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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背景 

隨著資訊普及、投資理財管道多元化及便利，國人理財觀念以及風

險承受概念日趨成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境外基金（以下統稱為「基

金」）因具有投資門檻較低、申贖便利及易於分散投資標的等特性，基金

投資成為投資人最青睞之投資理財方式之一。我國主管機關為提升我國

資產管理人才與技術，擴大資產管理規模並朝向國際化發展，亦訂定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鼓勵措施，發布「鼓勵投信躍進計畫」，鼓勵我國投信事

業發展資產管理業務，與國際接軌，健全基金產業的發展。 

傳統銷售基金之模式（即投資人申購基金），是依個別基金的投資區

域與產業，區分風險等級後，依投資人之風險承受度，再判斷個別基金

之風險等級是否適配。隨著基金種類日趨多元，可選擇之基金商品眾多，

投資人對多元投資、分散風險的意識增加，且網際網路及行動裝置普及，

線上申購基金之比例大幅提高，許多基金銷售業者於網站上提供免費之

基金投資組合之資訊，供投資人瀏覽選擇。投資人之理財需求已從向業

者申購或挑選單一基金商品，陸續轉變成由業者搭配提供基金之投資組

合服務，投資人可一次申購多檔基金以分散其投資風險。 

再者，隨著全球金融科技（Fintech）之蓬勃發展，金融業及非金融

業者均已積極投入應用相關金融科技，提供投資組合服務之機器人投資

顧問（Robo Advisor）平台亦逐漸進入主流市場，投資人可透過線上自動

化理財服務，以較低之資金門檻，簡便及迅速取得符合其風險承受度之

基金投資組合建議，進而依該建議之投資比例申購多檔基金。機器人投

顧已蔚為風潮，亦為我國業者積極發展的方向。國外許多機器人投資顧

問業者係提供 ETF 基金商品的投資組合建議，依據投資人之風險承受度

按適當比例在投資組合中涵蓋不同風險等級之基金商品，協助投資人建

立有效控管風險及追求投資利益之投資組合。除了投信投顧業者提供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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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顧問諮詢時及銷售相關基金商品時採基金投資組合之模式，我國銀行、

證券商為基金銷售的重要通路，於經營信託理財或財富管理業務時，同

樣面臨投資人對基金投資組合服務之需求，並積極發展自動化之理財服

務，提供基金投資組合之資產配置建議。即金融服務之內容均不只是陸

續推介特定基金商品予消費者，更會在進一步瞭解消費者的需求及風險

承受度等資訊後，向消費者說明如何配置其資產以建置個人的最佳投資

組合。因此，除傳統的投信投顧業者提供基金銷售、證券投資顧問諮詢

外，銀行、證券商辦理財富管理業務均可能涉及建議消費者如何建置投

資組合，運用機器人理財之便利，並採行基金投資組合之銷售模式。 

然而，投信投顧業者提供基金投資組合之建議，涉及以投資組合方

式銷售各類基金商品時，如何認定投資組合商品之風險及判斷是否合於

金融消費者之風險適合度，即為重要之課題。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9 條

第 1 項規定：「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

前，應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之相關資料，以確保該商品或服務對金融消

費者之適合度。」對金融業者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時課予適合性之義務，

要求金融業者與金融消費者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前，須充分

瞭解客戶基本資料、財務背景、所得與資金來源、風險偏好及過往投資

經驗等各種資料，據此評估其適合投資之金融商品，以建立風險管理機

制，避免金融業者僅為自己之利益而濫行銷售，損害金融消費者權益。 

依「金融服務業確保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金融消費者辦法」第 4 條，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在推介其基金商品時，須確認該基金商品之風險是否

合於該消費者之風險承受度。現行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對於投資人風險承

受度，係由各投信業者依其專業，設計風險適性問卷，將投資人區分為

數種類型（積極型、穩健型、保守型等），再配合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

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投信投顧公會」）之「基金風險報酬等

級分類標準」所決定之各基金風險等級，決定適合特定投資人申購之基

金類型。金融消費者保護法及「金融服務業確保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金

融消費者辦法」即係要求業者依據投資人之適合度推薦適合投資人申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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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基金。然而，現行基金風險核算標準係適用於業者推介或銷售單一基

金之情況，上述適合性義務之規定應如何適用於業者以基金投資組合模

式銷售之情形，不無疑問；換言之，投資組合商品之風險等級如何判斷、

金融業者提供投資組合建議並銷售基金時應如何盡其適合性義務、以及

是否應制訂相關之基金投資組合服務的風險核算標準等，均有討論空間，

應依目前發展趨勢加以檢討。 

第二節  研究目的 

為健全我國基金產業之發展，並因應基金銷售及金融科技發展趨勢，

本研究將參考國外提供投資組合服務之實務運作情形與相關法令規範，

研討國內投信投顧業者以基金投資組合模式銷售基金時，如何建立基金

投資組合服務之風險等級核算之方式，以及業者提供基金投資組合服務

時應被課予何種義務，以釐清適合度要求之界線，保障金融消費者之權

益，俾供業者及主管機關參考。 

此外，亦將同時考量目前國內其他基金銷售機構及現行業者及實務

上涉及基金投資組合之服務之共通性，思考建立統一之投資組合服務風

險等級核算方式之可能性，讓金融業者提供投資組合服務或銷售基金時，

能有統一之風險等級核算標準，以使金融消費者能有一致性之基準可參

考比較。 

第三節  研究方法 

為探究實務上採行基金投資組合銷售模式之現狀，本研究團隊先蒐

集相關資料，並訪談投信業者，討論基金銷售之問題及基金投資組合服

務之實務需求。 

本研究擬採取文獻分析法及比較法之研究方法，蒐集主要國家就適

合性義務之規範及機器人投顧提供投資組合服務之運作情形及相關法令

規範，歸納分析並整理相關文獻，討論美國、英國、歐盟等地區之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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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及規範，就相關議題為資料蒐集與研究，並歸納上開各國制度，配

合我國現行規定及實務運作情形，研擬法規修正之建議方向。 

除前述針對適合性義務於各國法制面之研究外，因業者提供基金投

資組合服務，就其組合之風險核算多係以相關之財務理論為其基礎，本

研究亦簡述投資組合理論，並特別敦請具風險管理及退休金制度與基金

管理專長之政治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王儷玲教授，及熟悉財經法律

與金融科技監理之政大法律學系臧正運助理教授為諮詢顧問，由兩位專

家協助審閱本研究報告關於投資組合之財務理論分析，俾充實相關修法

建議方向之理論基礎。 

第四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係討論基金商品之投資組合，所謂「投資組合服務」或「資

產配置」目前並非特定之法律用語，較屬於概念性質，解釋上可能涵義

廣泛，且除基金外尚有許多金融商品可供投資人選擇，現行實務上除投

信投顧業者進行基金之投資組合服務外，金融機構也可能提供其他金融

商品之推介或銷售，即投資組合之內容不限於投信基金或境外基金，對

於投資人相關風險之討論本不以持有基金商品為限。惟本研究係依投信

投顧公會之委任，且考量基金投資之普及性、重要性及現行規範已就基

金風險核算制定標準，運作較為成熟，故僅就投信投顧業者或其他金融

業者提供基金之投資組合服務時，就其適合度評估及風險核算方式進行

討論，不及於其他金融商品或資產。 

本研究所為之結論僅係以宏觀之觀點提出建議，至於基金投資組合

服務風險等級之詳細計算，實涉及業者依其實務經驗或相關財務理論所

建置之風險等級核算方式，不在本研究結論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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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基金投資組合銷售模式及現行基金適合度評估規

範 

第一節  基金投資組合之銷售模式 

一、 我國基金之銷售轉趨基金投資組合模式 

隨著時代演進，金融商品種類日益繁雜，以基金投資為例，近年來

境內及境外基金種類及檔數持續增加，特別是境外基金的部分，近十年

境外基金規模成長14%
1，境內基金部分近十年來規模增幅雖然只有2%

2，

惟在貨幣市場、債券基金及指數股票型基金（ETF）的部分不論檔數、規

模均大幅成長，顯見國人越來越青睞基金投資。在基金的銷售端，過去

投信業者或境外基金總代理機構，除自建平台銷售外，各自透過銀行、

證券、保險等通路進行銷售，銀行因分行眾多並有理專人員配置，為主

要之境外基金銷售機構。金管會為因應 Fintech 金融科技創新政策推動，

推動建置基富通基金網路銷售平台3，使境內外基金商品均可上架，達到

一站購足、費用合理、便捷交易、安全可靠及客觀資訊的基金平台交易

模式，供國人參考選擇及購買基金。目前在國內，基金投資之種類及數

量不僅日趨龐大，其銷售管道亦日趨多元，投資人購買基金更加便利。 

由於網際網路及行動裝置普及，線上申購基金之比例大幅提高，基

金網路銷售平台陸續建置，提供投資人眾多投資分析資訊。過往投信公

司銷售基金除單筆銷售外，亦推出定時定額「母子基金」之配置方式，

即讓投資人定期投資母基金，當累積達到停利報酬率時，系統啟動把投

資獲利轉投入子基金，讓投資更有效率地執行。隨著基金商品種類日益

繁雜，投資人對多元投資、分散風險的意識增加，基金銷售模式推陳出

                                                        
1 參考聯合新聞網基金新聞：「境內基金成長停滯受到關注，統計近十年境內基金規模增幅只

有 2%，遠遠落後境外基金大幅成長，…投信投顧公會統計，近十年境內基金規模增加 553 億

元，增幅 2.5%，遠不及境外基金成長 14%...」，經濟日報記者趙于萱報導，參考以下網址：

https://fund.udn.com/fund/story/5845/2776558，最後瀏覽日期：2019.2.25。 
2 同註 1。 
3 基富通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於 2015 年 12 月 15 日設立，開放投信及投顧公司認股，登記資本

額 3 億元，實收資本額 2.1 億元。 

https://fund.udn.com/fund/story/5845/2776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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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在此環境下日趨轉變，許多業者為使投資人更易明瞭基金商品資訊，

及吸引投資人進一步尋求更佳之財務規劃或投資建議，於網站上提供免

費之基金投資組合之資訊，供投資人瀏覽選擇。再者，隨著金融科技之

蓬勃發展，強調透過智能工具與大數據、計量模型之機器人投資顧問蔚

為風潮，投資人可透過線上自動化理財服務，以較低之資金門檻，簡便

及迅速取得基金投資組合建議，進而一次申購多檔基金，不再僅是「母

子基金」。故現行投信投顧業者以基金投資組合模式銷售基金具有優勢，

已漸趨普遍。 

不只是投信投顧業者推介自家基金商品採投資組合方式，銀行作為

境外基金銷售之最大通路，發展更為積極。銀行、證券商於經營財富管

理業務時，其服務內容均不再只是推介特定金融商品予消費者，更會進

一步瞭解消費者本身的需求及風險承受度，向消費者說明如何配置其資

產以建置個人的投資組合，因此，投信投顧業者以及銀行、證券商，均

利用網路及科技發展之趨勢，將基金投資組合之建議，作為銷售基金之

利器，以增進基金之銷售成效。部分投信投顧業者之入口網站或財金資

訊網站，多架設理財服務專區，除提供最新投資理財或金融訊息外，尚

設有許多內容豐富的投資組合工具供投資人運用。例如：貝萊德證券投

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於其網站上推出貝萊德財富計算機服務4，可在投資

人輸入年齡、目前儲蓄的金額以及預期的目標（例如預期退休後每月可

運用之資金）後，自動規劃並提供投資人基金投資組合之建議，包含各

類型基金之比例；富蘭克林投顧網站5亦有顯示基金投資組合配置之建議，

並且分為積極型、穩健型以及保守型三種投資組合供消費者參考；而像

Money DJ 理財網6等財金資訊網站，除整理全球股市、外匯、基金及房地

產等金融商品資訊外，網站中也設置了各式計算工具提供投資人方便進

行投資組合之財務規劃，透過網路提供投資組合建置之建議。故目前投

                                                        
4 參考貝萊德網站：https://www.blackrock.com/tw/the-blackrock-plan，最後瀏覽日期：2019.2.25。 
5 參考富蘭克林網站：https://www.franklin.com.tw/InvestmentRecommendation/Index，最後瀏覽

日期：2019.2.25。 
6 參考 MoneyDJ 網站：https://www.moneydj.com/funddj/ya/YP409030.djhtm，最後瀏覽日期：

2019.2.25。 

https://www.blackrock.com/tw/the-blackrock-plan
https://www.franklin.com.tw/InvestmentRecommendation/Index
https://www.moneydj.com/funddj/ya/YP409030.dj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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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人之理財需求已從過往申購或挑選單一基金商品，轉變成由業者搭配

提供基金之投資組合服務，投資人可取得資訊，一次申購多檔基金以分

散其投資風險，投資組合銷售模式已成為實務上常見的銷售方式。 

此外，電子下單愈趨普遍，近年興起的機器人投資顧問服務亦應用

了基金投資組合的銷售模式，並號稱以 1,000 元的低門檻吸引小資族投資，

開創普惠金融。2017 年王道銀行正式上線之機器人理財平台，其運作即

係由投資人於線上填寫問卷後，基於投資人之風險屬性，以自動化程式

推介適合的基金投資組合7，供投資人扣款購買。中國信託銀行、復華投

信、富邦證券等多家金融機構，亦相繼推出機器人理財服務，提供基金

或 ETF 之投資組合建議，便利投資人即時優選強勢組合。富邦證券甚至

結合手機 APP，使投資人於線上即可理財購買 ETF 組合，整合集團多元

服務8。各金融機構之自動化理財服務互相比拚，勢將進入新銷售模式之

戰國時代。 

二、 「基金投資組合」之法規概念與適合度疑義 

所謂投資組合，係指由一種以上之資產所構成之集合9，當個人將其

資產配置在不同種類之資產時，即在建置屬於自己的投資組合，惟不同

資產之報酬率及風險均有不同，隨著每個人風險偏好以及投資目標之不

同，最適的投資組合亦將因人而異。相較於單一商品之推介，提供消費

者投資組合之資產配置建議更有助於消費者風險管理及達成其投資目標。

以退休金規劃為例，由於退休金規劃屬於長期之投資目標，須面對通膨

                                                        
7 王道銀行的機器人理財平台中，投資人可選擇單筆投資或定期定額扣款，投資門檻為新台幣

1000 元。相較於傳統基金最低門檻為 3000 元之定期定額扣款，此平台對一般小額投資人相當

具有吸引力，而平台係依使用者之投資金額向使用者收取平台使用費，相較於傳統申購基金係

先繳納基金申購手續費有所不同。 
8 中國信託銀行 106 年推出智能理財「智動 GＯ」，投資人定期定額投資 3,000 元即可使用智慧

理財的服務，可自動調整投資組合。同年復華投信亦推出全自動理財機器人服務「強勢通」與

「低點通」，幫助投資人執行低買高賣。「強勢通」每日自動監控，且有自動調整機制建議；「低

點通」則會自動偵測處於相對低點的基金，並自動建議進場買進。富邦證券亦於 106 年攜手工

研院及麻省理工學院（MIT）的專家團隊，打造「富邦理財機器人」，透過智能工具與大數據

精算，依據不同人生階段的目標，提供富邦證券定期定額買台股（ETF）投資標的組合建議。

客戶使用「富邦 e 點通」手機看盤下單系統，每月 1,000 元即可定期定額買台股 ETF。 
9 《財務管理原理》，謝劍平著，2009 年 8 月，P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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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風險以及多個總體經濟之循環，因此國外對於退休金規劃多採投資組

