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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儲金管理委員會第六屆第一次會議 

會議紀錄 

時間：101 年 4 月 30 日(星期一)下午 02：00   

地點：行政大樓 10 樓第 5 研討室 

主席：李主任委員建興  

出席委員：吳委員昭彥、詹委員明勇、徐委員開基、谷委員晧、蔡委員雅茹、鄭委員瓊月、陳委員

昭興、陳委員維忠、施委員憲權、曾委員偉晉 

記錄：張慈凌                                

 

壹、主席報告： 

貳、業務報告： 

一、依本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儲金管理委員會設置及運作實施要點」第五點規定略

以，退儲會置委員九至十五人，均為無給職；第六點規定略以，委員任期二年，

每年改選二分之一席次，連選得連任。(如附件一，P4-P7) 

二、本委員會第六屆委員已於 101 年 4 月 3 日完成改選 6名委員，及新增觀餐學院及

傳設學院教師代表各 1名，共計 8位分別為吳昭彥委員、黃一正委員、謝媓伶委

員、曾偉晉委員、谷晧委員、蔡雅茹委員、劉姚伶委員及鄭瓊月委員。 

參、提案討論 

提案一 

案由：有關本會第六屆主任委員改選事宜，請  討論。 

說明： 

一、 依本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儲金管理委員會設置及運作實施要點」第六點規定，「委

員任期二年，每年改選二分之一席次，連選得連任。」;又依前述要點第七點規定，「退

儲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委員互選產生之。綜理退儲會一切事務，對外代表退儲會；

其因故無法行使職權時，由退儲會事先安排代理順序。主任委員為無給職。」 

二、 依 98 年 2 月 25 日本委員會第二屆第五次會議決議，因依本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儲

金管理委員會設置及運作實施要點」第六點規定每年需改選二分之一委員席次，故主

任委員一職於每年委員改選後，再由委員投票決定。因此，請各委員投票票選第六屆

主任委員。 

  決議：領票委員計 11 人，投票結果李建興委員獲 9 票，吳昭彥委員獲 2 票，依得票數高低，本

屆委員會由李建興委員擔任主任委員。 

提案二 

  案由：有關本校退撫儲金截至 101 年 3 月 30 日之運作現況，請  討論。 

  說明： 

      一、依彰化銀行提供之 3 月份對帳單(如附件二，P8)，本校退撫儲金投資標的之運作現況，

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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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日期：101 年 3 月 30 日 

                       

項目 

投入成本(元) 參考市價 現金配息 損益 投資報酬 

信託金額 手續費 (元) (元) (元) (％) 

富蘭克林華美全球債券組

合基金(累積型不配息) 

4,016,000 
3,982,015   -17,985 -0.45% 

4,000,000 16,000

富蘭克林華美第一富基

金 

200,000 
171,228   -28,772 -14.39% 

200,000 1,200

富達歐洲基金 
5,100,480 

4,195,081 70,297 -774,622 -15.37% 
5,040,000 60,480

鋒裕策略收益基金 
2,012,000 

1,921,599 301,254 222,853 11.14% 
2,000,000 12,000

富蘭克林坦伯頓世界基金 
2,691,920 

2,581,154 135,723 11,317 0.43% 
2,660,000 31,920

富蘭克林坦伯頓成長基金 
6,345,240 

5,861,829 228,238 -179,933 -2.87% 
6,270,000 75,240

富蘭克林坦伯頓美國政府

債券基金 

4,024,000 
3,756,297 361,391 117,688 2.94% 

4,000,000 24,000

富蘭克林坦伯頓公司債券

基金 

10,744,080 
10,401,678 1,475,355 1,197,033 11.21% 

10,680,000 64,080

元大卓越基金 
201,200 

164,901   -35,099 -17.55% 
200,000 1,200

保德信大中華基金 
1,438,580 

1,148,789   -281,211 -19.67% 
1,430,000 8,580

保德信高成長基金 
1,911,400 

1,725,855   -174,145 -9.17% 
1,900,000 11,400

聯邦貨幣市場基金 
3,414,862 

3,431,318   16,456 0.48% 
3,414,862 0 

富蘭克林坦伯頓全球債券

基金 

7,806,560 
7,695,056 440,203 375,259 4.84% 

7,760,000 46,560

富蘭克林黃金基金 
91,080 

74,055 2,688 -13,257 -14.73% 
90,000 1,080

合計 
49,998,602 

47,065,296 3,015,149 435,583 0.88% 
49,644,862 353,740

  

