生工具，

一方有責任根據合約條款規定之價格和貨幣在未

來固定日期購買另一方所持貨幣。  「貨幣遠期合

約」可用於增加或減少貨幣價格變動之風險承擔。 
「不交收貨幣遠期合約」可用來投資於非國際市

場買賣且期貨市場未向非國內投資者開放之外

幣。  所有貨幣遠期合約 (包括不交收貨幣遠期合

約) 均以美元進行現金結算。  本基金可能持有多

種貨幣之倉位，其相當於本基金之基礎貨幣的長

線或短線投資。  本基金還將簽訂貨幣即期合約 
(條款類似遠期合約)，但通常規定在合約簽訂後兩

日內以現金結算。 
 
本基金亦可投資於銀行存款、定息或浮息金融工

具 (包括但不限於商業票據)、浮息票據、存款證、

可自由轉讓期票、債券證、資產抵押證券及政府

或公司債券、現金和現金等物。  
 
為提升報酬及/或執行投資策略，本基金可 (根據

說明書內附錄 A 所載列的投資權力及限制) 出於

投資或有效管理投資組合 (包括避險) 的目的，利

用在證券交易所買賣及店頭市場買賣之選擇權、

期貨和其他衍生工具。  公司可出於簽訂買回協議

及從事證券借出交易和過帳抵押品以支援衍生工

具交易之目的擔保、抵押、變更或典押本基金之

投資。 
參考貨幣： 美元 參考貨幣： 歐元 

業績表現費基準  

美元隔夜 LIBOR 

業績表現費基準  

EONIA2 

AUM： 1,450 萬美元 AUM： 3.674 億美元 

TER： A 類別： 1.75%，I 類別： 1.13% TER3： A 類別： 1.45%，I 類別： 0.87% 

                                                      
2   股東應注意，對於本基金下美元避險股份類別，在計算業績表現費時將以美元隔夜 LIBOR 為基準。 
3   由於相關避險股份類別尚未投放市場，我們已提供適用 A 和 I 股份類別之 TER。 適用此等避險股份類別之 TER 可能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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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FX Alpha Plus 風險受控 (RC) 800 (英鎊) 基金合併至 FX Alpha Plus 風險受控 (RC) 800 (歐元) 

基金4 

FX Alpha Plus RC 800 (英鎊) 基金之投資目的，

乃為透過投資於貨幣組合，尋求以英鎊計算之與

其他資產類別之相關性較低的風險受控 (RC) 報

酬率。  投資顧問的系統化貨幣選擇程序包括，在

紀律化 RC 框架內採用電腦模型，尋求在貨幣組

合之相對估值變動中獲利。 
 
基於 1 至 2 年持有期內每年估計事前風險值 
(VaR) 8.0%，FX Alpha Plus RC 800 (英鎊) 基金

致力爭取每年在總費用方面優於隔夜「倫敦同業

英鎊拆借利率」(LIBOR) 八個百分點。  VaR 指標

用於估計投資組合在特定期間內指定概率下之損

失最大值。 每年估計事前風險值 (VaR) 8.0% 表
示，FX Alpha Plus RC 800 (英鎊) 基金在指定 12 
個月期間損失超過 8% 之概率為 95% (但該監測