合方式為之，使投資組合隨著投資人年齡與財務狀況變化調整各類別資

產比重，以達成控管風險之目的並對抗總體經濟之循環10；若僅投資於單

一商品，因單一商品長期而言無法對抗通膨、匯率等風險，而可能無法

分散風險、並達成投資人之退休目標。此外，消費者理財需求多元，同

一消費者亦可能因不同目的、投資期間長短與投資金額多寡，而使得承

受的風險有所不同，投資組合下之資產配置不僅可配合不同消費者之需

求量身訂做其投資組合，亦可配合同一消費者不同之目標而有不同之變

化。投信投顧業者從事基金投資組合之資產配置服務，推介投資組合商

品，將更有助於消費者控管投資風險及達成投資目標。因此，隨著金融

業業務之發展，提供消費者更多元且完整之投資組合服務成為必然之趨

勢。 

現行法令中尚無針對投資組合服務有具體明確之統一規定，只有散

落在部分金融服務領域中有相關法令涉及對投資組合服務之規範，例如

私校退撫儲金制度，即係運用不同投資組合之資產配置，提供教職員工

自選投資組合進行退撫儲金之投資；此外，在機器人投資顧問領域，投

信投顧公會訂定之「證券投資顧問事業以自動化工具提供證券投資顧問

服務（Robo-Advisor）作業要點」，係在規範投顧業以自動化工具提供投

資組合建議之服務時，應遵守之規範。除上述個別領域中之規定外（詳

如第三章所述），現行法令並未針對基金投資組合服務之 KYP、KYC 以

及適合度義務等事項做統一之規定。 

所謂基金投資組合銷售模式，係指由業者向個別投資人進行基金資

產配置，推介由數項基金成為一投資組合，當中數項基金各占整體投資

組合不同比例，使消費者可享有配置投資組合之專業服務，以達風險分

散，並一次申購多檔及多元化之基金商品。投信投顧業者亦可有較大之

彈性規劃並銷售基金商品，讓市場更加活絡，至於業者是否可自行依與

消費者之事前約定調整後續投資組合中之資產配置或再平衡服務，則須

                                                        
10 參考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簡報《投資組合風險適配》，P1。 



 

第 11 頁，共 84 頁 

 

視與投資人間之法律關係及約定而定。投資組合之銷售模式不僅可使投

信投顧業者在銷售基金商品時不在侷限單一基金商品的一一推介，而是

更具風險分散及專業，更符合投資人之期待與利益。對於目前新興的機

器人投資顧問服務，於國內之發展可望更加完善。目前國外機器人投資

顧問提供投資組合服務之方式，基本上可分為「諮詢建議型」或「資產

管理型」二類11，諮詢建議型指透過自動化服務提供投資建議及投資組合

選擇，取代傳統之證券投資顧問服務；而資產管理型則除提供諮詢建議

外，進一步協助客戶就投資組合提供交易執行以及風險管理服務，換言

之，資產管理型是除傳統投資顧問服務，還包括全權委託投資之服務，

使投資更加便利迅速。不論是諮詢建議型或資產管理型之機器人投資顧

問服務，均為提供消費者便利之管道建置投資組合，享有分散風險、增

進收益的好處。 

然而，以投資組合模式銷售基金商品，投資人申購多檔基金商品，

如分別視之，當中可能包含超過該投資人風險承受度之基金商品，甚至

投資人一次申購多檔基金，未必注意或理解該風險報酬等是以投資組合

之方式決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金管證投字

第 1050050143 號函表示，「透過投資組合方式決定風險報酬等級再與投

資人之風險屬性進行適配規劃，將可能使金融消費者購買超過本身所能

承受之風險等級之基金商品，此透過所謂投資組合方式將部分基金降低

風險報酬等級再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作法，似已違反金融消費者保護法

第 9 條、金融服務業確保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金融消費者辦法第 4 條確

保金融商品或服務對金融消費者適合度之規定…」，以投資組合模式銷

售基金時應如何符合金融業者適合度義務之規範，即為本文主要議題。 

第二節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及相關金融法規之適合度規範 

我國金融產業近年理財業務興起，銀行配置眾多理財專員銷售金融

                                                        
11 《機器人投資顧問（Robo-Advisor）國外實務及相關法令與管理措施之研究》，研究計劃主

持人：谷湘儀律師，委託研究機構：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2016 年 7

月 20 日，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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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易以佣金為導向，經 2008 年金融海嘯後，產生諸多金融商品銷售

糾紛，尤其境外發行之連動債往往架構複雜難懂且具有高風險，卻有銷

售予保守之退休人士或年齡、家庭狀況不適合之消費者，發生金融海嘯

致消費者損失嚴重，衍生社會問題。再以我國金融行業競爭環境下，不

時傳出金融商品不當銷售或衍生性商品交易之爭議，在此背景下，我國

於 2011 年 6 月 29 日總統令公布金融消費者保護法，於同年 12 月 30 日

施行。金融消費者保護法明定金融業提供金融服務或銷售商品時應遵守

之義務，其中「適合性義務」及「說明義務」均為保護金融消費者之重

要規範。 

基金之銷售涉及金融消費者權益，亦攸關基金產業之健全發展，不

僅攸關投信投顧業者，亦與信託業者或其他金融業之業務有關，主管機

關金管會對於金融服務業提供商品或服務予金融消費者時，更加著重金

融產品對於消費者的適合度以及金融業者之揭露義務，以避免金融產品

銷售之糾紛。 

如前述，金管證投字第 1050050143 號函表示，透過投資組合方式決

定風險報酬等級再與投資人之風險屬性進行適配規劃，將可能使金融消

費者購買超過本身所能承受之風險等級之基金商品，似已違反金融消費

者保護法第 9 條、金融服務業確保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金融消費者辦法

第 4 條確保金融商品或服務對金融消費者適合度之規定。觀察金融消費

者保護法之立法脈絡及目前主管機關對於適合度義務之解釋下，於建置

基金投資組合服務之風險等級核算方式時，除應瞭解法規及相關實務對

金融業者適合度義務之規範外，亦應釐清該適合度規範之精神。 

一、 適合度義務之意涵 

依據巴賽爾銀行監理委員會（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國際證券監理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及國際保險監理官協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Supervisors）共同成立之聯合論壇（The Joint Forum）於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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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發佈的「金融商品與服務零售銷售之客戶適合性原則報告」

（Customer Suitability in the Retail Sale on Financial Products and Services），

將適合性原則定義為「金融中介機構所提供之金融商品或服務與零售客

戶之財務狀況、投資目標、風險承受度、財務需求、個人知識與經驗間

的契合程度」12。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9 條第 1 項規定：「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訂

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前，應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之相關資料，

以確保該商品或服務對金融消費者之適合度。」金融業者提供商品或服

務予消費者時，應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之相關資料，以確保該商品或服

務對金融消費者之適合度，依據同條第 2 項之授權，有關業者應充分瞭

解之金融消費者相關資料、適合度應考量之事項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主管機關定之；主管機關乃據此訂定「金融服務業確保金融商品

或服務適合金融消費者辦法」（以下簡稱「適合度辦法」），以具體規範金

融服務業之適合度義務。適合度辦法第 2 條規定：「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

費者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前，應依本辦法規定充分瞭解金融

消費者之相關資料及依不同金融商品或服務之特性，建立差異化事前審

查機制，以確保該商品或服務對金融消費者之適合度；本辦法未規定者，

應按業務類別，分別適用各該業務法令及自律規範之規定。」依本條立

法說明，本條係為防止金融服務業追求本身利益，提供不適合之金融商

品或服務，損害金融消費者權益，故規定金融服務業應於提供金融商品

或服務前，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Know Your Customer，KYC）及所提供

之金融商品或服務（Know Your Products，KYP），明定金融服務業與金融

消費者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前，應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並

應依不同商品或服務之特性，建立差異化事前審查機制，俾確保該商品

或服務對金融消費者之適合度（Suitability）。 

參考適合度辦法之立法說明，所謂適合度係指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

                                                        
12 原文如下：「the degree to which the product or service offered by intermediary matches the retail 

client’s financial situation, investment objectives, level of risk tolerance, financial needs,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請參閱 https://www.bis.org/publ/joint20.pdf ，P4，最後瀏覽日期：2019.2.25。 

https://www.bis.org/publ/joint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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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金融商品或服務時，應有合理基礎相信該交易適合金融消費者，

包括考量銷售對象之年齡、知識、經驗、財產狀況、風險承受能力等。

即金融服務業透過相關瞭解客戶之程序，掌握客戶基本及投資相關資訊

後，取得合理性基礎後，配合其對金融商品或服務之認識與分類，進行

妥善分析與判斷，確認所提供之金融商品或服務符合客戶之需求及風險

承受度13。適合度義務之規範目的在於確保金融服務業於銷售或推介過程

中，表明特定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客戶之判斷，藉此防止金融服務業為

自己之利益而提供不適合之金融商品或服務，以達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

之目的。 

就業者應瞭解消費者背景資料之範圍，適合度辦法第 4 條進一步規

定，銀行業及證券期貨業提供投資型金融商品或服務時，應於訂立契約

前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之相關資料，至少包括：一、訂定金融消費者往

來之條件；二、訂定瞭解金融消費者審查作業程序，及留存之基本資料，

包括金融消費者之身分、財務背景、所得與資金來源、風險偏好、過往

投資經驗及簽訂契約目的與需求等；三、應綜合考量下列資料，以評估

金融消費者之投資能力：（一）金融消費者資金操作狀況及專業能力。（二）

金融消費者之投資屬性、對風險之瞭解及風險承受度。（三）金融消費者

服務之合適性，合適之投資建議範圍。 

而適合度辦法第 6 條亦規範銀行業及證券期貨業提供投資型金融商

品或服務前，應依各類金融商品或服務之特性評估金融商品或服務對金

融消費者之適合度，而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度之內容，至少應包括金融

消費者風險承受等級及金融商品或服務風險等級之分類，以確認金融消

費者足以承擔該金融商品或服務之相關風險。因此，銀行業及證券期貨

業無論是銷售金融商品或提供金融服務，皆需考量商品及服務之適合度，

惟現行適合度辦法尚未就基金以投資組合方式或提供資產配置服務予以

明文規範。 

                                                        
13 《金融業銷售衍生性金融商品之法律問題研究》，東吳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戴和勝，2014

年，P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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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務業如違反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9 條之規定而致金融消費者

受有損害時，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11 條之規定應負損害賠償責任。金

融服務業違反適合度義務之規範時，主管機關得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12-1 條14及第 30-1 條第 1 項第 2 款15之規範裁處。 

二、 相關金融法規之適合度義務規範 

前述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9 條第 1 項及適合度辦法係就金融業者提

供金融商品或服務時之適合度義務所為之一般性規範，然而金融消費者

保護法制訂前，各金融業法中即分別就業者之適合度義務有所規範，例

如期貨交易法是首度出現與適合性義務有關規定之金融業法，蓋因期貨

交易風險較高，故要求業者對客戶之能力進行評估16。金融業者銷售基金

或提供基金投資組合服務時，有關適合度義務之規範除依金融消費者保

護法及適合度辦法外，亦須遵守各金融服務之相關規定，整理如下： 

1. 投信投顧業相關規範 

按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70 條規定：「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證券

投資顧問事業從事廣告、公開說明會及其他營業活動，其限制、取締、

禁止或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則，由主管機關定之。」金管會依此授權所

訂定之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證券投資顧問

事業接受客戶委任，應充分知悉並評估客戶之投資知識、投資經驗、財

務狀況及其承受投資風險程度。」；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 22 條

之 1 第 1 項則規定：「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應充分知悉並評估客戶之投資知

                                                        
14 如金融服務業違反第9條第 1項規定未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相關資料及確保金融消費者之適

合度，或同條第 2 項所定辦法中有關適合度應考量事項之規定時，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千

萬元以下之罰鍰。 
15 金融服務業未依第二章有關金融消費者之保護規定辦理者，主管機關得限期令其改正，並得

視情節之輕重，為下列處分： 

一、警告。 

二、停止該金融商品全部或一部之銷售。 

三、對金融服務業就其全部或部分業務為一年以下之停業。 

四、命令金融服務業停止其董（理）事、監察人、經理人或受僱人一年以下執行職務。 

五、命令金融服務業解除其董（理）事、監察人、經理人或受僱人職務。 

六、其他必要之處置。 
16 同註 13，P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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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投資經驗、財務狀況及其承受投資風險程度。」故不論是證券投資

顧問事業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皆應充分瞭解及知悉客戶相關資料，以評

估客戶之投資知識、投資經驗、財務狀況及其承受投資風險程度；並有

風險告知之義務及須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而投信業者依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募集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處理準則第

19 條之規定，得委任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證券經紀商、銀行、信託業、

人身保險業及其他經本會核定之機構，擔任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銷售機

構。依該處理準則之第 23 條規定，「基金銷售機構辦理基金銷售業務，

應充分知悉並評估客戶之投資知識、投資經驗、財務狀況及其承受投資

風險程度。」 

如投信投顧業者係代理境外基金之募集及銷售，依境外基金管理辦

法第 42 條第 1 項之規定，「總代理人及銷售機構代理境外基金之募集及

銷售，應充分知悉並評估客戶之投資知識、投資經驗、財務狀況及其承

受投資風險程度。」因此，無論係銷售境內或境外之基金時，銷售機構

亦皆需符合適合度義務之規定。 

而民國 103 年 04 月 29 日金管會金管證投字第 1030015835 號函釋，

亦重申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第 9 條、第 10 條及證券投資信託管

理規則、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募集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處理準則、證券投資

顧問事業管理規則、境外基金管理辦法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

問事業經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管理辦法等相關法令規定，投信投顧業者

與投資人訂立提供金融商品銷售或服務之契約，應落實 KYC、KYP 及商

品適合度，避免提供投資人逾越財力狀況或合適之投資範圍以外之金融

商品或服務，及應注意與投資人之契約規定應對等，符合公平合理、平

等互惠等原則，並應向投資人充分說明該金融商品、服務及契約之重要

內容，充分揭露其風險。 

2. 信託業辦理特定金錢運用之相關規範 

目前銀行（信託業）銷售基金，最常依據信託業辦理特定金錢信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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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由信託業提供客戶基金資訊及推介，再依據客戶（委託人）之運

用指示，由信託業以受託人名義代客戶買賣基金。此外，信託業並可與

客戶訂約由業者辦理全權決定運用，為客戶量身訂作，進行基金資產之

財務規劃或資產負債配置。目前若干銀行推出的機器人理財服務，即有

運用全權決定運用之方式。 

對於信託業銷售基金時應遵守之適合性義務，依信託業法第十八條之

一第二項規定授權訂定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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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第 22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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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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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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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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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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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信託業依信託業法第 22 條第 1 項之規定，處理信託事務，應以善

良管理人之注意為之，並負忠實義務。信託公會並依本條第 2 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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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訂「信託業應負之義務及相關行為規範」（下稱「行為規範」）。依行為