       二、依 101 年 1 月 3 日第五屆第五次委員會決議，在與彰銀協商期間、未得到最後結果前

之全部投資，均委由彰銀投資風險屬性等級最低 RR1 之聯邦貨幣市場基金。 

       三、彰銀依據金管會規定(附件三，P9-P11)，要求所有參加退儲金的同仁須依規定簽署『風

險屬性評量表』(附件四，P12)，才能依評估結果進行投資風險屬性等級 RR2 以上之

基金(參附件五，P13)，考量此規定，若貿然進行更換投資銀行，恐面臨同樣情形，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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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儲金運作空轉，亦使參加同仁權益受損，請各委員就將來儲金的運作方式進行討論

是否要更換投資銀行。 

四、依彰化銀行提供之信託財產目錄(附件六，P14-P15)顯示，目前活期存款餘額為 390,603

元，就活期存款部分是否維持或調整投資標的及金額進行討論。 

決議： 

一、 針對是否重新遴選信託銀行議題： 

(一) 以不記名、多數決方式票選通過重新遴選信託銀行。 

(二) 投票票數如下(領票人數 11 人，並獲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票，即同意票數至少

8 票，為審議通過。 

議題 同意票數 不同意票數 備註 

重新遴選信託銀行 9 2 通過 

(三) 陳昭興委員特別聲明「在金管會之規定下，如重新遴選之銀行仍依原信託銀行之規定

辦理，則重新遴選無意義。」 

二、 重新遴選信託銀行之招標條件： 

(一) 參與投標之銀行應符合金管會信託相關規定。 

(二) 參與投標之銀行同意由主任委員代表退儲會全體會員簽訂、修訂、延長及終止信託契

約，並執行信託契約有關行為及事務。 

(三) 參與投標之銀行得對所有參加退儲會之會員提出回饋條款。 

三、 推舉遴選委員小組： 

(一) 由李建興主委、詹明勇委員及陳維忠委員(職工代表) 擔任遴選委員。 

(二) 原推舉鄭瓊月委員擔任遴選委員之一，由人事室於 5 月 1 日下午 4 點 10 分徵詢鄭委

員擔任意願，鄭委員擔心其尚未熟悉目前儲金委員會的運作情形而婉拒，因此依會議

決議由詹明勇委員遞補。 

肆、臨時動議：略 

伍、散會  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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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儲金管理委員會設置及運作實施要點 

                                 

 

                                                        

一、依據義守大學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儲金制度實施辦法第五條第四項訂定本要點。 

二、為管理及運用義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教職員工所提撥之退撫儲金,特由本校編制內現職合格專

任有給職之教職員工發起設置「義守大學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儲金管理委員會」(以下簡稱退儲