指標在任何情形下均無法保證最低業績表現)。  
 
本基金旨在透過投資於可能由投資顧問或其任一

間聯營公司或分公司管理之貨幣市場基金，並結

合使用貨幣即期交易、貨幣遠期交易及不交收貨

幣遠期交易，以實現其投資目標。   
 
「貨幣遠期合約」乃店頭市場買賣之衍生工具，

一方有責任根據合約條款規定之價格和貨幣在未

來固定日期購買另一方所持貨幣。  「貨幣遠期合

約」可用於增加或減少貨幣價格變動之風險承擔。 
「不交收貨幣遠期合約」可用於投資非國際市場

買賣且期貨市場未向非國內投資者開放之外幣。  
所有貨幣遠期合約 (包括不交收貨幣遠期合約) 均

以美元進行現金結算。  本基金可能持有多種貨幣

之倉位，其相當於本基金之基礎貨幣的長線或短

線投資。  本基金還將簽訂貨幣即期合約 (條款類

似遠期合約)，但通常規定在合約簽訂後兩日內以

現金結算。 
 
本基金亦可投資於銀行存款、定息或浮息金融工

具 (包括但不限於商業票據)、浮息票據、存款證、

可自由轉讓期票、債券證、資產抵押證券及政府

或公司債券、現金和現金等物。  
 
為提升報酬及/或執行投資策略，本基金可 (依據

說明書內附錄 A 所載列的投資權力及限制) 出於

投資或有效管理投資組合 (包括避險) 的目的，利

用在證券交易所買賣及店頭市場買賣之選擇權、

FX Alpha Plus RC 800 (歐元) 基金之投資目的，

乃為透過投資於貨幣組合，尋求以歐元計算之與

其他資產類別相關性較低的風險受控 (RC) 報酬

率。  投資顧問的系統化貨幣選擇程序包括，在紀

律化 RC 框架內採用電腦模型，尋求在貨幣組合

之相對估值變動中獲利。 
 
基於 1 至 2 年持有期內每年估計事前風險值 
(VaR) 8.0%，FX Alpha Plus RC 800 (歐元) 基金

致力爭取每年在總費用方面優於「欧元隔夜拆借

平均指数」(EONIA) 八個百分點。 VaR 指標用於

估計投資組合在特定期間內指定概率下之損失最

大值。 每年估計事前風險值 (VaR) 8.0% 表示，

FX Alpha Plus RC 800 (歐元) 基金在指定 12 個
月期間損失超過 8% 之概率為 95% (但該監測指

標在任何情形下均無法保證最低業績表現)。  
 
 
本基金旨在透過投資於可能由投資顧問或其任一

間聯營公司或分公司管理之貨幣市場基金，並結

合使用貨幣即期交易、貨幣遠期交易及不交收貨

幣遠期交易，以實現其投資目標。   
 
「貨幣遠期合約」乃店頭市場買賣之衍生工具，

一方有責任根據合約條款規定之價格和貨幣在未

來固定日期購買另一方所持貨幣。  「貨幣遠期合

約」可用於增加或減少貨幣價格變動之風險承擔。 
「不交收貨幣遠期合約」可用於投資非國際市場

買賣且期貨市場未向非國內投資者開放之外幣。  
所有貨幣遠期合約 (包括不交收貨幣遠期合約) 均

以美元進行現金結算。  本基金可能持有多種貨幣

之倉位，其相當於本基金之基礎貨幣的長線或短

線投資。  本基金還將簽訂貨幣即期合約 (條款類

似遠期合約)，但通常規定在合約簽訂後兩日內以

現金結算。 
 
本基金亦可投資於銀行存款、定息或浮息金融工

具 (包括但不限於商業票據)、浮息票據、存款證、

可自由轉讓期票、債券證、資產抵押證券及政府

或公司債券、現金和現金等物。  
 
為提升報酬及/或執行投資策略，本基金可 (依據

說明書內附錄 A 所載列的投資權力及限制) 出於

投資或有效管理投資組合 (包括避險) 的目的，利

                                                      
4    FX Alpha Plus 風險受控 (RC) 800 (英鎊) 基金下非避險股份類別和美元避險股份類別之股東將分別合併至 FX Alpha Plus 

風險受控 (RC) 800 (歐元) 基金下新型英鎊避險股份類別和新型美元避險股份類別。  此類股東應參閱說明書中「風險因素」

一節，以明瞭適用於避險股份類別之特別風險。 股東還應參閱本通知書第 3 節，以明瞭有關 FX Alpha Plus 風險受控 (RC) 
800 (歐元) 基金將於 2009 年 10 月 [16] 日改名之資訊。FX Alpha Plus 風險受控 (RC) 800 (英鎊) 基金下 I、IX 和 A 股份