規範第 4 條第 2 款之規定，信託業應忠實執行信託業務，不得明知某項

信託財產之投資運用或交易對委託人或受益人是顯不適當的，意圖為自

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委託人或受益人之利益，而故意建議委

託人或受益人進行該項投資運用或交易，或如對信託財產有運用決定權

時，為委託人或受益人執行該項投資運用或交易行為。 

另依行為規範第 30 條第 3 項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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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行銷訂約管理辦法」建立充分瞭解委託人之

作業準則；如委託人為非專業投資人者，應依「行銷訂約管理辦法」及

信託公會所定之「信託業建立非專業投資人商品適合度規章應遵循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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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信託公會所定之「信託業建立非專業投資人商品適合度規章應遵循

事項」第 4 條規定，信託業應綜合判斷客戶提供之各項資料後，將客戶

至少區分成高、中、低三個風險承受等級，再依該應遵循事項第 6 條，

綜合考量商品之特性、保本程度、商品設計之複雜度、投資地區市場風

險、商品期限等事項，以區分出至少三個等級之商品風險程度。信託業

界定商品風險等級前應確認商品之合法性、投資假設及其風險報酬之合

理性、受託投資之適當性及有無利益衝突之情事。以及提供予客戶之商

品資訊及行銷文件，揭露之正確性及充分性。（第 7 條）劃分出客戶及個

別商品之風險度後，信託業即需建立兩者之適配方式，於受託投資時進

行兩者適合度之適配評估。（第 8 條）。並應留存紀錄。 

3. 證券商辦理財富管理相關規範 

證券商辦理財富管理業務係依「證券商辦理財富管理業務應注意事

項」規定，證券商得針對高淨值客戶透過業務人員，依其需求提供資產

配置或財務規劃等顧問諮詢或金融商品銷售服務，或以信託方式接受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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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執行資產配置之服務。證券商以信託方式辦理財富管理業務，係申請

兼營信託業務，應遵守信託業法及其他相關規定。除信託業之規範外，

該注意事項第十三點規定，證券商應訂定瞭解客戶評估作業程序，評估

客戶之投資能力，包括：（1）客戶資金操作狀況及專業能力；（2）客戶

之投資屬性、對風險之瞭解及風險承受度；（3）客戶服務之合適性，合

適之投資建議範圍或交易額度；第十六點（五）並規定，證券商應建立

交易控管機制，避免提供客戶逾越徵信額度、財力狀況或合適之投資範

圍以外之商品或服務，並避免業務人員非授權或不當顧問之業務行為。 

三、 投信投顧公會之基金適合度評估準則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5 條17規定，第 4 條所稱之投資型金融商品或服

務，包括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境外基金。故不論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或是經金管會核准或申報生效於國內募集及銷售之境外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於辦理基金募集、銷售或私募業務前，皆

須落實 KYP 及 KYC 之原則。 

為使基金銷售符合適合性原則，並有明確的依循標準及踐行程序，

投信投顧公會訂有「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證券投

資信託及顧問事業辦理客戶基金適合度評估準則」（下稱「基金適合度評

估準則」），業者應踐行客戶基金適合度評估作業程序，包括將客戶的風

險承受度分類，以及將基金的風險等級分類，並為客戶訂定基金風險等

級分類（至少劃分成三個等級18），而將客戶風險承受度與適合之基金風

                                                        
17 金融消費保護法第 5 條：「前條所稱投資型金融商品或服務，係指下列商品或服務：一、信

託業辦理特定金錢信託業務或特定有價證券信託業務，受託投資國內外有價證券、短期票券或

結構型商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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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託投資國內外有價證券、短期票券或結構型商品。三、信託業運用信託財產

於黃金或衍生性金融商品。四、共同信託基金業務。五、信託資金集合管理運用帳戶業務。六、

銀行與客戶承作之衍生性金融商品及結構型商品業務。七、黃金及貴金屬業務。但不包括受託

買賣集中市場或櫃檯買賣市場交易之黃金業務及銀行辦理與客戶間之黃金現貨買賣及保管業

務。八、受託買賣非集中市場交易且具衍生性商品性質之外國有價證券業務。九、證券商營業

處所經營衍生性金融商品及槓桿交易商經營槓桿保證金契約交易業務。十、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及境外基金。但不包括受託買賣集中市場或櫃檯買賣市場交易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十一、期

貨信託基金。但不包括受託買賣集中市場或櫃檯買賣市場交易之期貨信託基金。十二、全權委

託投資業務。十三、全權委託期貨交易業務。」 
18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事業辦理客戶基金適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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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等級為適配，即使客戶同意申購較其風險承受度為高之基金，亦應婉

拒19。 

而現行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多將投資人之風險屬

性類型區分為「保守型」、「穩健型」或「積極型」三種，在基金適合度

評估準則的規範下，投資人僅能依據其風險屬性類型之分類，去對照單

一基金的風險報酬等級，若單一基金的風險報酬等級超過該投資人的風

險承受度，即使該投資人整體資產配置之風險等級並未超過其風險承受

度，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依法亦必須婉拒該投資人對

該單一基金之申購，在實際操作上似乎失去了彈性及靈活度。 

四、 適合度規範之司法實務認定 

投資人主張金融業於銷售金融商品有違反金融消費者保護法或相關

法規，違反適合性原則經司法判決者，實務上常見於連動債爭議案件。

金融海嘯前，因境外結構型商品較缺乏規範，致許多高風險之商品大量

銷售給一般投資人，銀行理專如對於連動債等金融商品之銷售，未充分

評估投資人是否適合該商品，即對投資人加以推薦、締約，若干司法實

務判決即認為銀行有違反適合性原則而有違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相

較之下，投信投顧業者就基金之銷售部分，因現行基金適合度評估準則

規範較為明確，實務爭議較少，較無明確之司法判決見解可循。 

經查，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之評議決定書曾有認為，針對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之銷售，經過由客戶填寫「客戶資料表暨風險預告書20」

及「風險屬性分析問卷21」來確認其風險屬性，並檢核其所申購之基金之

                                                                                                                                                               
評估準則第 5 條第 1 項：「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為客戶訂定基金風險等級分

類時，至少劃分為三個等級。」 
19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事業辦理客戶基金適合度

評估準則第 7 條：「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對於客戶欲申購較其風險承受度為

高之基金，應予婉拒。」 
20 內容包括教育程度與知識、婚姻狀況、服務單位、職稱類別、財產狀況、資金/財富來源、

交易或投資理財目的、投資理財工具/經驗、未來最想增加的投資理財工具及是否領有重大傷病

證明等項目。 
21 調查申請人之風險偏好、期望報酬、投資經驗、現金流量期望、預計投資期限及商品理解等

項目。 



 

第 21 頁，共 84 頁 

 

風險收益等級，以及是否符合其風險屬性。即可屬於已執行「認識客戶」

與確認商品適合度之程序（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評議書 104 年評

字第 000381 號參照）。 

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之評議決定書亦有認為，客戶於相對人

已於申請人申辦開戶時，已提供「客戶資料表暨風險預告書」來揭露申

購基金之相關風險。並經由網站上提供各該基金之月報、公開說明書及

簡式公開說明書供客戶下載。且使用網路交易系統申購時系統將提示「基

金風險預告書」，載明「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基金交

易應考量之風險」等資訊，並經客戶確認風險屬性及已瞭解並同意基金

風險預告書及通路報酬揭露內容後，再次輸入密碼始能完成申購，足認

已盡商品說明及風險揭露義務（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評議書 104

年評字第 000380 號參照）。 

綜上所述，在基金銷售的適合度義務上，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

心係視業者是否依相關法令進行「認識客戶」與確認商品適合度之程序

以及盡到商品說明及風險揭露義務，即就基金商品分別視之，針對投資

組合銷售模式下之適合度義務之內涵，目前則尚未有相關案例可考。 

第三節  小結 

適合度義務之規範目的在於防止金融服務業者為自己之利益而提供

不適合金融消費者之金融商品或服務，以達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之目的，

其要求業者應有合理基礎相信該交易適合金融消費者，並須考量消費者

之年齡、知識、經驗、財產狀況、風險承受能力等要素，即業者透過相

關瞭解客戶之程序，掌握客戶基本及投資相關資訊，取得合理性基礎後，

確認所提供之金融商品或服務符合客戶之需求及風險承受度。 

前述金管證投字第 1050050143號函表示透過投資組合方式決定風險

報酬等級再與投資人之風險屬性進行適配規劃，將可能使金融消費者購

買超過本身所能承受之風險等級之基金商品，似已違反金融消費者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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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9 條、適合度辦法第 4 條確保金融商品或服務對金融消費者適合度

之規定。然而如上所述，適合度義務之規範目的在於避免業者的利益衝

突，以確保業者踐履自身對於客戶的忠實義務（Duty of Loyalty)。申言之，

該義務旨在確保業者將客戶之利益置於自身利益之前，而相關要求業者

對於客戶背景、需求與風險承受度有充足瞭解以及相信所售商品適合該

客戶的合理基礎，僅是落實上開原則的手段而已。在此背景下，雖然投

資組合商品中個別之資產獨立觀之，確有可能逾越投資人之風險承受度，

然而倘整體之投資組合所形成之風險實際上並未超越投資人之風險承受

度時，且業者之所為進行此一投資組合之推介或銷售確實係出於協助客

戶利益最大化之考量時，實難謂業者所為與上開適合度義務的核心規範

目的有違。綜上所述，解釋上在採投資組合模式銷售情形下，倘該投資

組合在強調其透過資產配置所達成之效益，且該組合具完整性及一體性，

並非可任意拆解分割，業者所銷售或推介之投資組合整體應可被視為單

一商品，投資組合整體之風險如未逾越投資人之風險承受度，在沒有其

他利益衝突的情形下，應可認其符合適合度義務之相關要求；如同目前

組合型基金之概念，以該基金整體之風險與消費者之風險屬性進行適配，

而不要求其所投資之各子基金均不得超過該消費者之風險承受度，即為

適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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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基金投資組合之運用及相關適合度規範之探討 

第一節 概說 

基金投資組合除了作為業者銷售基金時所經常採用之方式，以基金

投資組合進行資產配置，已成為投信投顧業者之重要業務之一，並散見

於不同商業活動，於不同領域下之運用則可能涉及其他規範，其他金融

業者亦有以基金投資組合方式銷售之規範。於探討適合度問題時，有必

要參考與基金投資組合相類似的業務或商品，包括「組合型基金」之風

險報酬等級分類方式，以及就現行基金投資組合運用下產生之模式及其

相關規範加以探討，以明瞭基金投資組合服務發展現狀及重要性，並評

估日後發展方向。本章除說明現行基金風險等級核算標準外，並就私校

退撫儲金投資組合相關規範、銀行及證券商財富管理業務、機器人投顧

之相關服務分別探討其已發展出之基金銷售模式及相關適合度規範。 

第二節  現行基金風險等級核算標準 

我國基金風險等級之判斷係以質化之標準進行分類並劃分各種類之

風險報酬等級，依照「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基金

風險報酬等級分類標準」，風險報酬等級係依基金類型、投資區域或主要

投資標的／產業，由低至高，區分為「RR1、RR2、RR3、RR4、RR5」

五個風險報酬等級，各類型基金之風險報酬等級以下表為原則： 

表 1  投信投顧公會基金風險報酬等級分類標準 

基金類型 投資區域 主要投資標的/產業 風險報酬等級 

股票型 全球 

一般型（已開發市場）、公用事業、電訊、醫療健

康護理 
RR3 

一般型、中小型、金融、倫理/社會責任投資、生

物科技、一般科技、資訊科技、工業、能源、替代

能源、天然資源、週期性消費品及服務、非週期性

消費品及服務、基礎產業、其他產業、未能分類 

RR4 

黃金貴金屬 RR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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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或單一

國家（已開

發） 

公用事業、電訊、醫療健康護理 RR3 

一般型、中小型、金融、倫理/社會責任投資、生

物科技、一般科技、資訊科技、工業、能源、替代

能源、天然資源、週期性消費品及服務、非週期性

消費品及服務、基礎產業、其他產業、未能分類 

RR4 

黃金貴金屬 RR5 

區域或單一

國家（新興市

場、亞洲、大

中華、其他） 

一般型（單一國家-臺灣） RR4 

一般型、公用事業、電訊、醫療健康護理、中小型、

金融、倫理/社會責任投資、生物科技、一般科技、

資訊科技、工業、能源、替代能源、天然資源、週

期性消費品及服務、非週期性消費品及服務、基礎

產業、黃金貴金屬、其他產業、未能分類 

RR5 

債券型（固定

收益型） 

全球、區域或

單一國家 

（已開發） 

投資等級之債券 RR2 

高收益債券（非投資等級之債券） 

可轉換債券 

主要投資標的係動態調整為投資等級債券或非投

資等級債券（複合式債券基金） 

RR3 

區域或單一

國家（新興市

場、亞洲、大

中華、其他） 

投資等級之債券 RR2 

主要投資標的係動態調整為投資等級債券或非投

資等級債券（複合式債券基金） 
RR3 

高收益債券（非投資等級之債券） 

可轉換債券 
RR4 

保本型   
按基金主要投資標的歸

屬風險報酬等級 

貨幣市場型   RR1 

平衡型（混合

型） 
  

依基金之長期核心投資

策略，得基於股債比

例、投資地區等考量，

於RR3至RR5之區間內

核實認定風險報酬等

級，並應能舉證其合理

性 

多重資產型  

依基金之長期核心投資

策略，基於投資比例、

投資地區等考量，於

RR3至 RR5之區間內核

實認定風險報酬等級，

並應能舉證其合理性。 

金融資產證券

化型 

投資等級 RR2 

非投資等級 RR3 

不動產證券化

型 

全球、區域或單一國家（已開發） RR4 

 區域或單一國家（新興市場、亞洲、大中華、其他） RR5 



 

第 25 頁，共 84 頁 

 

指數型及 

指數股票型
(ETF) 

  
同指數追蹤標的之風險

報酬等級 

槓桿/反向之

指數型及指數

股票型(ETF) 

  
以指數追蹤標的之風險

等級，往上加一個等級 

組合型基金   

依基金之長期核心投資

策略，基於投資比例、

投資地區等考量，於

RR2至 RR5之區間內核

實認定風險報酬等級，

並應能舉證其合理性 

其他型   
同主要投資標的風險報

酬等級 

表 1 中組合型基金之風險報酬等級均係授權業者依基金之長期核心

投資策略，基於投資比例、投資地區等考量，於 RR2 至 RR5 之區間內核

實認定風險報酬等級。參考上述基金風險報酬等級分類標準之修正對照

說明，實務上由於組合型基金係動態調整子基金配置比重，是以，基金

可能因應市場情況，調整投資配置比重，而有難以定位或需經常改變風

險報酬等級的情形，故採取彈性之作法授權業者核實認定。 

由於組合型基金（Fund of Funds）本質上即為配置一項基金投資組合，

解決一般投資人挑選基金之困難或減省時間成本，此與本研究以基金投

資組合模式銷售基金或提供基金投資組合之資產配置服務，其發展背景

與需求十分類似，以下先介紹組合型基金之規範及風險等級核定方式，

規定以供參照。 

依「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22（下稱「管理辦法」）第 42 條23，

組合型基金乃投信事業募集發行之一種基金類型，其投資標的為其他非

組合型基金之國內外基金。由於組合型基金之投資標的為五檔以上之基

金，且基金間之種類、風險均可互不相同，故性質上具基金投資組合之

概念。 

組合型基金為單一基金，投資人投入資金後，資金將按組合型基金

                                                        
22 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 8 條亦有相似條文。 
23 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 10 條亦有相似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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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時約定之投資方式及比例投資於其他基金，投資人並無法自行決定