會)。 

三、退儲會係本校與參加退撫儲金之教職員工,每月分別固定提撥「公提儲金」及「個人自提儲金」,

共同在指定金融機構(以下簡稱受託人)成立儲金專戶。退儲會依決議通知受託人作定期存款變

動、投資股票、投資國內外基金、投資其他有價證券等之買賣生利事業,以達長期儲蓄並累積

財富作為照顧退休後生活為目的。 

四、本校編制內現職合格專任有給教職員工，除聲明放棄參加公提儲金者外，皆有資格參加公提儲

金；參加公提儲金人員，得自由選擇是否同時參加自提儲金。 

    前項人員除聲明放棄參加公提儲金者外，皆應填妥入會申請書經退儲會同意後即為退儲會會

員。 

五、公提儲金及自提儲金（以下簡稱退撫儲金）由參加退撫儲金之教職員工授權退儲會管理運用。

退儲會置委員九至十五人，均為無給職，由參加會員依下列方式互選產生： 
（一）教師代表：依各學院及通識中心為單位，就參加退撫儲金之教師各互選教師代表一名、

候補代表一名；該學院（中心）參加退撫儲金之教師總人數超過一百人者，增加代表一

名。 
（二）職員工代表：由參加退撫儲金之職員工互選產生職員工代表四名、候補代表二名；參加

退撫儲金之職員工總人數超過一百人者，增加代表一名。 
退儲會得自校內外敦聘一至二名具財金理財專業人士擔任諮詢顧問；校外人士得酌支顧問

費、車馬費。 
退儲會召開會議時，應邀請本校人事室及會計室派員列席會議。 

退儲會負責掌理退撫儲金之信託、儲金運用計畫及其他退撫儲金有關事宜。 

六、委員任期二年，每年改選二分之一席次，連選得連任。成立之初，屆滿第一年改選二分之一，

屆滿第二年改選二分之一。委員中途離職者，教師代表，由該學院（中心）候補代表遞補之；

職員工代表，由職員工候補代表依序遞補之。 

七、退儲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委員互選產生之。綜理退儲會一切事務,對外代表退儲會;其因故無

法行使職權時,由退儲會事先安排代理順序。主任委員為無給職。 

八、退儲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並擔任主席。會議須有過半

數出席始得開議,須有出席委員過半數之同意始得決議。但有關本要點之修訂、信託契約之簽

訂、修訂、延長與終止及「投資計畫表」之審訂與修訂，應經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

席委員三分之二決議始得為之。 

九、退儲會之任務如下: 

(一)本要點之修訂。 

(二)本退撫儲金信託之審議及督導。 

(三)「投資計畫表」所列投資範圍、資金分配比例、各項投資標的及資金分配之訂定及變更。 

(四)持有有價證券現金增資認股繳款等事項之決定。 

(五)退撫儲金信託經費之分配、稽核及收支報告事項。 

96 年 11 月 5 日第一屆 96 年第 1 次委員會訂定

97 年 2 月 21 日第一屆 97 年第 1 次委員會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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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持有信託股票表決權之行使。 

(七)受託人之選定、更換及受託人變更相關事務之處理。 

(八)處理受託人關於本退撫儲金信託之重要通知。 

(九)退儲會解散時相關事務之處理。 

(十)授權受託人出席投資標的之股東大會或受益人大會行使各項表決事項。 

(十一)審訂本校教職員工參加退儲會之資格條件，並受理入會及退會相關事宜。 

(十二)由參加退撫儲金之教職員工授權主任委員代表退儲會全體會員簽訂、修訂、延長及終止

信託契約，並執行信託契約有關行為及事務。 

(十三)其他有關事項。 

十、投資計畫表之處理規定如下: 

(一)「投資計畫表」於退儲會成立之初,由退儲會議決訂定本信託資金投資之有價證券範圍及資

金分配比例。 

(二)「投資計劃表」如附件。 

(三)退儲會不保證投資之盈虧,由各會員自負風險。 

十一、表決權之行使如下： 

(一)就有關持有股票表決權之行使,得由主任委員以書面方式對於受託人為特別之指示。 

(二)該表決權之行使以退儲會之決議行之,不得單獨行使。 

十二、退儲會置執行祕書一人,由主任委員提請退儲會同意後派充之，協助退儲會處理日常事務；

於必要時可增列財務祕書及業務祕書各一人,受執行祕書之指揮、監督,辦理各項會務。財務祕

書及業務祕書,由主任委員指定,並經退儲會同意後派充之。 

十三、於每一學年度終了後三個月內應將上學年度開會之議事錄及收支清冊提經退儲會通過後,公

告週知各會員。 

十四、現職教職員工欲中途加入者,應於每年八月一日至八月三十一日或二月一日至二月二十八日

期間申辦之,並於當月(八月或二月)生效,但一年僅得申請一次。新進人員欲參加者則於到職日

次月生效。 

十五、凡申請自願退出者,應於每月十五日前以書面申辦之,並自次月份起停止提撥「個人自提儲

金」，但退出後一年始得再申請加入。公提儲金得申請退出或繼續參加。 

十六、退撫儲金每月提撥方式如下: 

