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月報

行銷資料

資料截止日期 31.03.2023

百達 - 保安 - R 歐元 一覽

NAV/股 歐元 238.19
基金規模 歐元 5 809 百萬

持股檔數 50

投資概覽

目標
增加您的投資價值。
參考指數
MSCI AC World (USD)，一個未考慮環境、
社會與治理 (ESG) 因素的指數。用於風險監
控、表現目標及表現評估。
投資組合資產
此子基金主要投資於為系統、人員或組織提
供安全與安保產品的公司的股票。此子基金
投資可能遍及全球，包括新興市場和中國大
陸。
投資流程
在積極管理此子基金的過程中，投資經理會
運用市場和公司基本面分析來選擇其認為可

按合理價格提供有利成長前景的證券。投資
經理採取傾斜法，在符合良好治理的條件
下，將環境、社會和治理 (ESG) 因素視為其
策略的核心要素，以求增加永續發展風險低
和/或減少永續發展風險高之證券的權重。
對社會或環境產生不利影響的活動也要避
免。投票權會以按部就班的形式行使，並有
可能與多個公司合作，為環境、社會和治理
(ESG) 實踐帶來積極影響。如需更多資訊，
請參閱「負責任投資政策*」、SFDR 產品類
別第 8 條中提到的排除架構。相對於指標
而言，投資組合的組成較不受限制，因此子
基金與指標表現的相似性可能會有所不同

假設自 29.03.2013，投資 100 歐元 (扣除費用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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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晨星, 瑞士百達資產管理, 31.03.2023
*《負責任投資政策》可經由以下連結取得 assetmanagement.pictet
**含由投資人負擔的實際持續費用且不含申購／贖回手續費及稅款

《永續金融資訊披露條例》 (「SFDR」)
分類 1

條款 條款 條款
6 8 9

一般資訊

法律形式 SICAV 的子基金

監管狀況 UCITS
區域 盧森堡

起始日期 31.10.2006
類股幣別 歐元

子基金幣別 美元

股息 累積

ISIN LU0270905242
Bloomberg PFSECRE LX
參考指數 MSCI AC World (EUR)
NAV 計算 每日

Fund category

1.2019 年 11 月 27 日歐洲議會和理事會關於

金融服務行業永續相關披露（SFDR）的條例

（EU）2019/2088。參照用語彙編。

費用

績效費 -
管理費 2.30%
最高轉換費 1,2 2.00%
最高申購費 2 3.00%
最高贖回費 2 1.00%

資料來源：瑞士百達資產管理

1.請參閱第 3 頁的補充資訊。

2.費用以經銷商為主，而非管理公司。實際

收費可能更低。您可以自理財顧問或基金銷

售機構處找到您可能需要支付的實際金額。

管理團隊

Yves Kramer, Alexandre Mouthon, Rachele Beata
Pictet Asset Management 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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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

累積 (%)
3 個月 6 個月 1 年 2 年 3 年 5 年 成立迄今

基金 3.78 -1.96 -19.30 -11.59 24.67 36.62 204.01

年度績效 (%)
2022 2021 2020 2019 2018 2017 2016 2015 2014 2013

基金 -29.86 30.01 11.01 32.81 -3.28 8.51 1.85 15.62 20.80 19.19

資料來源：瑞士百達資產管理

過去績效可能不是未來績效的可靠指標。所有投資形式皆有風險。無法保證投資的價值和從中獲得的收入，它既可以減少也可以增加，您

可能無法拿回最初的投資金額。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公開說明書。

©2023 晨星有限公司。版權所有。晨星提供的資料：(1)為晨星及/或其內容供應商的獨有資產；(2)未經許可不得複製或轉載；及(3)晨星未就

資料的完整性、準確性及即時性作出任何保證。晨星及其內容供應商對於因使用相關資料而作出的交易決定及損失均不承擔任何責任。過

往績效紀錄不能保證未來投資結果。

來源 : 晨星, 瑞士百達資產管理, 31.03.2023

投資組合細分

前十大持股（資產之百分比）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Inc 4.42
Palo Alto Networks Inc 4.15
Johnson Controls Internation 4.08
Equinix Inc 4.06
Kla Corp 3.54
Aptiv Plc 3.43
Fortinet Inc 3.31
Perkinelmer Inc 3.27
Cintas Corp 2.99
Rentokil Initial Plc 2.92