資金之分配。而在風險評定上，由於組合型基金可包含風險不同之基金，

依「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基金風險報酬等級分類

標準」第 2 條，其風險評定方式係依基金之長期核心投資策略，基於投

資比例、投資地區等考量，於 RR2 至 RR5 之區間內核實認定風險報酬等

級，並應能舉證其合理性，因此其風險等級之判斷係將組合型基金視為

單一投資標的判斷其整體之風險，而不以組合型基金中單一基金之風險

高低認定組合型基金之整體風險。第五章中建議的投資組合風險等級核

算方式之一，即係參考現行組合型基金之風險報酬等級核算方式。 

組合型基金以基金的形式替投資人配置投資組合，並就基金整體來

核定風險等級，依該基金核心投資策略，於一定區間內授權業者核實認

定基金之風險報酬等級，基金投資組合服務應可參考此類基金之風險等

級核定方式。然而除上述基金外，我國目前在退休金自選組合及機器人

理財領域，已存在金融業者協助投資人進行基金資產配置，提供投資人

投資組合服務，故以下整理目前已發展之實務現況，以了解基金投資組

合服務之應用面，及所涉之相關規範，並進一步思考基金投資組合模式

下合理之風險等級核定方式。 

第三節  私校退撫儲金投資組合之發展與相關規範 

一、 私校退撫儲金運用之法規 

教育部為保障私立學校教職員工，於 1992 年 8 月 1 日起輔導成立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由各

校高中以上按學費 3%與國中、小學按學費 2.1%提撥，成立全國私立學

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基金24。近年來為改善私立學校教職員退撫基金之財

務缺口，照顧私立學校教職員退撫權益與福利，立法院於 2009 年 6 月

                                                        
24 《建構國內勞工退休金自選投資服務機制之探討》，研究計劃主持人：國立中興大學財務金

融系林盈課教授，共同計劃主持人：國立中興大學財務金融系葉宗穎教授、童嬋娟博士生，委

託研究機構：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及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2017 年 10

月，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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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讀通過「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下

稱「私校退撫條例」）」，2010 年 1 月 1 日起推行新制。新制改變舊制退

休經費籌措方式，由教職員、學校及行政主管機關按月提撥儲金，採確

定提撥之個人帳戶，與舊制分隔，每位教職員工均設退撫儲金專戶，另

舊制私校退撫基金與公保養老給付，都只提供一次性給付，並無年金設

計，致使私校教職員完全沒有年金保障，新制實施以後，由儲金管理會

遴選出保險公司所提供之 5 種終身年金商品供教職員選擇。私校退撫儲

金新制的參加對象為其教職員，係指已立案私立學校編制內有給專任現

職校長、教師、職員及學校法人之職員。儲金之提繳由教職員及私立學

校、學校主管機關按月共同撥繳款項建立，按教職員本（年功）薪加一

倍 12%之費率，以教職員 35%、學校 32.5%與主管機關 32.5%之比率按月

共同撥繳至個人退撫儲金專戶25。 

 
                                                        
25 同註 24。 

保守型 積極型 穩健型 

原基金(統

一運用) 

投資顧問 

退休定期給付 信託銀行 

新儲金(自

主投資) 

投資管

理 

帳戶管

理 

資產保

管 

年金保

險 

私校教職

員 

理財顧問 人事處 

儲金管理

會(新制) 

儲金監理

會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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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我國私校退撫儲金運作架構圖26
 

依據私校退撫條例第 4 條，私立學校教職員之退休、撫卹、離職及

資遣給與，乃採取儲金方式，由教職員、學校、主管機關按月共同撥繳

款項建立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下稱「退撫儲金」）支付。而退撫儲金

之管理，則由主管機關委託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

儲金管理委員會（下稱「儲金管理會」）實行。另外，儲金管理會尚須為

私立學校及教職員分別設立學校儲金準備專戶及個人退撫儲金專戶。 

在儲金運用部分，依私校退撫條例第 10 條，儲金管理會應審酌儲金

規模情形，設計不同收益、風險之投資標的組合，提供教職員選擇。主

管機關依私校退撫條例第 10 條之授權訂定「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

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自主投資實施辦法」（下稱「自主投資辦法」）

第 2 條，儲金管理會應先就教職員之退撫儲金自主投資運用選擇訂定自

主投資運用實施計畫，並於計畫中定明專屬平台建立、教職員風險屬性

評估、教育訓練、投資標的組合型態、數目、轉換及管理事項。而專屬

平台之建立，依自主投資辦法第 3 條，主要在提供儲金管理會對教職員

瞭解其個人風險屬性之評估及選擇投資標的組合之線上作業。 

在投資選擇上，依自主投資辦法第 4 條，儲金管理會須於其自主投

資運用實施計畫中，定期提供至少三類不同風險收益等級之投資標的組

合並置於專屬平台中，供教職員按其個人風險屬性決定投資之標的，如

未選定，則以風險程度最低之投資標的組合供其運用選擇。 

二、 私校退撫基金自選平台投資組合商品簡介 

2013 年儲金管理會委託富蘭克林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為投資顧問，

並於 2017 年 1 月 1 日改委託群益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為投資顧問

27，以兼顧儲金之收益性、安全性及穩健性篩選投資標的，依風險能力的

                                                        
26 同註 24，P9。 
27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管理委員會，第 4 屆第 13 次董事

會會議紀錄（http://www1.t-service.org.tw/ezfiles/0/1000/img/13/104814932.pdf，最後瀏覽日期：

2019.2.25）。 

http://www1.t-service.org.tw/ezfiles/0/1000/img/13/104814932.pdf


 

第 29 頁，共 84 頁 

 

承受度提供保守型、穩健型及積極型三種基金投資組合，另外並於 2017

年 9 月 28 日推出「人生週期基金」，觀其儲金管理會之網站內容，其平

台甚至直接將投資組合稱之為「保守型基金」、「穩健型基金」及「積極

型基金」，如同組合型基金之性質一般，茲摘錄其內容和特點簡要如下： 

1. 保守型基金組合 

本基金組合的特色係由債券型基金、貨幣市場型基金及 20％上限的

股票型基金組成，有助於降低單一市場風險， 同時兼顧投資組合的流動

性及收益性，並保持投資組合的操作彈性，在充分分散市場風險的情況

下，選出最具價值且低風險的投資組合，以追求長期之固定收益，並以

分散風險、確保基金安全為目標。本基金組合適合的投資人屬性為追求

穩定收益、較為保守的客戶族群，屬低風險收益等級。本基金組合運用

收益，由政府負二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之保障。 

2. 穩健型基金組合 

本基金組合特色為投資於中度風險的基金，致力尋求長期資本增值，

同時將投資回報的波幅減至最低。股票型基金投資比重以分配 30%~50%

為原則，並採全球資產配置、中等風險範疇及追求長期資本增值。投資

本基金之主要相關風險有匯率變動風險、利率風險、 債信風險、流動性

風險、投資地區政治及經濟變動風險、產業變動風險、特定投資策略風

險、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之風險及其他投資風險等。本基金組合適合

的投資人屬性為追求中長期穩定收益且個性較為保守但仍可承受適度風

險者，屬中風險等級。本組合運用收益盈虧由教職員自負，政府不負最

後保障責任。 

3. 積極型基金組合 

積極型基金組合的主要特色是在分散風險下，積極追求長期之資本

利得為目標。股票型投資部位介於 40%~70%，以期能提升整體報酬率，

然而，相應的風險也較高。投資本基金組合之主要相關風險有匯率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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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利率風險、債信風險、流動性風險、 投資地區政治、經濟變動之

風險、產業變動風險、特定投資策略風險、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風險

及其他投資風險等。本基金組合適合的投資人屬性為追求高報酬率及長

期資本利得成長，風險屬性較穩健型為高者，屬高風險等級。本組合運

用收益盈虧由教職員自負，政府不負最後保障責任。 

上述基金組合之資產配置係參考美國聯邦節約儲蓄計劃（Thrift & 

Saving Plan）方式，將投資組合的資金分配為美國股票、歐元區股票、日

本股票、亞洲除日本股票、台灣股票、全球高收益債及全球公債券與貨

幣市場基金等分類，目的在減少資產類別的風險，以求更穩健的投資報

酬率28。基金篩選機制不僅包含質化分析與量化分析，亦對未來績效加以

模擬分析。三種投資組合運用規範比較如下表： 

表 2  私校退撫基金投資組合比較 

類型 

投資規範 
保守型 穩健型 積極型 

各類型基金佔組合比

重限制 

固定收益型不高於

50%；貨幣市場型及

存款不低於 50% 

資本利得型

30%~50% 

資本利得型

40%~70% 

個別基金佔組合比重

限制 
≦10% ≦15% ≦15% 

個別基金佔該基金已

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

比重限制 

≦10% ≦10% ≦10% 

個別基金績效排名限

制 

過去三年期 

績效前 50% 

過去三年期 

績效前 50% 

過去三年期 

績效前 50% 

銀行存款之存放金融

機構限制 

長期債務信用評等 

達(BBB)以上 

長期債務信用評 

達(BBB)以上 

長期債務信用評 

達(BBB)以上 

再平衡資產配置調整

頻率 
3 個月 2 個月 1 個月 

運用損益 
不低於二年期 

定期存款利率 
自負盈虧 自負盈虧 

4. 生命週期基金組合 

                                                        
28 同註 24，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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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9月28日於自選平台中推出生命週期型基金組合以供選擇，

係一隨著年齡增加而逐漸降低投資風險組合的投資策略，以私校退撫儲

金現有的保守型、穩健型及積極型作為基本成分組成，詳細內容大略為 ：

30 歲以下之教職員，100%投資於積極型投資組合，31-35 歲，積極型的

投資比重調降為 80%，其餘 20％投資於穩健型投資組合，依此類推，至

56 歲以上，100%配置於保守型投資組合，以達到自動依據風險適性靈活

運用儲金的目的29。 

三、 私校退撫儲金投資組合服務之運作 

目前私校退撫儲金之運用，乃係由儲金管理會訂定自主投資運用實

施計畫，並於實施計畫中訂定其選擇投資標的組合之依據，再由教職員

依其個人之風險承受度選定投資。目前私校退撫儲金建置投資組合再由

教職員工選擇之模式即與本研究所討論之投信投顧業者經營基金投資組

合服務之模式一致，在討論建置基金投資組合服務之風險等級核算標準

時，應可參考現行私校退撫儲金之制度之發展。 

前述金管證投字第 1050050143 號函表示，透過投資組合方式決定風

險報酬等級再與投資人之風險屬性進行適配規劃，將可能使金融消費者

購買超過本身所能承受之風險等級之基金商品，似已違反金融消費者保

護法第 9 條、適合度辦法第 4 條確保金融商品或服務對金融消費者適合

度之規定；然而根據儲金管理委員會民國 106 年第 3 季季報，不論是「保

守型」、「穩健型」、「積極型」之投資組合形式，其風險等級判斷均係將

該投資組合視為單一投資標的，判斷其整體之風險，以保守型投資組合

為例，報表上顯示其風險等級為 RR1～RR3，但細看其投資組合下的各

基金組成成分，包含臺灣股票型基金、亞太除日本外股票型、全球債券

型基金等基金，依投信投顧公會基金風險報酬等級分類標準第 2 條之規

定，該等基金應屬分類標準中之「新興市場、亞州區域或單一國家股票

型基金」，其風險評級為 RR4，超過保守型投資組合 RR1～RR3 的風險等

                                                        
29 參考私校退撫儲金管理委員會陳登源博士簡報《台灣私校人生週期基金》，P4 - 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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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而全球債券型基金的風險評級則為 RR2。 

由上述可知，私校退撫儲金投資組合之操作係利用投資組合之理論

以達成分散投資風險之效果，投資組合中可能包含較高風險等級之標的。

私校退撫儲金對各投資組合逕採用「保守型基金」、「穩健型基金」及「積

極型基金」之用語，在使專戶使用人理解其性質如同「組合型基金」。由

私校退撫儲金投資組合之操作可知，基金投資組合服務已成為投信業者

亟待發展之重要業務，所運用投資組合之理論亦可供投信投顧公會提供

基金投資組合服務時參考。惟私校退撫儲金之法源及法律架構畢竟與一

般投信投顧業者銷售投資組合服務有所不同，蓋私校退撫儲金之運用是

否有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9 條以及金融服務業確保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

金融消費者辦法第 4條有關金融業者適合度義務之適用，不無討論空間。 

按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9 條規定，該條應適用於「金融服務業」與

「金融消費者」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前，金融服務業者應確

保該商品對金融消費者之適合度，而根據自主投資實施辦法第 3 條規定30，

儲金管理會應委託金融機構，提供私校教職員瞭解其個人風險屬性之評

估及選擇投資組合之線上作業；再依儲金管理會訂定之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管理委員會推動私立學校教職

員個人專戶自主投資運用實施計畫（下稱「自主投資運用實施計畫」）中

「九、投資標的組合」之說明，由儲金管理會遴選投資顧問，協助篩選

投資組合之標的，經董事會通過後置於專屬平台。實務上，目前儲金管

理會係委託中國信託銀行建立專屬平台，再由該平台以分帳立戶的方式，

供個別私校教職員選擇投資組合，並委託群益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

司擔任投資顧問，篩選、提供投資組合於平台上。綜上所述，與中國信

託及群益投信簽訂服務提供契約之對象為儲金管理會，私校教職員工未

直接與該等金融機構簽署契約，投信業者係單純提供基金資產配置之投

資組合顧問服務，非直接向客戶銷售投資組合內之基金；此與投信業者

                                                        
30 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自主投資實施辦法第 3條第 1項：

儲金管理會應自行或委託金融機構建立專屬平台，提供儲金管理會對私立學校教職員瞭解其個

人風險屬性之評估及選擇投資標的組合之線上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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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提供一般客戶投資組合顧問服務並向客戶銷售投資組合內之基金，則