(一)個人自提儲金：以不低於個人本俸(年功俸)金額百分之三為提撥下限，最高不得超過個人

本俸(年功俸)金額。 

(二)本校公提儲金：到校服務未滿十年者,以個人本俸(年功俸)金額百分之三定額提撥;到校滿

十年以上未滿二十年者,以個人本俸(年功俸)金額百分之三.五定額提撥;到校滿二十年以

上者,以個人本俸(年功俸)金額百分之四定額提撥。 

(三)會員於申請加入退儲會時,應填寫申請表(附件一),並由人事室每月自薪資所得扣繳,本校

公提儲金由會計室每月提撥。 

十七、有關處理退儲會事務及執行信託契約所生之一切必要費用,自各會員自提儲金及公提儲金中

扣除。 

十八、購入國內外有價證券期間,以每月發薪日為扣款日,並於扣款日之次十個銀行營業日內為購入

國內外有價證券期間,若該期間內仍未申購完畢,可延長期間至購妥為止。 

十九、信託金額變更規定如下: 

(一)會員因薪資調整致每月公提儲金變更或原自提儲金金額低於個人本俸（年功俸）百分之

三者，應由人事室於每月十五日前提出,送請退儲會 核准後,由主任委員以書面通知受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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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申請當月即生效,次月依變更後之金額扣款。 

(二)會員因服務年資恰滿十年或二十年,致公提儲金增加時,應由人事室於每月十五日前提出,

送請退儲會核准後,由主任委員以書面通知受託人,申請當月即生效,次月由學校依變更後

之金額予以提撥。 

    （三）會員若有需要調整自提儲金時，得於每年七月提出變更申請，並統一於八月一日生效，

其他除第一款情形外，皆不予受理。 

二十、暫停扣款及恢復扣款之申請規定如下: 

(一)會員於停聘、停職或留職停薪期間,學校不提撥公提儲金, 俟復職後之次月起,再行恢復。

個人於前述狀況期間，自提儲金得選擇繼續提撥或停撥。 

(二)暫停扣款人員名冊由人事室提送退儲會同意後，主任委員即以書面通知受託人，並於停

聘、停職或留職停薪之當月份開始停止扣款。 

(三)上述人員復職後,經申請核准恢復加入本退撫儲金後次月起恢復扣款。退撫會主任委員應

以書面通知受託人,學校提撥之公提儲金亦相對恢復。 

二十一、凡申請加入退儲會之會員,應由退儲會編製「教職員工參加退休撫卹儲金人員名冊」並註

明公提儲金及個人自提儲金之提撥金額。遇會員新加入、退出或儲金扣款調整或辦理暫停扣

款等情事時,退儲會應隨時變更名冊,由主任委員於每月扣款日至少十個銀行營業日前交付受

託人。 

二十二、退出退儲會之規定如下: 

(一)中途離職、自願退出、解聘、不續聘、免職、資遣、退休或身故,即不具備會員資格,人事

室 應於每月十五日前向退儲會提出,退儲會即以書面通知受託人。 

(二)會員違反本要點規定或其他原因而不符會員資格條件或因重大過失致使退儲會及其會員

權益受損時,經退儲會通過喪失其會員資格後,應即辦理退會。 

(三)會員因身故退會時,得由繼承人辦理退會手續。 

(四)會員因前述各款之事由退出退儲會時,同時終止信託契約之信託關係。 

二十三、退撫儲金給付方式如下: 
(一)退休：本校公提儲金和個人自提儲金（有參加自提儲金者）連同收益，於辦理退休時一

次提領。但本校於規劃有年金給付之方案時,得經當事人申請後辦理年金給與。 
(二)身故：本校公提儲金和個人自提儲金（有參加自提儲金者）連同收益，於辦理撫卹時一

次提領。其遺族領受順序,依民法繼承篇規定。 
(三)中途離職、自願退出、解聘、不續聘、免職：個人自提儲金（有參加自提儲金者）連同

收益一次提領。其本校公提儲金部分(含收益)不得提領，應繼續存放退撫儲金專戶內，

由其餘會員共享。 

(四)資遣:除因本校裁減人員而資遣者,依第一款給與方式給付外,其餘資遣原因而資遣者,依第

三款給與方式給付。 

前項退休、撫卹及資遣條件，須符合本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資遣辦法之申請資格。 
第一項第三、四款人員無法提領公提儲金之本金及其收益，為衡平其稅賦損失，由退儲會計