類別之股東應參閱本通知書第 2 節，以明瞭有關終止此等股份類別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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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和其他衍生工具。 公司可出於簽訂買回協議

及從事證券借出交易和過帳抵押品以支援衍生工

具交易之目的來擔保、抵押、變更或典押本基金

之投資。 

用在證券交易所買賣及店頭市場買賣之選擇權、

期貨和其他衍生工具。 公司可出於簽訂買回協議

及從事證券借出交易和過帳抵押品以支援衍生工

具交易之目的來擔保、抵押、變更或典押本基金

之投資。 
參考貨幣： 英鎊 參考貨幣： 歐元 

業績表現費基準  

英鎊隔夜 LIBOR 

業績表現費基準  

EONIA5 

AUM： 1,350 萬美元 AUM： 8,620 萬美元 

TER： AH 類別： 2.23%，IH 類別： 1.69%，Z 類

別： 1.52%. 

TER6： A 類別： 1.77%，I 類別： 1.25% 

 

 

iii) 美國債券基金合併至環球債券基金 

美國債券基金之投資目標，乃透過主要投資於由

美國政府、機構及美國本土公司或在美國從事主

要經濟活動之公司所發行以美元計值之「固定收

益證券」，以提供按美元計算之可觀報酬率。 本

基金亦可以輔助性質投資於以美元以外其他貨幣

計值之「固定收益證券」，包括新興市場發行的

「固定收益證券」。  
 
為提升報酬及/或執行投資策略，本基金可 (根據說

明書內附錄 A 所載列的投資權力及限制) 出於投

資或有效管理投資組合 (包括避險) 的目的，利用

在證券交易所買賣及店頭市場買賣之選擇權、期

貨和其他衍生工具。  由於本基金將利用金融衍生

工具，投資者應參閱說明書內「風險因素」一節，

以明瞭適用於新興市場及衍生工具之特別風險。 
 
具有以下任一特徵之證券將視為適合於投資：購

買時史坦普 (S&P) 評等「BBB-」級或以上，或穆

迪 (Moody's) 評等「Baa3」級或以上；獲得其他

國際認可評等機構之同類評等；獲得投資顧問確

定之同類商譽。 本基金可持續投資於已在購買後

降級之證券，但不會追加購買此等證券。 此外，

在投資顧問認為會產生附加價值之情形下，本基

金可投資於具有以下任一特徵之證券：在任何時

候史坦普評等均低於「BBB-」或穆迪評等均低於

「Baa3」；獲得其他國際認可評等機構之同類評

等；獲得投資顧問確定之同類商譽。 
 
 

環球債券基金之投資目標，乃為透過投資市場、

金融工具和貨幣選擇，以提供按美元計算之可觀

報酬率。 本基金投資於國內、國際和歐洲共同市

場 (包括新興市場) 主要以美元和其他貨幣計值之

不同年期「固定收益證券」。  
 
 
 