可能因投資組合內單一基金之風險報酬等級超過投資人之風險承受度，

而使得投資人無法依投資組合之內容完成整體投資組合內各基金之申購

之情形，有所不同。 

此外，依據教育部 102 年 12 月 16 日臺教儲（二）字第 102178841

號函之說明：「私校退撫儲金自主投資標的組合之設計及其風險程度之評

定皆屬私校教職員退撫儲金管理委員會權責，應由貴會本於權責辦理31」

可知投資組合商品及私校教職員可承受之風險程度係由儲金委員會權責

評定，與一般金融業者受金融消費者保護法規制之體系應有所不同。 

私校退撫儲金投資組合整體風險等級之評定方式，係由儲金管理會

依公開程序遴選之專業投資顧問決定，並未有明確之評定規範，如依投

資組合標的「基金基本資料」之說明，風險等級之評定與組合型基金較

類似，乃源於組合內基金標的之加權平均風險等級，惟各子基金風險等

級之加權平均如何計算、權數為何，則未見於相關之法規範中。 

就自主投資帳戶績效觀之，依照儲金管理會公告之資料顯示32，在由

私校教職員工自選投資組合、儲金管理會委託專業投資顧問評定風險的

彈性做法下，私校退撫儲金投資組合不論是保守型、穩健型或積極型之

投資組合，自 2013 年正式實施後迄今，其報酬率全數為正報酬，此似乎

印證在以投資組合整體評定風險的概念下，可兼顧資金配置靈活運用及

穩健獲利之目標。 

 第四節 機器人投資顧問服務發展與投資組合 

一、投顧業者之機器人投顧服務 

隨著科技快速進步，市場變化與需求，證券投資顧問事業以自動化

工具提供證券投資顧問服務（Robo-Advisor），透過演算法（Algorithm），

                                                        
31 教育部 102 年 12 月 16 日臺教儲(二)字第 1020178841號函。 
32 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管理委員會儲金自主投資季報：

http://www1.t-service.org.tw/files/13-1000-508.php，最後瀏覽日期：2019.2.25。 

http://www1.t-service.org.tw/files/13-1000-508.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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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電腦系統之自動執行來提供線上理財諮詢與投資管理服務，投信投

顧公會為利於證券投資顧問事業以自動化工具提供證券投資顧問服務，

參考國外相關之自動化投資工具建議或指引，訂定「證券投資顧問事業

以自動化工具提供證券投資顧問服務（Robo-Advisor）作業要點」（以下

簡稱「自動化投顧作業要點」），自動化投顧作業要點所稱自動化投資顧

問服務係指完全經由網路互動，全無或極少人工服務，而提供客戶投資

組合建議之顧問服務，人工服務係屬輔助性質，僅限於協助客戶完成系

統「瞭解客戶」之作業，或針對客戶使用自動化投資顧問服務所得之投

資組合建議內容提供解釋，不得調整或擴張自動化投資顧問服務系統所

提供之投資組合建議內容，或提供非由系統自動產生之其他投資組合建

議。 

依自動化投顧作業要點第四項，自動化投資顧問服務於提供投資組

合建議前，應建立客戶資料進行瞭解客戶作業，瞭解客戶作業所設計之

各項評估指標，應與自動化投資顧問服務系統設計相互配合。除瞭解客

戶之投資目的與期間之外，應充分知悉並評估包括但不限於客戶之投資

知識、投資經驗、財務狀況及其承受投資風險程度。 

於綜合考量各項評估指標後，自動化投資顧問服務應依照客戶之承

受投資風險程度，提供相對應之投資組合建議，並應定期請客戶更新各

項資料與評估指標，以確認提供予客戶之新投資組合建議，符合其風險

適性。針對客戶更新資料前已存在之投資組合建議，如未符客戶風險適

性，原投資組合建議是否繼續提供管理服務，或調整原投資組合建議以

符合客戶風險適性，皆須經由客戶同意後始得為之，若客戶未進行資料

更新，則該投資組合將依原投資組合建議繼續辦理。 

此外，為忠實履行客戶利益優先、利益衝突避免、禁止不當得利與

公平處理等原則，應避免可能因投資組合建議之建立與選擇，與客戶產

生利益衝突之情事，例如因受有產品提供商之報酬或利益而影響推介建

議之客觀性，應確認自動化投資顧問服務系統能公平客觀的執行下列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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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自動化投顧作業要點第五項）： 

1. 決定投資組合之參數，例如，報酬表現、分散程度、信用風險、流動

性風險。 

2. 建立有價證券納入投資組合之篩選標準，例如，交易成本、流動性風

險與信用風險等。 

3. 挑選適於納入投資組合之有價證券；倘若有價證券係由演算法所挑選

者，應就演算法進行審核。 

4. 檢視系統預設投資組合建議是否適合於所配對之客戶風險承受度類

型。 

為明確機器人投顧服務之監督權責，自動化投顧作業要點第七項明

定：事業應組成專責委員會，負責事業內部客戶問卷設計內容、演算法

之開發與調整、客戶投資組合建議符合其風險屬性、自動化投資顧問服

務系統公平客觀之執行及投資組合再平衡等之監督管理等等。 

目前依自動化投顧作業要點之規定，僅要求自動化投資顧問服務「於

綜合考量各項評估指標後，應依照客戶之承受投資風險程度，提供相對

應之投資組合建議」，在風險適配上似以投資組合整體為判斷，未特別要

求投資組合中個別商品均需符合消費者之風險承受度，然而解釋上自動

化投資顧問係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用以提供證券投資顧問服務之工具，則

依前述金管證投字第 1050050143 號函之說明，仍有就投資組合中個別商

品之風險等級是否均須合於消費者風險承受度之問題。 

在實務發展上，王道銀行率先取得投顧執照並推出的機器人理財平

台，並依據自動化投顧作業要點辦理。其網站上宣稱係運用大數據分析，

以團隊研究、量化模型及具理論基礎的演算法，為投資人配置個人化投

資組合，且不收手續費並每日監控投資組合。投資人於線上填寫問卷後，

即可基於投資人之風險屬性，以自動化程式推介適合的基金投資組合，

投資人可選擇單筆投資或定期定額扣款，投資門檻為新台幣 1,000 元，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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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購買包含 5 至 7 檔基金之投資組合。投資組合經每日檢視，若符合

投資組合調整（Rebalance）條件，系統亦會自動發送通知交投資人確認

調整。 

二、信託業者及證券商之機器人理財服務 

信託業者以辦理具運用決定權之金錢信託，得以財務規劃或資產負

債配置為目的者，進行全權決定運用，係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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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有關適合度規範應依信

託公會所定之「信託業建立非專業投資人商品適合度規章應遵循事項」

辦理。證券商則係依「證券商辦理財富管理業務應注意事項」，辦理財富

管理業務。實務上若干信託業及證券商已採用智能工具，據此推出機器

人理財服務，並藉由網路平台或手機 APP，銷售基金投資組合。但上開

信託業及證券商提供機器人理財服務，乃適用其行業之法令，非屬投顧

業者，尚無需適用投信投顧公會之自動化投顧作業要點之規範，就演算

法之監管、投資組合之再平衡等細節，目前尚缺乏明確規範。 

實務發展上，以中國信託銀行 106 年推出智能理財「智動 GＯ」為

例，即是信託業透過金錢信託相關規範，由投資人簽署「指定金錢信託

投資國內外有價證券信託契約」辦理開戶。投資人於線上回答個人狀態

及投資喜好等簡單問題後，網站上即出現基金組合配置之建議。中信銀

網站上宣稱係以知名投資理論並輔以大數據分析及智能演算模型，投資

門檻為新台幣 3,000 元或美金 200 元，可擁有 4-15 檔基金，並可自動調

整投資組合，享有智能理財服務。 

第五節 勞工退休基金自選投資服務之發展 

(一) 現行勞工退休基金制度 

勞工退休金制度係指勞工退休時，雇主依法給與勞工之退休金。勞

工退休金條例第 33 條規定：「（第一項）勞工退休基金除作為給付勞工退

休金及投資運用之用外，不得扣押、供擔保或移作他用；其管理、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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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盈虧分配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第二項）

勞工退休基金之經營及運用，監理會得委託金融機構辦理。委託經營規

定、範圍及經費，由監理會擬訂，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而勞動

部依據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33 條第 1 項之授權訂定勞工退休金條例退休基

金管理運用及盈虧分配辦法（以下稱「分配辦法」）。 

分配辦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勞工退休基金得投資運用之範圍，同條

第 3 項亦規定：「第一項各款運用項目之資產配置比率，由基金運用局擬

具年度投資運用計畫，送請主管機關備查。」可知勞工退休基金的投資

標的並非單一，而係有多元投資運用的資產配置，以提高基金操作彈性。 

(二) 擬推行之勞工退休金自選投資服務 

目前各界均在積極推動建構國內勞工退休金自選投資服務機制，世

界各國退休金制度在面對1980 年代人口老化帶來的財政危機與挑戰時，

試圖尋求一個可維持財務健全，又具有保障老年經濟安全的方案，將退

休金制度私有化（privatization）、退休基金投資多樣化（diversification）、

退休基金儲備（prefunding）一直為改革建議的方向33，以美國為例，隨

著美國社會安全私有化的聲浪，有論者認為隨著教育水平提高，受高等

教育之老年人口將逐漸增加，其擅長於投資便會期待透過個人投資來保

障個人退休生活，而不是經由政府主導的集體投資配置來達到老年的經

濟安全保障34。自選投資退休金在世界許多國家已經推行多年，面對少子

化、高齡化與國人理財自主意識的提升，我國產官學界刻正推動退休金

改革，退休金自選方案制度一直是被討論的後續發展方向。參酌世界主

要採取自選退休金的國家與地區，如美國、加拿大、英國、瑞典、澳洲、

紐西蘭、新加坡及香港等國，自選退休金可提供勞工另一種退休金操作

的選擇，以期減輕國家財政的壓力，並對於我國金融及基金相關產業的

發展均有助益。 

                                                        
33 同註 24，P6。 
34 同註 24，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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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國新制勞工退休金是委由勞動基金運用局投資運用，礙於勞

工可能不具備投資專業、擔心自選投資服務造成虧損及自選平台的管理

與成本問題，至今尚未開放自選投資服務制度。惟面對我國逐漸步入高

齡化、少子化的環境，自選退休金服務可提供勞工另一種退休金操作的

選擇，而有助於減輕國家財政壓力。 

開放勞動退休金自選投資服務之目的為使勞工可以依據自己的狀況

來自主選擇自己的退休金投資計畫，並藉此更多元及多樣化的投資選擇，

使勞工可依照自我風險偏好或退休年齡來選擇不同的投資組合，以追求

更好的投資績效或是保守穩定的收益。 

基於退休金直接關係人民老年經濟生活，且涉及之資金規模龐大，

故不論是投資組合商品的配置，及投資人（即勞工）得選擇的範圍，亦

應就投資的風險等級及投資人之合適度建立統一及合理之標準，避免一

昧追求投資績效，而忽略投資者風險承受程度及合適度之考量。 

第六節  小結 

目前許多業者已於網站上提供免費之基金投資組合之資訊，投資人

將更熟悉基金投資組合之商業模式。隨著私校退撫儲金自選平台，機器

人投顧及勞工退休金之自選投資服務發展，日後均可能擴大投信投顧業

者發展基金投資組合服務之需求。銀行及證券商所推行之財富管理服務

亦可能結合自動化理財，大力發展基金投資組合建議或服務。 

目前私校退撫儲金投資組合之運用與投信投顧業者基金投資組合銷

售模式之概念最為相似，應可參考現行私校退撫儲金之制度。至於前述

金管證投字第 1050050143號函有關投資組合方式可能違反適合度原則之

疑慮，應可參考私校退撫儲金投資組合之風險等級判斷方式，將投資組

合視為單一投資標的，判斷其整體之風險；此一將投資組合視為單一商

品進行風險等級核算之概念，亦可在投資組合財務理論下獲得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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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以美國、歐盟、英國及加拿大之適合性義務與風

險等級核算規範為例 

第一節  概述 

目前基金投資組合之銷售模式已為國內業者及投資人熟悉之銷售方

式，對於如何建立基金投資組合之風險等級核算之方式以及業者應被課

予何種義務以保障金融消費者之權益，除參考與基金投資組合銷售模式

概念相似之私校退撫儲金投資組合外，亦應參考其他各國對於投資組合

風險等級核算以及消費者權益保護之相關規範。我國金融消費者保護法

即係參考英國等地之外國立法例規定所制定，投信投顧公會訂定之基金

風險報酬等級分類標準中有關資訊揭露的部分亦有參酌歐盟 UCITS IV

之相關規範，因此在思考投資組合風險等級之核算方式以及相應的消費

者權益保護措施時，整理發展較成熟之美國、歐盟、英國及加拿大之相

關規範，作為比較參考。 

另因美國及英國係最早發展機器人投顧之國家，而二國機器人投顧

平台之發展也越趨成熟，故本章另就英美機器人投顧業者，提供投資組

合顧問服務及投資組合內產品之銷售時，其適用之法規及部分業者所採

用之演算法基礎進行介紹，亦可作為我國調整相關規範之參考。 

第二節  美國 

一、 概述 

美國自金融海嘯後進行反思，為避免金融機構利用消費者資訊不對

等之情況，誤導消費者並銷售消費者無法瞭解之複雜性商品。為此，美

國政府進行金融改革，於 2010 年 7 月間通過「陶德-法蘭克華爾街改革與

消費者保護法」設立消費者金融保護局（The 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Bureau；CF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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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間美國金融業監管局（The Financial Industry Regulatory 

Authority, FINRA）由美國證券商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urities 

Dealers, Inc, NASD）與紐約證券交易所中有關會員監管、執行和仲裁的

部門合併而成。FINRA 成立後對原來 NASD 及紐約證交所各項自律規則

進行逐步整合，形成了統一的自律規則體系。而證管會 SEC 身為投資公

司及投資顧問之主管機關，亦就 1940 投資公司法（The Investment 

Company Act of 1940）及 1940 投資顧問法（The Investment Advisers Act of 

1940）發布相關之指令及規範以監管投資公司及投資顧問。 

而美國勞動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Labor, DOL）於 2016 年

公告受託義務規範（DOL fiduciary rule），規範業者為退休金管理帳戶（如

IRA 或 401K 帳戶）提供投資顧問服務並收取佣金或服務費用，應遵守

更嚴格的受託人義務，必須基於客戶最大利益提供投資建議，相較於過

去法規僅要求業者應提供客戶適合的商品，增加了業者許多法規遵循成

本。 

美國之業者應視其服務內容或其業別遵循不同監管機關所制訂之標

準，因美國不同之監管機構就適合性原則之規範略有不同，就美國適合

性原則及基金風險揭露之規範分述之。 

二、 適合性原則 

(一) 美國金融業監管局（FINRA） 

2011 年 5 月，FINRA 宣佈從 2012 年 7 月 9 日實施新自律規則 Rule 

2111 適合性義務(Suitability)和 Rule 2090 認識客戶(Know your client)，依

Rule 2111 適合性義務之規範，會員公司或者相關人士必須在一個合理基

礎上確信基於其對客戶投資屬性的合理調查所得之資訊，就推薦一檔或

多檔證券之交易或者投資策略對客戶而言係適當的。 

客戶投資屬性包括但不限於，客戶之年齡、其他投資、財務情況及

需求、納稅狀況、投資目標、投資經驗、投資時間、投資流動性需求、

以及風險承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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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RA 在 Rule 2111 中將適合性義務之規範分為三類 ： 