行業分佈（資產之百分比）

保安服務 35.58

保安設施 34.71

資訊安全 27.93
現金及等同現

金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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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國家（資產之百分比）1

美國 80.83

德國 6.64

英國 4.03

瑞典 3.52

中國 2.71

荷蘭 0.24

瑞士 0.22
現金及等同現

金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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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國之分類並非以掛牌交易所之所在地為準，一些與中國有關的證券如國企股、紅籌股等亦被計算在內；惟本基金仍符合金管會對於直

接投資於大陸證券市場掛牌上市之有價證券不得超過境外基金淨值 20%之規定。

來源 : 晨星, 瑞士百達資產管理, 31.03.2023

投資組合特性

截止日期 2023 年 三月 〔過去 3 年)
阿爾法值 -8.52
貝塔值 1.09
年化波動率 (%) 18.38
資訊比率 -0.80
夏普值 0.41

相關性 0.87

來源 : 晨星, 瑞士百達資產管理, 31.03.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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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詞彙表

阿爾法值
阿爾法值表示的是一支基金高於或低於大盤
績效之百分比。
貝塔值
貝塔值顯示了一支基金的回報率相對於大盤
的平均變動範圍。貝塔值高於 1 的基金平均
波動幅度比大盤大，低於 1 的基金的平均波
動幅度比大盤小。
轉換費
將一單位/股份類別的股份轉讓給另一個單
位/股份類別的費用。

相關性
相關性顯示了基金的回報率變動與參考指標
的關係。相關性高的投資傾向於一起上下波
動，而低相關性的投資則不是這樣。
標準差及年化波動率
年化波動率是一個風險指標，顯示證券或基
金單位在特定時期內與其平均價格比較的價
格浮動程度。波動率越高，浮動越大。
起始日期
起始日期是開始計算績效的日期。

資訊比率
資訊比率是一種衡量投資組合經理相對於參
考指標增值的方法。它是對投資組合風險調
整後收益的一種度量，用主動收益（投資組
合收益減去基準收益）除以追蹤誤差來計
算。
NAV
資產淨值的縮寫。
夏普值
夏普值顯示了該基金經風險調整後的表現。
它的計算方法是用超額收益（投資組合收益
減去無風險收益）除以波動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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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代理人：百達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一百零八金管投顧新字第 024 號 
地址：110 台北市松仁路 32 號 8 樓之 1　 
電話：（02）6622-6600　 
【百達投顧獨立經營管理】

www.assetmanagement.pictet

重要資訊

共同基金並非中華民國政府主管機關、銷售
機構之存款、義務或保證。客戶投資共同基
金之決定應依本身判斷為之，且應自行負擔
投資風險及投資結果；銷售機構並不分擔投
資風險或為任何收益保證。基金過去的績效
不代表未來的表現，基金價格可能上揚或下
跌。投資共同基金有投資風險(包括但不限
於價格、匯率、政治之風險)，亦可能發生
部份或全部本金之損失，最大可能損失為全
部投資本金及利息(客戶所存入之信託資金
係客戶申購共同基金之款項，並非存款，亦
非中央存款保險公司理賠項目)。投資人若
投資於以外幣計價的共同基金尚需瞭解匯率
變動風險所可能導致本金的損失。美國公
民、美國居民或有美國永久居留權者不得申
購。有關基金應負擔之費用(境外基金含分
銷費用)已揭露於基金之公開說明書或投資
人須知中，客戶(投資人)亦可至公開資訊觀
測站或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中查詢。

本境外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或同意生效，惟不
表示絕無風險。基金經理公司以往之經理績
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基金經理公
司除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不負責本
基金之盈虧，亦不保證最低之收益，投資人
申購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或投資人須
知。

有關基金應負擔之費用(含分銷費用)已揭露
於基金之公開說明書或投資人須知中，投資
人可至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中查詢。