算會員入會後所提撥當事人之全部公提儲金本金及其收益，依退會當月指定金融機構公告壹

年期定存固定之年利率計算後予以補償。 

第一項各款收益如虧及本息時，其給付應扣除平均虧損之部分後為之。 

二十四、會員經退儲會同意退會後,該員持有之受益權單位數將由退儲會指示受託人於次月扣款日

之次十個銀行營業日前將贖回現金存入各退出員工存款帳戶或開立禁止背書轉讓記名支票,

該員並應於書面切結具領,以示受領。公提儲金請領權利,自得請領之日起五年內因不行使而

消滅。 

二十五、有權人員簽章之處理如下: 



 7

(一)退儲會有權人員應與受託人互換有權人員簽章樣本,其留存印鑑應分別由不同人保管,以

收互相牽制之效。 

(二)與受託人間之文件往來應簽蓋有權人員簽章,以資證明。 

(三)原留印鑑遺失、變更時,應通知受託人,並附上變更後之有權人員簽章樣本。 

二十六、退儲會組織解散後,應由受託人於合理期間內將信託資產變現,並依各會員持有之受益權單

位數折算現金,存入各退出會員存款帳戶或開立禁止背書轉讓記名支票,該員並應於書面切

結具領,以示受領。 

二十七、本要點未盡事宜,依退儲會相關規定辦理。 

二十八、本要點經退儲會發起人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本要點之修訂經退儲會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決議通過後公告實

施。 

 

 

 

 

 

 

 

 

 

 

 

 

 

 

 

 

 

 

 

 

 

 

 

 

 

 

 

 

 

 

 





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函 
 
                                                                                    
機關地址：新北市板橋區縣民大道 2 段 7 號 18 樓 
                                                                                    
電  話：(02)89689999 
                                                                                    
傳  真：(02)89691366 
 
受  文  者：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代表人羅澤成)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0 年 10 月 28 日 
發文字號：金管銀票字第 10000183150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本會 100 年 2 月 17 日修正發布「信託業營運範圍受益權轉讓限制風險揭露及行銷訂

約管理辦法」之問答 集如附件，請轉知所屬會員確實遵照辦理。請查照。 
說明： 
     一、復貴會 100 年 5 月 25 日中託業字第 1000000385 號函。 
     二、本會 99 年 11 月 11 日金管銀票字第 09900390760 號函，自即日起停止適用。 
 
正本：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代表人羅澤成) 
副本：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證券期貨局、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保險局、行政院金融

監督管理委員會檢查局、法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本會法律事務處、銀行局(均含附件) 
 
授權單位主管決行並鈐印 

附件檔案：「信託業營運範圍受益權轉讓限制風險揭露及行銷訂約管理辦法」問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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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業營運範圍受益權轉讓限制風險揭露及行銷訂約管理辦

法」問答集 
 

(略) 

 

(六)問：員工持股、員工福儲或員工福利信託業務，是否應遵守本條(備註)規定？ 

答： 

1.員工持股信託免依本條規定辦理。 

2.員工福儲信託或員工福利信託並非單純以持有公司股票為目的，信託財產

之運用範圍較廣，為保障委託人(員工)權益，自 100 年 2 月 17 日本辦法

發布施行後，信託業受託辦理員工福儲信託或員工福利信託之新增委託投

資時，應依本條規定確認委託人(員工)足以承擔所投資標的之風險。信託

業未來於新增受託投資時，應請員工福儲或員工福利信託代表人明確告知

委託人(員工)，若投資標的有超過其風險承受等級時，信託業依法不得受

託投資。 

3.至於 100 年 2 月 17 日本辦法發布施行前，信託業所辦理之員工福儲信託

或員工福利信託，其信託財產既已運用於國內外有價證券、短期票券及境

內結構型商品之投資，基於法律不溯及既往原則，不受本條規定限制。 

 