(1) 合理基礎適合性（Reasonable-basis suitability） 

經紀商須有合理之基礎確信其推薦之投資商品或投資策略至少係適

合部分之投資人。一般而言，合理性之盡責調查，因證券或投資策略之

複雜度或風險，甚或會員公司及相關人士對該證券或投資策略之熟悉度

而有別。會員公司或相關人士需提供其推介之證券或策略有關之潛在風

險及報酬。會員公司或相關人士對推介證券或投資策略缺乏了解，係屬

違反適合性原則。 

(2) 客戶個別適合性（Customer-specific suitability） 

經紀商須基於客戶個人之檔案為推介且合理確信其推介之產品係適

合該特定之客戶。 

(3) 交易數額適合性（Quantitative suitability） 

雖經紀商推介之證券分別觀之並未有不符合適合性原則之情況，但

經紀商推薦時須先檢視客戶之投資組合，並合理確信其於特定期間內所

為之推薦在數量上係屬適度，亦即，客戶未因經紀商之推薦而進行不必

要之頻繁交易。 

(二) 美國證管會（SEC） 

美國證管會（SEC）於 1994 年曾提出規則 206 之修正草案（Rule 

206(4)-5），明定投資顧問負有提供適合性投資建議予客戶之義務，雖然

此項修正草案嗣後並未繼續推動，然而投資顧問對其客戶負有提供適合

性投資建議之義務，並無爭議，證管會（SEC）仍藉由投資顧問法第 206

條之反詐欺條款之執法，要求投資顧問應提出適合之投資建議予客戶35。 

SEC原擬新增之規則206修正草案中有關適合性原則之規定如下36：

                                                        
35 See MLC Limited 1997 WL 408759 n.2 (SEC No Action Letter July 21, 1997). 
36 See Suitability of Investment Advice Provided by Investment Advisers, Investment Advisers Act 

Release No. 1406 (Mar. 22,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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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投資顧問若無下列情事而逕行提供任何客戶投資建議者，應構成

投資顧問法第 206 條第 4 項所規定之欺騙（fraudulent）、詐欺（deceptive）

或操縱（manipulative）之行為、業務與營業；但所提供者為非個人化之

諮詢服務（impersonal advisory services），不在此限。（1）於提供投資

建議前，並於提供後之適當時點，就客戶之財務狀況、投資經驗與投資

目標進行合理之調查（reasonable inquiry）；且（2）合理認定所為之投

資建議適合於該客戶。」 

依據上述規定可知，證管會（SEC）認為投資顧問之適合性原則，分

別為「調查義務」（Duty to Inquire）與「僅能提供具適合性建議之義務」

（Duty to Give Only Suitable Advice），說明如下： 

(1) 適用範圍 

依據規則 206 修正草案，適合性原則並不適用於非個人化諮詢服務

（impersonal advisory services），所謂非個人化諮詢服務，係指 (a) 藉由

書面資料或口頭聲明而提供之投資建議，但該書面資料或口頭聲明非以

達成特定人或特定帳戶之目標或需求而目的； (b) 經由發行統計資訊所

提供之投資建議服務，但該統計資料並未內含就特定有價證券之投資成

果所為之意見37。 

(2) 「調查義務」（Duty to Inquire） 

規則 206 修正草案要求投資顧問於提供投資建議之前，就客戶之財

務狀況、投資經驗、與投資目標，應進行合理之調查，且於投資建議提

供之後，應定期更新客戶的資訊，以適時調整其投資建議，至於調查之

範圍則應就個案而定。 

 

 

                                                        
37 § 275.206(4)-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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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適合性義務合理調查資訊項目38
 

(3) 「僅能提供具適合性建議之義務」（Duty to Give Only Suitable Advice） 

依規則 206 修正草案，投資顧問僅得提供具適合性之投資建議予客

戶，是否具備適合性，應就客戶所有之資產組合進行判斷。適合性原則

要求投資顧問除了應認識客戶之外，還必須認識產品，倘若投資顧問並

未實際瞭解其客戶，或未實際瞭解其所推介之金融產品者，即違反適合

性原則。 

(4) 文件保存 

投資顧問應保存或記載完整的詢問清單，以及其他曾詢問客戶的問

題紀錄或自客戶取得之資料，供證管會日後進行適合性之審查。 

基於投資顧問與客戶間具有高度之信賴關係，投資顧問應本於忠實

義務為客戶量身訂作專業化與客製化之服務，提出符合適合性原則之投

                                                        
38 See Suitability and Optimality in the Asset Allocation Process, Paul J. Bolster and Sandy Warr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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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建議，以維護客戶之權益。 

(三) 美國勞工部（DOL） 

美國政府為鼓勵美國民眾為退休做準備，於 1981 年創立延後課稅退

休金帳戶，簡稱為 401(k)計畫。401(k)計畫由雇主申請設立後，員工得在

不超過上限額度範圍內，由雇主挑選合作的金融業者，發行投資計畫，

每個計畫至少要提供 3 種不同風險及報酬率之商品，其中包括基金、保

險商品、公司股票及保本商品等，再依員工之風險喜好從中調選投資標

的39。 

401(k)計畫主要受到美國勞工部和美國國家稅務局(IRS)之監管，主要

監管法律為「1974 年僱員退休收入保障法」（The Employee Retirement 

Income Security Act, ERIRA）與美國國內稅收法（Internal Revenue Code, 

IRC）。根據 ERISA 法案，企業可設立退休金管理委員會或選擇專業機

構管理退休金計畫，並強調受託管理或提供服務業者之受託人責任40。 

而美國勞工部於 2016 年公告新受託人義務之規範，擴大「1974 年僱

員退休收入保障法」（The Employee Retirement Income Security Act, 

ERIRA）中「受託」的定義，此新規範適用於任何就 ERISA 計畫或個人

退休金帳戶（IRA）提供投資建議之投資顧問或提供投資建議之金融機構

從業人員。提供投資建議予退休投資人需遵守下列標準： 

(1) 須以投資人之最大利益提供投資建議； 

(2) 金融機構或投資顧問不得收取超出合理性之報酬； 

(3) 投資顧問或其所屬之金融機構所做出之陳述不得有任何誤導之情

事。 

                                                        
39 美國 401(k)退休金制度簡介，請參考：
http://www.sitca.org.tw/PENSION/Attachment/%E7%BE%8E%E5%9C%8B%E9%80%80%E4%BC

%91%E9%87%91%E5%88%B6%E5%BA%A6%E7%B0%A1%E4%BB%8B.pdf，最後瀏覽日期：

2019.2.25。 
40 美國 401K 計劃的前世今生以及對我們的啟示，參考：

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20120215/133811383383.s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9.2.25。 

http://www.sitca.org.tw/PENSION/Attachment/%E7%BE%8E%E5%9C%8B%E9%80%80%E4%BC%91%E9%87%91%E5%88%B6%E5%BA%A6%E7%B0%A1%E4%BB%8B.pdf
http://www.sitca.org.tw/PENSION/Attachment/%E7%BE%8E%E5%9C%8B%E9%80%80%E4%BC%91%E9%87%91%E5%88%B6%E5%BA%A6%E7%B0%A1%E4%BB%8B.pdf
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20120215/13381138338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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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風險評估之規範 

根據 SEC 於 2016 年公布之新規則，共同基金需就其流動性及贖回機

制進行更多之揭露，且必須有其風險管理方案41，但 SEC 並未採行風險

等級分類之規範，亦未就風險之計算公布統一之公式。 

四、 美國機器人投顧業者之規範適用及投資策略基礎 

(一) 美國機器人投顧業者之規範適用 

    美國機器人投顧業者多數亦屬 SEC 註冊之投資顧問業者，機器人投

顧縱係以電腦軟體提供投資建議，與其他經註冊之投資顧問業者相同，

受投資顧問法中實體權利義務及相關受託義務之規範拘束42。如涉及退休

金帳戶之投資，則適用美國勞工部所規定之受託人義務規範。 

    依據 SEC 所公布之投資顧問之指引43，投資顧問的忠實義務包含為

客戶追求最佳利益，並且僅提供最適當的投資建議。依據這些義務，投

資顧問必須合理地決定其投資建議，使之符合客戶的財務情形及投資目

的。SEC 之指引中表示，儘管機器人投顧與客戶之互動上有所限制，當

考慮到其問卷是否可問出足夠的資訊，以支持平台給予適當建議的義務，

機器人投資顧問可能需考量以下因素： 

1. 問卷中的問題是否能夠問出足夠的資訊來讓機器人投資顧問判斷其

初始及持續中的投資建議，依據客戶的財務情形及投資目的，對該客

戶是適合且合宜； 

2. 問卷中的問題是否夠清楚，且/或問卷的設計是否可在客戶需要時，

提供額外的解釋或釋例（例如：利用工具提示文字或彈出視窗之設計）；

及 

3. 是否已採納相關步驟以因應不一致的客戶回應，例如：當客戶回應顯

然不一致時，透過問卷設計警示機制，提醒客戶重新考慮其回應，或

                                                        
41 RIN 3235-AL42; RIN 3235-AL61 
42 IM GUIDANCE UPDATE, FEBRUARY 2017 
43 同註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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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系統自動標註由客戶所提供，但內容顯然矛盾之資訊，以供機器

人投資顧問進一步追蹤或審查。 

而指引中另說明，實務上許多機器人顧問會給予客戶幾項投資組合

之選擇，而非由機器人顧問直接推薦投資組合予客戶。某些機器人投顧

則不給予客戶諮詢理財人員之機會，以諮詢投資組合與客戶投資目標、

風險狀況間之關聯性，及投資組合對該客戶之合適性。這可能導致客戶

選擇機器人投顧認為不適合客戶風險狀況或投資目標之投資組合。 

因此，機器人投顧應有義務根據客戶最大利益採取行動，考慮提供

關於特定投資組合在既定風險狀況與投資標的之情況下可能更適合客戶

之理由，並利用相關之軟體設計提醒客戶既定目標與選定投資組合間潛

在不一致之處。 

(二) 美國機器人投顧業者之投資策略基礎 

1. Wealthfront 

Wealthfront Inc.（下稱「Wealthfront」）是最早的機器人投資顧問之

一，於 2008 年在美國加州矽谷的 Palo Alto 由 Andy Rachleff 及 Dan 

Carroll 共同創建，在 2011 年開始提供機器人投資顧問平台之服務。依據

Wealthfront 於網站上公布之投資方法論白皮書，其應用現代投資理論作

為其管理並分散投資組合之框架，並分為以下五個步驟： 

(1) 確認當下投資環境理想之資產類別組合 

表 3  資產類別組合 

Asset classes and their functions 

ASSET CLASS BENEFITS 

US Stocks Capital growth, long-run inflation protection, tax 

efficiency 

Foreign Developed Stocks Capital growth, long-run inflation protection, tax 

efficiency 

Emerging Market Stocks Capital growth, long-run inflation protection, tax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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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ided Growth Stocks Capital growth, income, long-run inflation 

protection, tax efficiency 

US Government Bonds Income, low historical volatility, diversification 

Corporate Bonds Income, low historical volatility, diversification 

Emerging Market Bonds Income, diversification 

Municipal Bonds Income, low historical volatility, diversification, 

tax efficiency 

Treasury Inflation-Protected 

Securities(TIPS) 

Income, low historical volatility, diversification, 

inflation protection 

Real Estate Income, diversification, inflation protection 

Natural Resources Diversification, inflation protection, tax-efficiency 

(2) 選擇代表個別資產類別之低成本 ETF 

(3) 判定投資人之風險承受度以創設適合投資人之投資組合 

(4) 應用現代投資組合理論依投資人之風險承受度以配置選定資產類

別。 

資產配置係利用平均數共變異數（MVO）最適化及資本市場假設，

Wealthfront 利用 MVO 作為重要之量化工具，以評估投資組合需使用

多少資產類別。而為了預估各資產類別之預期收益，Wealthfront 使

用資本資產訂價模式（CAPM）作為其基礎，並利用 Black-Litterman 

模型及戈登成長模型調整 CAPM 之收益。 

(5) 監控及定期再平衡投資組合。 

2. Betterment Holdings Inc. 

Betterment Holdings Inc. （下稱「Betterment」）是最早的機器人投

資顧問之一，於 2008年在美國紐約創建。其投資理念與Wealthfront類似，

也是著重於多元化大類資產的配置 ，Betterment 同樣僅提供 ETF 之投資

組合建議。依據 Betterment 網站上所公布之投資組合策略，其係根據

Markowitz 之現代投資組合理論優化其投資組合，Betterment 表示依據

Markowitz 之理論，投資組合不應衡量個別資產本身，其潛在之風險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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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以整體之投資組合觀之44。除傳統之現代投資組合理論外，投資組合並

考量(1) 預計之預期報酬；(2) 預計之共變異數；(3) 偏向投資組合之特

定因素；(4) 計算輸入程式之估計錯誤，及(5)計算應稅帳戶之稅賦。 

    上開機器人投顧業者利用現代投資組合理論為基礎，發展其投資組

合之策略，加上投資人所提供之相關資訊建議投資組合，平台係以整體

之投資組合銷售予客戶並利用演算法之機制，於投資組合需要調整內容

時，自動為客戶進行再平衡。此一方式使得投資人之投資風險可以更加

分散，投資組合內容之調整也較傳統更為即時。多數機器人投顧業者不

允許客戶更改投資組合之內容，藉以確保其所推介之基金係以其所計算

出之比例配置，以最佳化投資組合之報酬及降低投資人之風險。 

第三節  歐盟 

一、 概述 

歐盟對於金融商品銷售之監理，先區分不同類型之投資商品，包括

可轉讓證券集合投資計畫（Undertakings for Collective Investment in 

Transferable Securities，以下簡稱「UCITS」）、另類投資基金（Alternative 

Investment Funds ，以下簡稱「AIFs」）等，再依據銷售管道的不同，而

有不同的銷售監理要求。由歐洲聯盟理事會（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以下簡稱「歐盟理事會」）及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以

下簡稱「EP」）通過之可轉讓證券集合投資計畫指令（Directive 2014/91/EU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所規範之 UCITS 較類似國

內之投信投顧基金，而 AIFs 另類投資基金型態多元，相關規範如由理事

會及 EP 所通過之另類投資基金經理人指令（Directive on Alternative 

Investment Fund Managers 2011/61/EU）之規範對象以對沖基金或私募股

權基金為主，依據指令之規定，除 UCITS 外，均為其規範之範疇。 

                                                        
44 參考 Betterment 網站中之相關介紹：

https://www.betterment.com/resources/research/betterment-portfolio-strategy/，最後瀏覽日期：

2019.2.25。 

https://www.betterment.com/resources/research/betterment-portfolio-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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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ITS 係以綜合風險與報酬指標（Synthetic Risk and Reward Indicator，

以下簡稱「SRRI」）來衡量產品之風險報酬等級，業者必須在 UCITS 的

重要投資人資訊文件（Key Investor Information Document「以下簡稱

「UCITS KIID」）中揭露 SRRI 指標，以向消費者提供 UCITS 之總體風險

與回報率。 

按歐洲證券監理官委員會（ Committee of European Securities 

Regulators，以下簡稱「CESR」）就 SRRI 之計算說明45，SRRI 計算時考

量以下幾點：（1）按基金之報酬波動率計算其綜合風險與回報率；（2）

報酬波動率應按基金過去每週或每月報酬率進行估算；（3）為計算報酬

波動率而蒐集之樣本應涵蓋基金近五年之報酬率。於收入分配時，應在

考慮相關收入或股息收益的情況下進行計算；（4）按法定之公式計算報

酬波動率，並調整至以年為單位。（5）報酬波動率程度分為 1 至 7 個區

間；（6）投資公司應確實記錄及監管 UCITS 之 SRRI。 

針對 UCITS 雖然有完整的風險評估衡量規定，但因應金融商品日趨

多元化，為使金融商品間對於風險的衡量及其他各方面能有一致的比較

基準，歐盟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在歐盟地區內針對零售

及保險投資產品組合（Packaged Retail Investment and Insurance-Based 

Products，以下簡稱「PRIIPs」）製訂了新的監理規範（Regulation (EU) No 

1286/2014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下稱「歐盟指令

1286/2014」），並於 2018 年起逐步實施。 

PRIIPs 包括了所有公開銷售的零售投資組合，這些零售投資組合可

能是投資於股票、債券等相關資產，隨時間經過提供報酬並帶有風險，

依歐盟指令 1286/2014 前言第 6 點，PRIIPs 適用於所有金融服務業製造的

商品（不論其形式或結構如何），包含投資基金、具投資性質之壽險保單、

結構性產品及結構性存款等，符合 PRIIPs 定義者，即受該指令所規範。

                                                        
45 《Annex to CESR’s technical advice on the level 2 measures related to the format and content of 