 
為提升報酬及/或執行投資策略，本基金可 (根據

說明書內附錄 A 所載列的投資權力及限制) 出於

投資或有效管理投資組合 (包括避險) 的目的，利

用在證券交易所買賣及店頭市場買賣之選擇權、

期貨和其他衍生工具。  由於本基金將利用金融衍

生工具，投資者應參閱說明書內「風險因素」一

節，以明瞭適用於新興市場及衍生工具之特別風

險。 
 
具有以下任一特徵之證券將視為適合於投資：購

買時史坦普 (S&P) 評等「BBB-」級或以上，或穆

迪 (Moody's) 評等「Baa3」級或以上；獲得其他

國際認可評等機構之同類評等；獲得投資顧問確

定之同類商譽。 本基金可持續投資於已在購買後

降級之證券。 此外，本基金可以輔助性質投資於

具有以下任一特徵之證券：購買時史坦普評等

「BBB-」級以下或穆迪評等「Baa3」級以下；

獲得其他國際認可評等機構之同類評等；獲得投

資顧問確定之同類商譽。  
 
投資於更高收益證券有一定投機性，原因在於：

                                                      
5    股東應注意，對於本基金下英鎊與美元避險股份類別，在計算業績表現費時將分別以英鎊隔夜 LIBOR 和美元隔夜 LIBOR 為

基準。 
6    由於相關避險股份類別尚未投放市場，我們已提供適用 A 和 I 股份類別之 TER。 適用此等避險股份類別之 TER 可能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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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通常需要具備更高的信用及承擔更大的市場風

險。  此等證券具有如下風險：發行者無力履行償

付本金和利息之義務 (信用風險)；也可能由於利

率敏感性、市場對發行者商譽之感覺及一般市場

流動性等因素而出現價格變動。 
外聘管理顧問： 無 外聘管理顧問：  Morgan Stanley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 

投資顧問費  

A 和 B 類別： 0.80% 
I 和 IX 類別： 0.45% 
S 類別： 0.45% 
 

投資顧問費  

A 和 B 類別： 0.80% 
I 和 IX 類別： 0.45%  
S 類別： 0.35% 

AUM： 4,450 美元 AUM： 1.579 億美元 

TER： A 類別： 1.42%，B 類別： 2.41%，I 類別： 

1.00%，IX 類別： 0.98%，Z 類別： 0.94%. 

TER： A 類別： 1.21%，B 類別： 2.21%，I 類

別： 0.77%，Z 類別： 0.75%. 

 

iv) 多元化 Alpha Plus VaR 800 (歐元) 基金合併至多元化 Alpha Plus VaR 400 (歐元) 基金 

多元化 Alpha Plus VaR 800 (歐元) 基金之投資目

標，乃為每年在總費用方面優於「欧元隔夜拆借

平均指数」(EONIA) 八個百分點。   

 

本基金將尋求實現以下投資目標： 

 

i. 根據 2007/16 EC 指令之條款，直接地或 

(特別是在持有短線倉位時) 透過使用下

述衍生工具來持有長線和短線倉位，旨在

投資於多種任何市值之股票和股票相關

證券、「固定收益證券」和貨幣及合適的

結構性產品 (如基於商品指數和/或分指

數之商品期貨連動式債券，其價值與商品

或商品組合或商品衍生工具合約之報酬

率或其變動相關)；或者 

 

ii. 使用一種或多種衍生工具投資於 S&P 

GSCI� Light Energy 指數，包括在經認可

之證券交易所或市場或店頭市場 (OTC) 

執行的交換合約、遠期合約、選擇權和其

他或有負債投資。 

 

投資顧問將針對這些資產類別作出配置決定，而

不考慮任何有關地理位置、信用評等、年期、計

值貨幣或市值之特定限制。  

 

投資顧問將採用電腦模型策略，在紀律化風險受

控框架內使用系統化定量選擇程序；本基金按 1 

至 2 年持有期內每年估計事前風險值 (VaR) 8.0% 

計算。 VaR 指標用於估計投資組合在特定期間內

指定概率下之損失最大值。 每年估計事前風險值 

多元化 Alpha Plus VaR 400 (歐元) 基金之投資目

標，乃為每年在總費用方面優於「欧元隔夜拆借

平均指数」(EONIA) 四個百分點。   

 

本基金將尋求實現以下投資目標： 

 

i.  根據 2007/16 EC 指令之條款，直接地或 

(特別是在持有短線倉位時) 透過使用下

述衍生工具來持有長線和短線倉位，旨在

投資於多種任何市值之股票和股票相關

證券、「固定收益證券」和貨幣及合適的

結構性產品 (如基於商品指數和/或分指

數之商品期貨連動式債券，其價值與商品

或商品組合或商品衍生工具合約之報酬

率或其變動相關)；或者 

 

ii. 使用一種或多種衍生工具投資於 S&P 

GSCI� Light Energy 指數，包括在經認可

之證券交易所或市場或店頭市場 (OTC) 