備註：信託業營運範圍受益權轉讓限制風險揭露及行銷訂約管理辦法第 22 條 

第 22 條    

信託業辦理特定金錢信託業務或特定有價證券信託業務，以受託投資國內

外有價證券、短期票券或境內結構型商品為目的者，除受託擔任證券投資

信託基金、期貨信託基金之基金保管機構外，應建立充分瞭解客戶之作業

準則，其內容至少應包括下列事項： 

一、受理客戶應辦理事項：應訂定客戶交付信託財產之最低金額及條件，

    以及得拒絕受理客戶之各種情事。 

二、瞭解客戶審查事項： 

（一）應訂定瞭解客戶之審查作業程序及應留存之基本資料，包括客戶之

      身分、財務背景、所得與資金來源、風險偏好、過往投資經驗及委

      託目的與需求等。該資料之內容及分析結果，應經客戶簽名確認。

（二）接受客戶簽訂信託契約時，須有適當之單位或人員，複核客戶簽約

      程序及所提供文件之真實性與完整性後始得辦理。   

三、評估客戶投資能力應辦理事項：評估客戶之投資能力及接受客戶委託

    時，除參考前款資料外，應綜合考量下列資料： 

（一）客戶資金操作狀況及專業能力。 

（二）客戶之投資屬性、對風險之瞭解及風險承受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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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客戶為非專業投資人時，應遵守下列事項： 

一、依第五項同業公會所定之自律規範建立商品適合度規章，以確認委託

    人足以承擔所投資標的之風險。 

二、以淺顯文字明確告知委託人，該投資標的之交易係信託業依據委託人

    之運用指示，由信託業以受託人名義代委託人與交易相對人進行該筆

    投資交易。 

前項第一款所稱商品適合度規章，其內容至少應包括非專業投資人風險承

受等級及個別商品風險等級之分類，以利依非專業投資人之風險承受等級

，推介或受託投資合適風險等級之商品。並應建立事前及事後監控機制，

以避免不當推介或受託投資之情事。 

委託人委託投資之標的為信託業所推介者，信託業之推介內容若有虛偽、

隱匿情事，或未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辦理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二項第一款所稱商品適合度規章之內容、作業程序及其他應遵循事項，

由同業公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信託業辦理具運用決定權之金錢信託或有價證券信託，以財務規劃或資產

負債配置為目的者，準用第一項至第五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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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銀行「自然人-一般客戶」投資風險屬性評量表 
這份評量表問卷將幫助您暸解本身對投資風險的承受能力，請依據您的實際狀況回答下列問題。 

 客戶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 月日  性別: □男□女 連絡電話 

聯絡住址(通訊地址)  
 
請勾選: 

客戶資料/委託目的/投資經驗 財產狀況/ 投資狀況/專業能力 風險偏好/風險承受度/對風險及商品之瞭解

1.請問您的年齡為？ 

□A. 25~35歲 (4分)

□B.35~50歲 (3分)

□C. 50~70歲 (2分)

□D.25 歲以下/70 歲以上 (1 分)

2.請問您的職業為？ 

□A.金融相關行業/會計師/律師 (4分)

□B.企業負責人/服務/科技業 (3分)

□C.公教/軍警/醫療/製造業  (2 分)

□D.學生/家管/退休/其他 (1 分)

3.請問您的最高學歷為？ 

□A.碩/博士 (4分)

□B.大專/大學 (3分)

□C.高中職 (2分)

□D.國中以下 (1 分)

4.請問您的投資理財目的？ 

（可複選，惟以最高者計分） 

□A.閒置資金運用/資產累積 (7分)

□B.資產配置/節稅規劃 (4分)

□C.購置不動產 (3 分)

□D.子女教育或退休準備 (2 分)

5.請問您有多少年投資經驗？（包

括股票、國內外共同基金、投

資型保單、結構型商品、期貨、

選擇權等） 

□A. 5年以上 (6分)

□B. 3~5 年 (4分)

□C. 3年以下 (3分)

□D.完全沒有 (2 分)
 

6.請問您的年收入約為(新臺幣)? 

□A. 100萬以上 (5分)

□B. 50~100萬 (4分)

□C. 20~50萬 (2分)

□D. 20萬以下 (1 分)

7.您的總資產(含現金、動產、不動產

等財產)約為(新臺幣)？ 

□A.1500萬以上 (5分)

□B.500~1500萬 (4分)

□C.100~500萬 (2分)

□D.100萬以下 (1 分)

8. 請問您目前的收入或資產中（不包

括自用住宅），可用於投資理財之

比例為何? 