Key Information Document disclosures for UCITS (Ref. CESR/09-949): methodology for the 

calculation of the synthetic risk and reward indicator》，Committee of European Securities 

Regulations，2010 年 12 月，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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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像是直接購買個別公司之股票或債券等直接投資行為則並不包括在

PRIIPs 的範圍內。 

歐盟針對 PRIIPs 要求應揭露相關之重要資訊文件（以下簡稱「PRIIP 

KIDs」），金融業者在向歐洲經濟區的零售投資者出售 PRIIPs 或提供相關

意見時，必須提供以重要資訊文件為格式的合約前產品披露文件，其中

包括風險指標（Risk Indicator），用以描述 PRIIPs 的風險。前述 UCITS

商品亦屬於 PRIIPs，依據相關過渡規定，業者應於 2020 年以前，以 PRIIP 

KIDs 取代 UCITS KIID，之後將以 PRIIP KIDs 作為 UCITS 的揭露文件規

定。 

二、 PRIIPs 風險指標 

依據歐盟執行委員會發布的 PRIIP KIDs 範例46，業者在風險指標的

欄位中須填入對於風險及報酬之簡述以及風險指標摘要（Summary Risk 

Indicator，以下簡稱「SRI」），SRI 係透過一系列公式計算 PRIIPs 之風險，

包括市場風險衡量（Market Risk Measure，以下簡稱「MRM」）以及信用

風險衡量（Credit Risk Measure，以下簡稱「CRM」）兩部分。 

（一） MRM 等級之計算 

MRM 係透過風險值（value at risk，以下簡稱「VaR」）衡量其持有期

間之風險，VaR 係指資產或投資組合的最大可能損失，即在一定的可信

度下，某一資產或投資組合之價值在未來特定時期內的最大可能損失。

表 4 為歐盟所訂的 MRM 等級： 

表 4  歐盟 SRI MRM 等級 

MRM 等級 風險值（VaR-equivalent volatility） 

1 < 0.5% 

                                                        
46  《ANNEXES to the COMMISSION DELEGATED REGULATION (EU) …/... of XXX 

supplementing Regulation (EU) No 1286/2014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key 

information documents for packaged retail and insurance-based investment products (PRIIPs) by 

laying down regulatory technical standards with regard to the presentation, content, review and 

revision of key information documents and the conditions for fulfilling the requirement to provide 

such documents》，Committee of European Securities Regulations，2017 年 3 月 8 日，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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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5% - 5.0% 

3 5.0% - 12% 

4 12% - 20% 

5 20% - 30% 

6 30% - 80% 

7 > 80% 

為認定市場風險 MRM 等級，PRIIPs 先被分為四種類別，四類 PRIIPs

分別以不同之方法認定其 MRM 等級： 

1. 類別一 

此類 PRIIPs 包含損失可能高於投入本金之 PRIIPs，或該 PRIIPs 未按

法令要求提供過往股價和/或漲跌停頻率（含 PRIIPs 組合中之標的）

之相關資訊。屬於類別一之PRIIPs其MRM等級依相關規定為6或7。 

2. 類別二 

此類 PRIIPs 為所投資資產（underlying investment）之價格與非槓桿

型風險產品之價格有連動（或雖與槓桿型風險產品有連動，但具固定

乘數），上述 PRIIPs 應提供過往股價和/或漲跌停頻率之相關統計資料。

類別二 PRIIPs 之 MRM 等級將直接依計算所得之 VaR 值做判斷。 

3. 類別三 

此類別包含 PRIIPs 所投資資產之價格與槓桿型風險產品有連動（且

不具固定乘數），且須可提供過往股價和/或漲跌停頻率之相關資訊。

本類係模擬該 PRIIPs 之投資標的（underlying）以得出該 PRIIPs 於建

議持有期間屆至時之價值分配，進而計算出 VaR 值，再決定其 MRM

等級。 

4. 類別四 

此類別所包含之 PRIIPs 之表現，取決於一項或多項無法被觀察之市

場因素，或受 PRIIPs 製造商某程度之控制。若該 PRIIPs 提供無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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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本保障，PRIIPs 製造商得選擇以上述類別三之計算方法進行此類

別 PRIIPs 之 MRM 等級計算。惟若未提供無條件的資本保障，或儘

管有提供無條件的資本保障，但 PRIIPs 製造商不欲使用類別三之計

算方法時，則應按該 PRIIPs 之組成，分別計算每樣組成之 VaR 值，

得出該 PRIIPs 每個組成部分之 VaR 值後，按比例進行重組，以獲得

整個 PRIIPs 之 VaR 值。將該 PRIIPs 各組成之 VaR 值按比例加權至該

PRIIPs 之整體 VaR 值時，應考慮該產品之整體特徵，將減輕市場風

險之組合及具營利性質之組成部分納入計算時之考量。 

（二） CRM 之計算 

而 CRM 等級則係衡量 PRIIPs 的信用風險，PRIIPs 或其連結之投資

或曝險部位之報酬如由第三方提供，則應評估該第三方之信用風險，歐

盟設定的信用等級如下表所示。 

表 5  歐盟 SRI CRM 等級 

Credit Quality step 

（信用評估） 

Credit Risk class 

（信用風險等級） 

Rating Class 

（評等） 

0 CR1 AA / AAA 

1 CR1 AA 

2 CR2 A 

3 CR3 BBB 

4 CR4 BB 

5 CR5 B 

6 CR6 CCC 

CRM 之計算有「Direct Assessment」、「Look-through Assessment」及 

「Cascade Assessment」三種衡量方法，應按該 PRIIPs 之性質區分計算類

別： 

1. 無進行 CRM 評估必要之 PRIIPs 

部分PRIIPs無進行CRM評估之必要，例如MRM等級為 7之PRIIPs、

報酬率取決於債務人信譽或相關投資或風險之 PRIIPs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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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逕行認定 CRM 等級之情形： 

(1) 若該 PRIIPs 之相關信用風險受其他債權人無法加入分配之獨立

帳戶之資產為抵押或擔保，則 CRM 等級為 1。 

(2) 若該 PRIIPs 之散戶投資人就帳戶或登記冊中之資產具優先抵押

權或其他優先於其他債權人之權益，則 CRM 等級為 2。 

3. 應進行「Direct Assessment」之 PRIIPs 及其衡量方法 

若該 PRIIPs 有直接向投資者支付報酬之實體；惟該 PRIIPs 並未投資

於有信用風險之標的，則此種 PRIIPs 應以「Direct Assessment」衡量

CRM 等級，應就該 PRIIPs 或直接向投資人支付報酬之義務人（下稱

「義務人」）為 CRM 之評估，由外部信用評估機構為一個或多個評

級。 

4. 應進行「Look-through Assessment」之 PRIIPs 及其衡量方法 

若該 PRIIPs 有投資於有信用風險之標的，則應以「Look-through 

Assessment」以衡量 CRM 值，就 PRIIPs 之標的物由外部評估機構個

別為 CRM 等級評估。 

5. 應進行「Cascade Assessment」之 PRIIPs 及其衡量方法 

若該 PRIIPs 有直接向投資者支付報酬之實體；且該 PRIPPs 有投資於

有信用風險之標的，則此種 PRIIPs 應以「Cascade Assessment」以衡

量CRM值，由外部評估機構分別就直接向投資人支付報酬之義務人，

及 PRIIPs 之標的物個別為 CRM 等級評估。 

（三） SRI 指標之核算 

SRI 指標由 MRM 及 CRM 組成。依據下表核算 PRIIPs 的 SRI。 

表 6  歐盟 SRI 核算指標 

 Market Risk 

Credit Risk MR1 MR2 MR3 MR4 MR5 MR6 MR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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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1 1 2 3 4 5 6 7 

CR2 1 2 3 4 5 6 7 

CR3 3 3 3 4 5 6 7 

CR4 5 5 5 5 5 6 7 

CR5 5 5 5 5 5 6 7 

CR6 6 6 6 6 6 6 7 

依據 PRIIP KIDs 範例的說明，CRM 衡量的層級應該是在 PRIIPs 所

包含的各個資產（at the level of these underlying investments or exposures 

on a look-through basis），如 PRIIPs 中包含的資產為 UCITS 或 AIF，則

CRM 應該穿透衡量 UCITS 或 AIF 中所投資之資產，亦即，SRI 指標中，

除了考量 PRIIPs 整體的市場風險外，亦須衡量個別被投資資產的信用風

險。此外，PRIIP KIDs 亦要求業者除了揭露 SRI 指標外，亦須敘述 PRIIPs

的其他各項風險，使消費者充分瞭解各項風險之內涵。 

三、 適合性原則 

按歐盟 2014/65/EU 金融市場指令（Directive 2014/65/EU on markets in 

financial instruments，下稱「MiFID II」）規定，歐盟境內投資公司、市場

運營商、數據報告服務提供商以及通過在歐盟成立分支機構提供投資服

務或進行投資活動的第三國公司，於提供金融消費者金融商品時，均須

依據適合性原則（Assessment of suitability and appropriateness），判斷投資

人之風險承受度，要求會員國就「適合性」之衡量標準進行規範並公告

之。MiFID II 中雖未確切指出應如何就適合性進行衡量，惟 MiFID II 規

定投資公司應確認消費者就投資標的之相關背景知識、經驗、個人經濟

狀況、投資目標及其風險承受度。 

依據 MiFID II，投資公司得向消費者推薦投資組合商品，該項投資

組合商品對個別消費者須符合適合性原則47，若投資公司是以投資組合之

方式推薦予客戶，則應：(1) 向客戶告知其是否可自行購買該投資組合內

                                                        
47 Article 24, 25, DIRECTIVE 2014/65/EU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5 May 2014 on markets in financial instruments and amending Directive 2002/92/EC 

and Directive 2011/61/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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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個別商品；(2) 提供有關分別購買投資組合內個別商品費用與價格之資

訊；(3) 若投資組合之風險可能與投資組合內個別產品之風險不同時，投

資公司應揭露個別投資品項之詳細資訊，並說明以投資組合方式進行投

資時，如何降低整體的風險48。 

參考西班牙國家證券市場委員會對執行 MiFID II 指令之問答集49，當

在衡量評估一項金融商品組合是否適合於消費者時，這項金融商品組合

應該被視為單一一項產品來衡量其風險及報酬是否合於消費者的風險承

受度以及投資目標。 

依據歐盟證券及市場委員會（European Securities and Markets 

Authority，以下簡稱「ESMA」）發布的「Guidelines on MiFIDII product 

governance requirements」，業者於判斷消費者之風險承受度時，須有基本

的風險承受度分類以及敘述，例如投機類、平衡類或保守類，由於不同

金融服務業者對風險可能有不同的定義，業者須明確的揭示其對投資人

分類的標準，並採用 PRIIPs 或 UCITS 規定的風險指標來分類產品的風

險。 

第四節  英國 

一、 適合性原則之相關規範 

因應歐盟發布的 PRIIPs，英國金融行為管理局（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以下簡稱「FCA」）亦已配合修正相關規定，於 2018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因此前述 PRIIPs 的風險衡量指標 SRI 於英國亦有適用。 

                                                        
48 原文：「When an investment service is offered together with another service or product as part of a 

package or as a condition for the same agreement or package, the investment firm shall inform the 

client whether it is possible to buy the different components separately and shall provide for a 

separate evidence of the costs and charges of each component.  Where the risks resulting from such 

an agreement or package offered to a retail client are likely to be different from the risks associated 
with the components taken separately, the investment firm shall provide an adequate description of 

the different components of the agreement or package and the way in which its interaction modifies 

the risks.」 
49 《Questions and answer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iFID II Directive》，Comisión Nacional del 

Mercado de Valores，2017 年 10 月 30 日，P23。 



 

第 56 頁，共 84 頁 

 

英國關於金融商品行銷主要規範於「2000 年金融服務暨市場法

（FSMA）」，並授權主管機關制定相關規範。針對適合性原則，依據 FCA

發布的 Conduct of Business Sourcebook（以下簡稱「COBS」），規定凡向

消費者推薦投資商品之投資公司，均須適用有關適合性揭露方法之規範，

依據 COBS 第 9 章（COBS 9），投資顧問在提供的投資建議如果屬於個

人化的建議時，須取得投資人相關的資訊以評估投資建議的適合性

（Suitability），包括投資人對於該投資工具的知識及經驗、投資人的財務

狀況以及其投資目標等，而如何判斷該建議是否適合於該投資人，依據

COBS9.2.2，一項投資建議或投資管理是否適合於該投資人，必須考量：

（1）是否達成投資人的投資目標；（2）是否可承擔該項投資所帶來的風

險；以及（3）投資人是否有足夠的經驗及知識瞭解該項交易或投資組合

管理所涉及的風險。 

二、 英國機器人投顧業者之投資策略基礎 

Nutmeg 成立於 2011 年，是英國第一家機器人投資顧問，提供自動

化線上理財，投資標的為數十檔不同市場及資產類別之 ETF，包括債券、

貨幣及股權投資， Nutmeg 依法受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所監督管理，須先取得其核准。FCA 在 2017 年 12 月之演講

中表示從某一方面切入，機器人投顧僅係屬另一提供投資顧問之方式及

管道，仍需遵循投資顧問之相關規定，惟 FCA 將持續監控業者之投資建

議模型及演算法與推介之適合度，如投資人有因此受損將加以介入50。 

因此 Nutmeg 就其服務項目及基於其投資策略下所提供建議或銷售

之投資組合仍須遵循 FCA 對投資顧問所制訂之相關規定，參考 Nutmeg

網站介紹，目前其提供的服務項目包含： 

1. 全權委託投資組合管理（Discretionary investment management of 

Portfolio.）：Nutmeg 提供自主管理投資組合之服務，除提供消費者

                                                        
50 參考 FCA 網站中之介紹：https://www.fca.org.uk/news/speeches/robo-advice-fca-perspective，

最後瀏覽日期：2019.2.25。 

https://www.fca.org.uk/news/speeches/robo-advice-fca-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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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建議外，並協助實際從事投資行為，且可主動將投資所得收益再