執行的交換合約、遠期合約、選擇權和其

他或有負債投資。 

 

投資顧問將針對這些資產類別作出配置決定，而

不考慮任何有關地理位置、信用評等、年期、計

值貨幣或市值之特定限制。  

 

投資顧問將採用電腦模型策略，在紀律化風險受

控框架內使用系統化定量選擇程序；本基金按 1 

至 2 年持有期內每年估計事前風險值 (VaR) 4.0% 

計算。 VaR 指標用於估計投資組合在特定期間內

指定概率下之損失最大值。 每年估計事前風險值 

3307008-V4 



(VaR) 8.0% 表示，多元化 Alpha Plus VaR 800 (歐元) 

基金在指定 12 個月期間損失超過 8% 之概率為 

95% (但該監測指標在任何情形下均無法保證最低

業績表現)。 

 

本基金之投資策略乃透過利用在證券交易所買賣

及店頭市場買賣之選擇權、期貨和其他衍生工具 

(根據說明書內附錄 A 所載列的投資權力及限制) 

用於投資或有效管理投資組合 (包括避險) 而實

現。  

 

本基金亦可進行以下投資或使用下列金融工具： 

 

i. 貨幣即期交易、貨幣遠期交易、不交收貨

幣遠期交易及可能由投資顧問或其任一

間聯營公司或分公司管理資產之貨幣市

場基金；和/或   

ii. 存款、定息或浮息金融工具 (包括但不限

於商業票據)、浮息票據、存款證、債券

證、資產抵押證券及政府或公司債券、現

金和現金等物；和/或 

iii. 可根據說明書內附錄 A 中第 2.2 節之說

明將不超過 10% 子基金用於投資。特別

而言，可在受管理投資計劃下對商品指數

進行集體投資。  

 

投資者應參閱說明書內「風險因素」一節，以明

瞭適用於貨幣市場、新興市場、商品及衍生工具

之特別風險考慮因素。  

(VaR) 4.0% 表示，多元化 Alpha Plus VaR 400 (歐元) 

基金在指定 12 個月期間損失超過 4% 之概率為 

95% (但該監測指標在任何情形下均無法保證最低

業績表現)。 

 

本基金之投資策略乃透過利用在證券交易所買賣

及店頭市場買賣之選擇權、期貨和其他衍生工具 

(根據說明書內附錄 A 所載列的投資權力及限制) 

用於投資或有效管理投資組合 (包括避險) 而實

現。  

 

本基金亦可進行以下投資或使用下列金融工具： 

 

i. 貨幣即期交易、貨幣遠期交易、不交收貨

幣遠期交易及可能由投資顧問或其任一

間聯營公司或分公司管理資產之貨幣市

場基金；和/或   

ii. 存款、定息或浮息金融工具 (包括但不限

於商業票據)、浮息票據、存款證、債券

證、資產抵押證券及政府或公司債券、現

金和現金等物；和/或 

iii. 可根據說明書內附錄 A 中第 2.2 節之說

明將不超過 10% 子基金用於投資。特別

而言，可在受管理投資計劃下對商品指數

進行集體投資。 

 

