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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儲金管理委員會第七屆第三次會議紀錄 

時    間：102 年 10 月 28 日(星期一)下午 15 時 30 分 

地    點：行政大樓 2 樓第 1204 會議室(校長室旁) 

主    席：李主任委員建興 

出席委員：吳委員昭彥、吳委員銘宏、林委員佑樺、施委員憲權(請假)、許委員智彥、 
陳委員維忠(請假)、曾委員偉晉、黃委員一正、詹委員明勇、劉委員姚伶、 
蔡委員雅茹、鄭委員瓊月、謝委員媓伶、羅委員如燕(依姓氏筆畫排序)  

委員總數15人，應有委員1/2以上出席(8人)始得開議，出席委員計13人，已達法定應出席人數。 

列席人員：陳處長昭興(請假)、陳處長錦麗、宋副組長斐如、彰化銀行許襄理麗珠、 
彰化銀行林專員怡伶、彰化銀行黃財富管理顧問瓊娟 

記     錄：黃冠瑜  
 
壹、主席報告：略 

貳、業務報告： 

依本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儲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退儲會），本(102)年 9 月 9 日會議決議，

贖回全部投資標的，當日已完成全部贖回之作業。本(102)年 9 月 30 日彰化銀行(以下簡稱彰

銀)提供之信託財產目錄及明細表(如附件一)，本校目前活期存款金額為 61,420,486 元。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  由：有關本校退撫儲金全數贖回後，有關儲金分配規劃及退儲會後續運作事宜，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校退儲會於本(102)年 9 月 9 日召開委員會，決議之一「先請彰銀確認可否解除原

合約，另訂定 2 份新合約，區分為平衡型以上及定存型，平衡型以上由本校儲金委

員會繼續操作，如可行，將簽請校長同意，針對「風險屬性評量表」填覆結果為「穩

健型(RR2)以下」之同仁另行設計問卷(公提儲金部份轉為定存，依規定於退休或資遣

時發回；自提儲金部分可選擇退出或轉為定存)，同時告知本校退撫會決議，請上述

同仁填覆問卷(如欲改變選擇，亦可再有 1 次機會)，以做為合約分類之依據」。 

二、 經本處多次與彰銀聯繫，該行於本(102)年 10 月 4 日回覆，回覆說明如附件二，其中

說明第四點節錄如下： 

有關 102.9.9 退儲會會議提案擬終止原信託契約，另簽訂 2 份新信託契約，即 1 份屬

積極型(適用填具風險屬性評量表 RR3～RR5 之員工)，另 1 份屬保守型(適用填具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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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屬性評量表 RR1～RR2 及不願填寫評量表之員工)，請本行評估可行性乙案，本行

說明如下： 

(一)退儲會如拆成 2 份信託契約，請  貴校考量是否需修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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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未來如有新增加員工或員工退出退儲會時，退儲會需依各員工之風險屬性評量表

(含不願填具風險屬性評量表者)區分係屬哪一份信託契約之員工，且每月退儲會

需製作 2 份員工交付信託財產名冊，及上傳 2 個檔案，本行亦需另請電腦公司配

合修訂系統上傳資料，以利 貴校取回資料供員工查詢各自之單位數及淨值。 

(三)退儲會運用指示投資或贖回投資標的時，需分別依各別信託契約填具不同運用指

示書。 

(四)鑒於本行為配合退儲會拆成 2 份信託契約，除每月提供退儲會之報表需製作 2 份

外，尚有電腦系統修訂及事後維護之需求，勢亦將增加本行諸多成本，恐須提高

管理費用，以反映成本，建請仍以原信託契約運作為宜。 

(五)有關擬投資 RR2 以上投資標的之員工，可請本行高雄分行協助員工於本行開立存

款帳戶並辦理網路銀行，員工利用網路銀行交易，便利且可享申購手續費優惠。 

三、 綜合上述說明，其結論為「彰銀無法終止原信託契約並另簽訂 2 份新合約」。 

四、 基於本案已延宕 1 年有餘，本會各委員配合彰銀的困難度，數度研議，希望找出可

行之方案，但始終無法獲得解決與善意之回應，恐有影響同仁權益之虞。有關儲金分

配規劃及退儲會後續運作事宜擬建議如下： 

(一)公提儲金部分：與彰銀維持原信託契約，惟公提儲金不再委託投資，改以定存及

活存方式辦理，並修改儲金投資計劃表中定存及活存之比例(儲金投資計劃表及彰

化銀行台幣存款利率請參閱附件三)，人員離職或退休時依規定辦理。 

(二)自提儲金部分：建議自 103 年 1 月起停止提撥，各自提儲金之會員帳戶中餘額請

彰銀儘速核算，以便退還各會員款項。 

(三)因契約係以退儲會名義與彰銀簽訂，且尚有公提儲金於彰銀帳戶之內，本校退儲

會仍須繼續維持。 

決  議： 

(一)照案通過。 

(二)公提儲金部分，請人資處預估每年退休人員請領之金額，將部分比例之公提儲金

以活存方式辦理，以支付相關請領及管理費用，其餘之公提儲金則以定存方式辦

理，用階梯式方式拆成多張定存單(單筆 300 萬以下)，以機動利率分批存入，來

維護資金運用之靈活度；自提儲金將於 103 年 1 月辦理贖回並退還各會員。 

(三)本次退儲會決議事項，將以說明書方式通知各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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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儲金管理委員會 
建議案說明 