貨幣避險級別其成分基金之綜合結算貨幣會
與該避險級別的貨幣進行對沖。投資組合內

以非綜合結算貨幣計值之資產所引致的匯率
風險，將仍然存在。本資料可以呈示在股份
不會被發行或贖回的日子所計算的資產淨值
(「非交易資產淨值」)。它們只能用於統計
及計算基金表現或佣金計算，在任何情況
下，不能被用作作出認購或贖回指示的基
礎。

本資料某些數據來自第三方。基金經理公司
雖然本著誠信相信該等數據均屬可靠，但概
不就該等數據是否準確、最新或全面作出任
何明示或隱含的保證。

本基金採用『反稀釋調整』機制，相關說明
請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投資人須知或公開
說明書備索，可至本公司網站(http://
assetmanagement.pictet)，或至境外基金資訊觀
測站(http://www.fundclear.com.tw/)下載

新興市場投資：由於新興市場基金之主要投
資風險除包含一般股票型基金之投資組合跌
價與匯率風險外，與成熟市場相比須承受較
高之政治與金融管理風險，而因市值及制度
性因素，流動性風險也相對較高，新興市場
投資組合波動性普遍高於成熟市場，投資人
投資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及審慎評估。

非投資等級債券投資：投資人投資非投資等
級債券基金不宜占其投資組合過高之比重。
非投資等級債券基金適合能承擔較高風險且
追求資產增值的成長型投資人。相對公債與
投資級債券，非投資等級債券波動較高，投
資人進場布局宜謹慎考量。本基金經行政院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惟不表示絕無風
險。由於非投資等級債券之信用評等未達投
資等級或未經信用評等，且對利率變動的敏
感度甚高，故本基金可能會因利率上升、市
場流動性下降，或債券發行機構違約不支付
本金、利息或破產而蒙受虧損。本基金不適
合無法承擔相關風險之投資人。基金經理公
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投資收
益；基金經理公司除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
務外，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亦不保證最低
之收益，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
書。

收益型股票基金：本基金投資之企業，其股

息配發時間及金額將視個別企業之決定(如
部份企業可能決定一年配發一到二次)。本
基金配息類股配息金額之決定，主要是透過
對投資企業長期股利配發記錄之追蹤做未來
一年內股利金額之預估，並在考量相關稅負
及扣除相關成本費用後，始決定每月基金每
單位之配息金額。本基金配息類股得分配淨
投資收益、已實現資本利得、未實現資本利
得及本金，任何涉及由本金支出的部分，可
能導致原始投資金額減損。

百達-能源轉型、百達-機器人科技、百達-環
境機會、百達-生物科技、百達-林木資源、
百達-精選品牌、百達-美元中短期債券之基
金配息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

基金配息：基金配息率不代表基金報酬率，
且過去配息率不代表未來配息率；基金淨值
可能因市場因素而上下波動。本基金配息類
股得分配淨投資收益、已實現資本利得、未
實現資本利得及本金，任何涉及由本金支出
的部分，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額減損。投資
人應瞭解分配可能減少本基金淨值。總代理
人備有本基金近十二個月內由本金支付配息
之相關資料供投資人查閱，投資人得致電總
代理人(02)6622-6600 索取。

投資人申購本基金係持有基金受益憑證，而
非本文提及之投資資產或標的。有關百達-
生物科技、百達-能源轉型、百達-環境機
會、百達-永續飲食、百達-水資源、百達-林
木資源、百達-健康、百達-全球主題、百達-
智慧城市、百達-Quest 全球永續股票基金之
ESG 資訊，投資人應於申購前詳閱基金公開
說明書或投資人須知所載之基金所有特色或
目標等資訊。基金其他 ESG 資訊可參閱境外
基金觀測站 ESG 基金專區(https://
announce.fundclear.com.tw/MOPSFundWeb/ESG.jsp)
或本公司網站(https://am.pictet/-/media/pam/
taiwan/pdf/esg-disclosure-report_tw.pdf)。
 

瑞士百達資產管理未排除標準的實施保留完
全酌情權，並保留根據具體情況偏離第三方
的權利。更多資訊請參閱瑞士百達資產管理
責任投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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