投資者應參閱說明書內「風險因素」一節，以明

瞭適用於貨幣市場、新興市場、商品及衍生工具

之特別風險考慮因素。  

典型投資者特徵 
 
基於多元化 Alpha Plus VaR 800 (歐元) 基金之投

資目標，本基金可能適合具有以下特徵之投資者：

 
 尋求獲得中線投資報酬率。  
 尋求投資於與股票及債券相關性較低之

非傳統資產類別。  
 尋求投資於採用風險管理程序之非傳統

資產類別，該程序旨在估計資本損失概率

並將此概率限制在特定範圍內 (即在 1 至 
2 年期間不超過 8%)。  

 能接受此類投資所附帶的在說明書內「風

險因素」一節中講述的風險。 

典型投資者特徵 
 
基於多元化 Alpha Plus VaR 400 (歐元) 基金之投

資目標，本基金可能適合具有以下特徵之投資者：

 
 尋求獲得中線投資報酬率。  
 尋求投資於與股票及債券相關性較低之

非傳統資產類別。  
 尋求投資於採用風險管理程序之非傳統

資產類別，該程序旨在估計資本損失概率

並此概率限制在特定範圍內 (即在 1 至 2 
年期間不超過 4%)。  

 能接受此類投資所附帶的在說明書內「風

險因素」一節中講述的風險。 
投資顧問費  

A 和 B 類別： 2.20% 

I 和 Z 類別： 1.10% 

投資顧問費  

A 和 B 類別： 1.60% 

I 和 Z 類別： 0.80% 

AUM： 3,290 萬美元 AUM： 9,800 萬美元 

TER： A 類別： 2.70%，B 類別： 3.70%，I 類

別： 1.52%，Z 類別： 1.50% 

TER： A 類別： 1.96%，B 類別： 2.96%，I 類

別： 1.16%，Z 類別：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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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009 年 10 月 15日合併之股份類別 

i) 美國價值股票基金 AH 類別合併至 A 類別 

AH 類別  A 類別 

避險股份類別 非避險股份類別 

股份類別貨幣： 歐元 股份類別貨幣： 美元 

利用避險策略以尋求減少因避險股份類別 (歐元) 
與本基金參考貨幣 (美元) 之間貨幣變動而產生的

風險  

股東應注意，其投資貨幣從美元變動為歐元後將

不再具有避險功能，因而將承擔美元/歐元匯率風

險。 
AUM： 235,372 美元 AUM： 7,370 萬美元 

TER： 2.07% TER： 1.72% 

 

ii) 日本潛力優勢基金 AH 類別合併至 A 類別 

AH 類別 A 類別 

避險股份類別 非避險股份類別 

股份類別貨幣： 歐元 股份類別貨幣： 日圓 

利用避險策略以尋求減少因避險股份類別 (歐元) 
與本基金參考貨幣 (日圓) 之間貨幣變動而產生的

風險 

股東應注意，其投資貨幣從日圓變動為歐元後將

不再具有避險功能，因而將承擔日圓/歐元匯率風

險。 
AUM： 136,848 美元 AUM： 2,450 萬美元 

TER： 2.00% TER： 1.90% 

 
 
iii) 多元化 Alpha Plus VaR 400 (歐元) 基金 IH 類別合併至 I 類別 

IH 類別 I 類別 

避險股份類別 非避險股份類別 

股份類別貨幣： 美元 股份類別貨幣： 歐元 

利用避險策略以尋求減少因避險股份類別 (美元) 
與本基金參考貨幣 (歐元) 之間貨幣變動而產生的

風險 

股東應注意，其投資貨幣從歐元變動為美元後將

不再具有避險功能，因而將承擔歐元/美元匯率風

險。 
AUM： 255,465 美元 AUM： 120 萬美元 

TER： 1.18% TER：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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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其他2009 年 10 月 15 日起生效之合併 

 