 
一、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修訂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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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行銷訂約管理辦法」）之問答集第

12 題第（六）問答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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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行銷訂約管理辦法第 22 條規定確認委託人

（義守大學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儲金管理委員會會員，含公提及自提員

工）足以承擔所投資標的之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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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為評估委託人承擔投資標的之風險，需請所有參加退儲會之教職員工(即

委託人，下稱員工)依本身實際狀況填寫「彰化銀行『自然人-一般客戶』

投資風險屬性評量表」(下稱風險屬性評量表)，並親自簽名。本行將視

各參加員工所填寫之風險屬性評量表評估結果，以員工所評估之最低風

險承受等級作為退儲會之風險承受等級，日後接獲退儲會新增投資標的

指示時，將與投資商品風險等級進行適合度之適配評估。 

 

三、依目前統計所有填寫「風險屬性評量表」之退儲會員工之結果，說明

如下： 

(一)參加退儲會員工共 571 人，已簽署「風險屬性評量表」者達 377 人，

106 人尚未簽署，88 人表達不願簽署。 

(二)已簽署「風險屬性評量表」之 377 人中，風險承受等級評量結果為

低度(RR1)者有 6 人，風險承受等級評量結果為 RR2 者有 20 幾人，

其餘風險等級評量為 RR3 以上。 

(三)因所評估員工之最低風險承受等級為 RR1(有 6 人)，即退儲會可投

資的商品風險等級應限於低度風險等級(RR1)之商品。 

(四)依前述，若退儲會新增投資標的之風險等級為低度(RR1)，本行可

不對委託人進行風險承受等級之評估，否則將一律向員工徵提「風

險屬性評量表」，期使商品風險等級與員工風險承受等級適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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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關 102.9.9 退儲會會議提案擬終止原信託契約，另簽訂 2 份新信託契

約，即 1 份屬積極型(適用填具風險屬性評量表 RR3～RR5 之員工)，

另 1份屬保守型(適用填具風險屬性評量表 RR1～RR2及不願填寫評量

表之員工)，請本行評估可行性乙案，本行說明如下: 

(一)退儲會如拆成 2 份信託契約，請  貴校考量是否需修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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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未來如有新增加員工或員工退出退儲會時，退儲會需依各員工之風

險屬性評量表(含不願填具風險屬性評量表者)區分係屬哪一份信託

契約之員工，且每月退儲會需製作 2 份員工交付信託財產名冊，及

上傳 2 個檔案，本行亦需另請電腦公司配合修訂系統上傳資料，以

利 貴校取回資料供員工查詢各自之單位數及淨值。 

(三)退儲會運用指示投資或贖回投資標的時，需分別依各別信託契約填

具不同運用指示書。 

(四)鑒於本行為配合退儲會拆成 2 份信託契約，除每月提供退除會之報

表需製作 2 份外，尚有電腦系統修訂及事後維護之需求，勢亦將增

加本行諸多成本，恐須提高管理費用，以反映成本，建請仍以原信

託契約運作為宜。 

(五)有關擬投資 RR2 以上投資標的之員工，可請本行高雄分行協助員

工於本行開立存款帳戶並辦理網路銀行，員工利用網路銀行交易，

便利且可享申購手續費優惠。 

 



義守大學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儲金投資計劃表 
 

日期：   年   月   日 

投資標的與信託資金分配比率 

投資標的名稱 信託資金分配比率% 備註 

國內政府債券   

國內金融債券   

國內公司債券   

國內上市或上櫃公司股票   

國內外共同基金受益憑證   

彰化商業銀行定期存款   

活期存款   

合計   

 
一、 買進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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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賣出時間：由甲方以書面指示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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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銀行台幣存款利率 

本資料僅供參考(單位：年利率%)  查詢時間 : 102/10/21 16:54:07  
 

存(放)款種類 固定利率(%) 機動利率(%) 
定 
期 
存 
款 

一、二個月 0.8800 0.8800 
一、二個月 300 萬元(含)以上 0.3500 0.3500 
三、四、五個月 0.9400 0.9400 
三、四、五個月 300 萬元(含)以上 0.3800 0.3800 
六、七、八個月 1.1300 1.0900 
六、七、八個月 300 萬元(含)以上 0.4000 0.4000 
九、十、十一個月 1.2400 1.2000 
九、十、十一個月 300 萬元(含)以上 0.4100 0.4100 
一年~二十三個月 1.3600 1.3450 
一年~二十三個月 300 萬元(含)以上 0.4100 0.4100 
二年~三十五個月 1.3900 1.3700 
二年~三十五個月 300 萬元(含)以上 0.4400 0.4400 
三年 1.4000 1.3700 
三年 300 萬元(含)以上 0.4700 0.4700 

活期存款 － 0.1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