□A. 50%以上 (7分)

□B. 30~50% (4分)

□C. 0~30% (2分)

□D.完全沒有 (1 分)

9. 對於您的投資，您預計持續多久而

不需動用到這筆資金？ 

□A. 5年以上 (8分)

□B. 3~5 年 (6分)

□C. 1~3年 (4分)

□D. 1 年以下 (2 分)

10. 請問您有投資過下列哪些較積極

金融商品的經驗？（可複選，惟

以最高者計分。第5題選D者，本

題應選D） 

□A.股票、選擇權、期貨 (6分)

□B.投資型保單、結構型商品 (4分)

□C.國內外共同基金 (3分)

□D.不曾投資上述商品 (2 分)
 

11.您願意將投資金額配置於較高風險投
資項目(如股票、外匯保證金及衍生
性金融商品等)之比率？ 

□A. 50 %以上 (8 分)

□B. 25% ~50%(不含) (4 分)

□C. 10% ~25%(不含) (2 分)

□D. 10% 以下 (1 分)

12.請預估您所能承擔的最大價格波動幅
度？（一般而言，期望報酬越高，投
資風險越高，價格波動幅度越大） 

□A. 40%以上 (8 分)

□B. 20~40% (6 分)

□C. 5~20% (4 分)

□D. 5%以下 (2 分)

13.下列有關投資風險之敘述，何者正確?
a.高報酬通常伴隨高風險b.透過投資組合分
散配置可避免風險過度集中c.衡量投資標的
時，追求利潤下最重要的考量為風險    

□A.正確者為 a、b、c (8 分)

□B.正確者為 a (2 分)

□C.正確者為 b (2 分)

□D.正確者為 c (2 分)

14.挑選適合投資的基金時，評估因素包括
下列何者: 

□A.基金之資產配置、過去績效、收費 (7 分)

□B.基金之資產配置、過去績效 (4 分)

□C.基金之過去績效、收費 (4 分)

□D.基金收費 (2 分)

15. 請問投資結構型商品(如:連動債)、組
合式商品(如:雙元貨幣)與投資型
保單時，客戶損失全數投資本金最
可能的原因是: 

□A.商品發行機構發生信用風險  (7 分)

□B.連結標的表現不如預期  (4 分)

□C.商品計價幣別對新臺幣貶值   (2 分)

□D.該類商品甚為安全不可能損失全

數投資本金 

  (0 分)

                 客戶風險屬性評估結果  根據您提供的回答，您的投資風險屬性為 

 

※  此框線內由本行填寫  ※  

□保守型（24 分以下）□穩健型（25~39 分）□平衡型（40~54 分）□成長型（55~69 分）□積極型（70 分以上）  

本人同意並接受貴行上述評估結果，茲此確認本人目前投資風險屬性為: 

□保守型  □穩健型  □平衡型  □成長型  □積極型 

客 戶 親 簽：                           日 期：     年      月      日 

分行代號：       顧客保管序號：        前台負責人：         前台經辦：           
                                                            (需核對親簽)   

評分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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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儲金投資基金明細表 

 

義守大學退儲會基金投資標的風險等級 

基金代號 基金名稱 風險等級 
4折後之

手續費 

901 
富蘭克林華美全球債券組合基金 
(累積型不配息) 

RR2 0.4% 

902 富蘭克林華美第一富基金 RR5 0.6% 
1301 富達歐洲基金 RR4 1.2% 
1614 鋒裕策略收益基金 RR3 0.6% 
2121 富蘭克林坦伯頓世界基金 RR4 1.2% 
2126 富蘭克林坦伯頓成長基金 RR4 0.6% 

2171 
 

富蘭克林坦伯頓美國政府債券基金 
(月配息) 

RR2 0.6% 

2172 
富蘭克林坦伯頓公司債券基金 
(月配息) 

RR3 0.6% 

6622 元大卓越基金 RR5 0.6% 

7221 保德信大中華基金 RR4 0.6% 

7233 保德信高成長基金 RR5 0.6% 
8941 聯邦貨幣市場基金 RR1 0% 

2173 
富蘭克林坦伯頓全球債券基金 
(月配息)(美元) 

RR2 0.6% 

2101 富蘭克林黃金基金 RR5 1.2% 
註： 

1. 深色欄位為本校目前投資標的。 

2. 低度風險等級(RR1)、中低度風險等級(RR2)、中度風險等級(RR3)、中高度風險等級(RR4)、

高度風險等級(RR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