鑑於如下 I 股份類別下管理資產價值少於 1 億歐元，董事會已根據說明書之條款及公司組織章程之第 

24 條決定將該股份類別合併至相應的 A 股份類別。 這亦是考慮到如下 I 股份類別之股東持股量少於

最低持股量要求。 請注意，若您根據說明書確定自己有資格申購 Z 類別股份，則可能希望如此做。 

 
 
i) 美國股票成長基金 IH 類別合併至 AH 類別  

IH 類別 AH 類別 

最低首次認購金額、最低持有金額和最低追加認

購金額： 500,000 美元 

不設最低首次認購金額、最低持有金額和最低追

加認購金額 

投資顧問費： 0.70% 投資顧問費： 1.40% 

AUM： 3,898 美元 AUM： 340 萬美元 

TER： 1.01% TER： 1.83% 

 

ii) 歐洲小型公司基金 I 類別合併至 A 類別 

I 類別 A 類別 

最低首次認購金額、最低持有金額和最低追加認

購金額： 500,000 美元 

不設最低首次認購金額、最低持有金額和最低追

加認購金額 

投資顧問費： 0.95% 投資顧問費： 1.60% 

AUM： 371,312 美元 AUM： 810 萬美元 

TER： 1.59% TER： 2.32% 

 

iii) 商品 Active GSLE 基金 IH 類別合併至 AH 類別 

IH 類別 AH 類別 

最低首次認購金額、最低持有金額和最低追加認

購金額： 500,000 美元 

不設最低首次認購金額、最低持有金額和最低追

加認購金額 

投資顧問費： 0.55% 投資顧問費： 1.10% 

AUM： 43,595 美元 AUM： 2,020 萬美元 

TER： 0.81% TER： 1.42% 

 

1.4 關於合併之一般資訊 

如需瞭解「吸收基金」之詳細資訊，請參閱公司「二零零九年二月說明書」與「簡體版本說明書」；

這些材料會在公司註冊辦事處或國外代表辦事處免費提供給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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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瞭解有關適用「吸收基金」之風險因素的資訊，投資者應參閱「二零零九年二月說明書」中「風

險因素」一節。 若您對於投資相關之風險因素有任何疑問，應諮詢您的證券經紀人、銀行經理、律

師、會計師或其他金融顧問。  

「被吸收基金」和「被吸收股份類別」將於「合併生效日期」前三個營業日停止新的認購。 

截止「合併生效日期」前三個營業日歐洲中部時間下午 1 時，「被吸收基金」和「被吸收股份類別」

股東均可贖回或兌換所持股份，並免繳贖回費或兌換費。 

到適用「合併生效日期」時，所有尚未贖回或兌換所持「被吸收基金」下股份之股東將得到相應「吸

收基金」下若干同類別股份7，而且所有尚未贖回或兌換所持「被吸收股份類別」股份之股東將得到

同一基金下若干「吸收股份類別」之股份，計算方式基於「被吸收基金」或「被吸收股份類別」下每

股資產淨值 (與「吸收基金」或「吸收股份類別」下每股資產淨值比較)。 此等股份將根據登記形式 (即

「新股份」) 無面額免費派發。 「新股份」總價值將與所持「被吸收基金」或「被吸收股份類別」下

股份之總價值相當。 

「新股份」之確認書將於「合併生效日期」後三十日內寄給您。 

預計每樁基金合併案之合併費用不會大幅度超過25,000 美元，每樁股份類別合併案之合併費用不會

大幅度超過 1,000 美元，而且這些費用將計入「被吸收基金」或「被吸收股份類別」下。  

所有「被吸收基金」之建立成本均已完全攤銷。 

「被吸收基金」下 X 和 HX 子類別股份將於「合併生效日期」前五個營業日申報額外股息。 

有關「被吸收基金」、「被吸收股份類別」、「吸收基金」或「吸收股份類別」之合併毋須繳付任何盧森

堡稅項。 在某些情形下，股東可能應對某些子基金合併繳付盧森堡所得稅。 但若盧森堡已經與股東

居留國簽訂避免雙重徵稅條約，而且另有規定，則毋須對此等收益繳付盧森堡所得稅。 投資者可能

應在其納稅地點或其他徵稅管轄區域繳付稅金。  

鑑於稅法視國家的不同而差異顯著，極力建議投資者諮詢其稅務顧問以明瞭其個案之相關納稅事宜。  

2 股份類別終止 

鑑於如下 I 股份類別下管理資產價值少於 1 億歐元，董事會根據說明書之條款及公司組織章程之第 24 

條，決定將於 2009 年 10 月 15 日 (即「贖回生效日期」) 強制性地贖回下列股份類別之股東所持股

份： 

 FX Alpha Plus 風險受控 (RC) 400 (美元) 基金下 AH (NOK) 和 AH (SEK) 股份類別； 
 美國特許經營基金下 AX 股份類別； 
 FX Alpha Plus 風險受控 (RC) 800 (英鎊) 基金下 I、IX 和 A 股份類別 
(以下統稱「終止股份類別」)。 

截止 2009 年 10 月 12 日歐洲中部時間下午 1 時，「終止股份類別」之股東可贖回或兌換所持股份，

並免繳贖回費或兌換費。而且，已於 2009 年 9 月 11 日提供關於「終止股份類別」之 1,000 美元 清

算費。  

這些 X 類別股份將於「贖回生效日期」前五個營業日申報額外股息。 

「終止股份類別」將從 2009 年 10 月 12 日起停止新的認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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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適用「贖回生效日期」時，將強制性地按當日每股資產淨值贖回所有尚未贖回或兌換所持「終止股

份類別」之股東的股份。 

3 某些基金之名稱變更 

以下名稱變更自 2009 年 10 月 16 日起生效： 

 「Morgan Stanley Investment Funds FX Alpha Plus 風險受控 (RC) 200 (歐元) 基金」將改

名為「Morgan Stanley Investment Funds FX Alpha Plus 風險受控 (RC) 200 基金」； 

 「Morgan Stanley Investment Funds FX Alpha Plus 風險受控 (RC) 400 (歐元) 基金」將改

名為「Morgan Stanley Investment Funds FX Alpha Plus 風險受控 (RC) 400 基金」； 

 「Morgan Stanley Investment Funds FX Alpha Plus 風險受控 (RC) 800 (歐元) 基金」將改

名為「Morgan Stanley Investment Funds FX Alpha Plus 風險受控 (RC) 800 基金」。 

*** 

您擁有的贖回或兌換所持股份的權利不會受影響，而且若您不承認上述變更，則在贖回或兌換所持股

份時可免繳贖回費或兌換費。 

若您對於上述事宜有任何問題或關切，請聯絡公司位於盧森堡之註冊辦事處、公司投資顧問或您所在

管轄區域之公司代表。 股東應自行查明其公民身份、居留或原籍所屬國家之上述稅項，並在適當時

諮詢有關顧問之意見。 

*** 

一般事項 

除非文義另有所指，本通知書所用金融術語之含義與現行說明書中的術語定義相同。 

董事會同意對本通知書所載資訊之準確性承擔責任。 

本通知書提及的基金和股份類別之合併與終止將納入說明書的下一更新版本，而該版本將在獲得相關

機構批准後，於公司註冊辦事處或國外代表辦事處免費提供給投資者。 

香港居民如欲索取進一步資料，請聯絡Morgan Stanley Asia Limited（地址為九龍柯士甸道西1號環球貿

易廣場30-32、35-42及45-47樓，電話為(852)2848 6632）。股東應自行查明上述事宜對其公民權、居留權

或居籍所屬國家所產生的稅務影響，並在適當時諮詢有關顧問之意見。 

2009 年 9 月 [11] 日，盧森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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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董事會之命 

                                                                                                                                                                
7  例外： (i) FX Alpha Plus 風險受控 (RC) 400 (美元) 基金之股東將得到 FX Alpha 風險受控 (RC) 400 (歐元) 基金下美元避險

股份類別，而且 (ii) FX Alpha Plus 風險受控 (RC) 800 (英鎊) 基金下非避險股份類別和美元避險股份類別之股東將分別得

到 FX Alpha Plus 風險受控 (RC) 800 (歐元) 基金下英鎊避險股份類別和美元避險股份類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