投資，並隨著時間平衡投資組合之比例。 

2. 資產保管（Safe custody of your investments.）：Nutmeg 依法對於消費

者之資產須與其自身之資產隔離，因此透過與其合作之金融機構管理

投資人資產，協助保管投資人之投資。 

3. 個人儲蓄帳戶管理（ ISA management services.）：個人儲蓄帳戶

（Individual Savings Accounts, ISA），是指英國允許每人於每一會計

年度可以有一定金額不必繳稅的儲蓄帳戶，並可運用此帳戶進行投資。

Nutmeg 提供投資人管理 ISA 帳戶之服務，協助投資人免稅資產之配

置。 

4. 個人退休金管理（Personal Pension Portfolio.）：Nutmeg 同時亦有提

供投資人退休金投資管理之服務。 

Nutmeg 依據客戶所回覆之投資目標、投資回收時間範圍、投入金額

以及風險層級等要素規劃投資組合，其中對於風險層級則是劃分為 10 個

不同層級，並在不同層級中附註相關解釋，例如 1-2 級為「確保初始投入

資本，並將潛在損失的機率降到最低」或 9-10 級則為「願意為較高的獲

利承擔較高的風險」，藉此劃分投資人的風險屬性，提供個人化的投資

組合方案。 

Nutmeg 的投資組合包含股權投資（equity）及債券，其中股權投資

的部分係以 ETF 為最主要的投資標的，再依據投資人選擇的風險等級進

行不同比例的資產配置；風險適性越高者，股權投資的比例越高，反之

債券的投資比例越高。以下介紹 Nutmeg選擇 ETF 進入投資組合的方式。 

1. Nutmeg 首先會就 ETF 追蹤的標的（如：指數或成分股）進行評估，

包括該 ETF 內涵的權重、個股的產業別、主要市場為何，藉由分析

ETF 背後的成分，Nutmeg 能進行初步判斷。 

2. 評估 ETF 的操縱管理方法，因為每檔 ETF 與標的指數走勢的貼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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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各異，許多 ETF 採取最佳化方法（Optimization）意即以基金管理

公司設定的個股權重，複製追蹤標的的指數走勢。而在個別產業、

市場有多檔 ETF 時，Nutmeg 會就不同檔 ETF 追蹤指數的方式進行

評估，並將與追蹤指數連動較為緊密的 ETF 納入投資組合。 

ETF 的種類，因 ETF 主要分為實物資產 ETF（physical ETF）以及合

成 ETF（synthetic ETF）而 Nutmeg 的投資組合只會納入實物資產 ETF。

因為實物資產 ETF 是透過投資證券來複製其追蹤的指數或成分股；而合

成 ETF 則是與交易對手以衍生性金融工具（如：互換合約 swap agreement）

的方式追蹤指數走勢，而非實際持有標的指數或成分股的證券，此 ETF

的交易對手風險（counterparty risk）較高，而且也可能取得品質不良的擔

保品。同理，基於長期、穩健投資的觀念，Nutmeg 也不會將槓桿 ETF 或

反向 ETF 納入投資組合。在有避險需求時，Nutmeg 會選擇以債券做為資

產配置標的。 

第五節  加拿大 

相較於美國並無統一之風險計算之揭露公式，加拿大證券管理局

（Canadian Securities Administrators，CSA）於 2016 年底正式公布基金風

險分類之計算規範之修正。依據原先 CSA 之規範51，基金必須揭露其風

險等級，等級分別為低度、中低、中度、中高及高度風險，惟其風險評

等評估方式之採用係基於基金經理人自身之判斷，並未有統一之標準。 

為了增加基金風險揭露之透明度及一致性，CSA 於 2016 年度標準化

之計算方式，使基金風險揭露更具實用性及可比較性。新規範於 2017 年

3 月 8 日生效，而基金公司必須於 2017 年 9 月 1 日開始採用規範之風險

計算方式52。 

                                                        
51 CSA Staff Notice: 81-319 - Status Repor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int of Sale Disclosure for 

Mutual Funds, 2010 年 6 月 18 日。 
52 CSA Notice Of Amendments To National Instrument 81-102 Investment Funds And Related 

Consequential Amendments, 2016 年 1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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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基金計算近十年之年化標準差（standard deviation）之計算方式

如下： 

 

n=120 個月 

Ri=在第 i 個月之投資報酬 

�̅�=平均每月之投資報酬 

 

在該共同基金已有十年以上歷史之情形，應按上開公式計算出之年

化標準差依下列之規則判斷該基金之投資風險等級： 

表 7  加拿大共同基金投資風險等級 

標準差(σ)範圍 投資風險等級 

σ<6 低度 

6≤ σ<11 中低度 

11≤ σ<16 中度 

16≤ σ<20 中高度 

≥20 高度 

於共同基金之歷史未滿十年之情形，分成兩種狀況。若未滿十年歷

史之基金屬「克隆基金」（clone fund），且其投資標的已有滿十年以上之

紀錄；或於該未滿十年歷史之共同基金之投資組合經理、投資目標與投

資策略，與另一受同 CSA 規範約束，並具十年以上歷史之共同基金相同

之情形，應使用上開兩種共同基金既有之投資資訊，並將其餘未滿 10 年

之資訊按既有相關共同基金資訊補足，再依前開公式計算近十年之年化

標準差，進而判斷投資風險等級。另外，若未滿十年歷史之共同基金非

屬以上兩種具參考資料之情形，應先同樣以該基金本身既有之投資資訊

計算年化標準差，其餘未滿十年之資訊則係按與該共同基金之回報率、

投資策略、投資標的相同或相似之參考指數之資料為年化標準差之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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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上述方法計算出風險等級後，業者應於販售基金時一併揭露於揭

露文件中。 

加拿大對於業者銷售或推銷投資組合，亦訂定相當嚴謹之規範。從

事證券銷售之業者皆須就消費者之適合性進行衡量。更限制業者不得逕

以由消費者填具問卷之方式，衡量該消費者就投資商品之適合性，並直

接以該問卷結果向消費者推銷投資產品。就消費者之名稱、年齡、投資

目標、年度收入、淨金融資產、淨資產、流動性需求、從事投資時間範

圍、風險承受能力與投資組合之構成，皆應做成與消費者訪談過程之紀

錄。 

第六節  小結 

綜上所述，各國對於投資組合之規範雖然略有不同，惟一般而言在

其法令中均有明文將投資組合視為一種金融商品進行規範，而其風險等

級之核定及有關適合度義務、資訊揭露以及消費者權益保護等事項均係

將投資組合視為單一商品作規範。各國並未分別就投資組合內之單一金

融商品之風險及適合度觀之，因此，業者以投資組合方式銷售基金或提

供投資建議，仍係以整體投資組合檢視商品之適合度。 

而英美機器人投顧之蓬勃發展及就其發展之投資策略觀之，未來以

投資組合方式購買基金將可能漸漸成為小額投資人進行投資之主流，而

對大額之投資人將可能搭配傳統之顧問諮詢服務加以輔助。因此，對於

個別投資人推介投資組合之適合度檢視，將可能隨著業者之經驗，利用

大數據加上人工智慧之發展有更加細緻之區別。 

目前各國基金風險等級之核算均有所不同，且大部分在風險等級的

計算上並非如同我國之基金風險等級係以質化的方式依基金之類型來核

算其風險等級，例如在歐盟地區需以所訂之公式實際計算基金或投資組

合之風險值以判斷其風險等級，可避免逕以類型區分時可能產生核定的

風險等級與基金實際風險不一致的情形。此外，歐盟 MiFID II 針對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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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介投資組合時，要求業者對於投資組合應揭露相關之資訊，亦值得我

國制定投資組合風險等級核算方式時做為配套措施，例如要求業者告知

消費者是否得自行投資於該投資組合內之個別商品、提供消費者投資於

個別商品時所須花費與價格之資訊，以及向投資人揭露投資組合內個別

投資品項之詳細資訊，並說明以投資組合方式進行投資時可如何降低整

體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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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採投資組合銷售模式下基金風險等級核算標準建

議方案 

第一節  投資組合理論  

金管證投字第 1050050143號函表示透過投資組合方式決定風險報酬

等級再與投資人之風險屬性進行適配規劃，將可能使金融消費者購買超

過本身所能承受之風險等級之基金商品，似已違反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9

條、適合度辦法第 4條確保金融商品或服務對金融消費者適合度之規定。

然而，以投資組合模式銷售基金予消費者，消費者是依循業者投資組合

之建議與安排，如同購買一項商品，其所承擔之風險應以該投資組合整

體為判斷，縱使該投資組合中個別資產之風險可能高於該投資人之風險

承受度，惟整體投資組合在風險分散的效果下，其風險仍可能未超過該

投資人之風險承受度，於此種情況下，以投資組合整體之風險等級來與

投資人之風險屬性進行適配應無違反適合度義務。本節以下整理相關財

務管理理論，說明投資組合如何達成分散風險之效果。 

一、 投資組合概述 

投資組合係指由一種以上的資產所構成之集合53，個別資產之風險及

報酬可能均不相同，透過將資金投入不同風險之資產，可達到分散風險

之效果。然而分散風險之效果隨不同之投資組合而有不同，並非任意將

各種資產組合在一起均可達到相同分散風險的效果，衡量並找出最佳的

風險分散組合，有助於投資人在相同報酬的情況下，降低其投資之風險。 

對於風險之衡量，一般係以報酬率之標準差（或變異數）衡量資產

之風險，標準差越大代表該項資產的風險越高。當投資者持有數項資產

組成之投資組合時，投資組合之報酬率得以個別資產預期報酬率的加權

平均值計算，但在衡量投資組合之風險時，若以個別資產報酬率標準差

                                                        
53 《財務管理原理》，謝劍平著，2009 年 8 月，P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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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加權平均數衡量，將忽略不同資產報酬率間存在之關聯性，不同資產

間報酬率之關聯性影響投資組合所能達成分散風險之效果。一般對於兩

個隨機變數變動關連程度係以共變異數（covariance，表示為「σAB」或

「Cov(rA,rB) 」）。由於不同隨機變數的衡量單位可能不同，造成較難賦予

共變異數明確的意涵，為解決衡量單位不同的問題，得以相關係數

（correlation coefficient，「ρ」）衡量兩隨機變數間之關聯性： 

ρ = Corr(rA, rB) =
𝜎𝐴𝐵

𝜎𝐴 ∙ 𝜎𝐵
 

ρ 的值介於-1 至 1 之間，其正負號會與 σAB 的正負號一致，若 ρ 值為正，

則 rA 和 rB 呈同向變動關係；若 ρ 值為負，則 rA 和 rB 呈反向變動關係，

ρ＝0 則表示 rA 和 rB間不具有線性相關性。 

不同資產間報酬之關聯性決定了投資組合風險分散之效果。現假設

投資組合係由 A 與 B 兩種資產所組成，每種資產各占 50%之權重，在控

制其預期報酬率的前提下，分別說明相關係數為+1、-1 及介於±1間的狀

況54。 

(1) 相關係數為+1 

下表為資產 A 與 B 在未來 5 年投資期間中，可能的報酬情形。資產

A 與 B 之間報酬之相關係數為+1，在組成投資組合後，投資組合之

預期報酬和標準差皆未改變，表示在相關係數為+1 時，增加之資產

項目並無法為投資人帶來降低風險的好處，即投資單一資產 A 或 B

與投資 A 與 B 形成之投資組合，所得為相同之結果。 

表 8  相關係數為+1 時投資組合報酬率及標準差設例 

年度 

年度預期報酬率 

A預期報酬率 B 預期報酬率 
投資組合（A+B） 

預期報酬率 

1 (5%) (5%) (5%) 

2 (10%) (10%) (10%) 

3 10% 10% 10% 

4 20% 20% 20% 

                                                        
54 以下參考《財務管理原理》，謝劍平著，2009 年 8 月，P102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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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0% 30% 30% 

平均值 9% 9% 9% 

標準差 16.73% 16.73% 16.73% 

(2) 相關係數為-1 

在相關係數為-1 的情形時，資產 A 與 B 之報酬率為完全負相關，此

時由下表可知，由資產 A 與 B 所組成之投資組合標準差為零，代表

資產 A 與 B 組成投資組合後沒有任何風險。投資人原先僅持有資產

A 時，享有 10%的預期報酬率，但須承擔 15.81%的風險，然而分散

投資到資產 B 變成持有資產 A 與 B 形成的投資組合時，投資人所承

擔之風險即降為零。由本例可知，相關係數為-1 的情況下，風險分

散效果將會是最大的，即使風險無法降為零的水準，在其他條件相

同下，其風險也會比相關係數大於-1 的任兩種資產為低。 

表 9  相關係數為-1 時投資組合報酬率及標準差設例 

年度 

年度預期報酬率 

A預期報酬率 B 預期報酬率 
投資組合（A+B） 

預期報酬率 

1 (10%) 30% 10% 

2 0% 20% 10% 

3 10% 10% 10% 

4 20% 0% 10% 

5 30% (10%) 10% 

平均值 10% 10% 10% 

標準差 15.81% 15.81% 0% 

(3) 相關係數介於±1 

下表為資產 A 及資產 B 相關係數介於±1的情形，首先假設 B 資產

的報酬率有兩種情形 B1 及 B2，其與資產 A 分別以相同的比重（各

占 50%）分別組成 D1、D2 兩種投資組合，與 A 資產的報酬率呈中

度的正相關與負相關。在 A 與 B1 所構成呈的 D1 投資組合（相關係

數為 0.46），投資組合的風險值為 14.47%，較個別投資於 A 或 B1

時的風險均來得小；而在 A 與 B2 組成的 D2 投資組合（相關係數

=-0.63），其風險值則遠較 D1 投資組合來得小，約只有 D1 的一半（僅

7.29%）。換句話說，投資組合 D 的風險不但隨著 B 資產的加入而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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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且因 B 與 A 之間的負相關程度較高，D 的風險也愈來愈小。由

此可知，當投資組合中兩資產報酬率相關性愈低，其風險分散效果

愈理想，總風險也就因此降低。 

表 10  相關係數為-1 時投資組合報酬率及標準差設例 

年度 
年度預期報酬率 

資產 A 資產 B1 資產 B2 組合 D1 組合 D2 

1 (5%) (10%) 15% (7.5%) 5% 

2 15% (5%) 30% 5% 22.5% 

3 (10%) 15% 20% 2.5% 5% 

4 20% 30% (5%) 25% 7.5% 

5 30% 20% (10%) 25% 10% 

平均值 10% 10% 10% 10% 10% 

標準差 16.96% 16.96% 16.96% 14.47% 7.29% 

A 與 B 的相關係數 0.46 -0.63  

二、 效率前緣 

假設投資人可確認個別資產之報酬率平均數、標準差以及不同資產

報酬率間之共變異數，應如何組成最適之投資組合？在相同風險水準下，

投資者一般應會選擇預期報酬率最高之投資組合，而在相同預期報酬率

的情況下，則會選擇風險最小的投資組合。構成上述條件之所有投資組

合之集合稱為效率前緣（efficiency frontier）。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Harry 

Markowitz 教授於 1952 年提出投資組合選擇（portfolio selection）的概

念，市場中投資人先利用資本市場中各種資產報酬率時間序列資料算出

樣本期間個別資產的平均報酬率、報酬率標準差以及不同資產報酬率相

關係數，再利用平均數－變異數分析（mean-variance analysis）推導出投

資組合的效率前緣。假設投資人只能使用自有資金投資（無法進行借貸），

投資人在特定資金水準下，「所有」可供投資人選擇的投資組合共有圖 3

所示 A 至 J 十種組合。依上述標準，投資人應該選擇一個「總風險相同

時，預期報酬率最高」或「預期報酬率一致時，總風險最低」的投資組

合。由此可推知下圖中，A、G、C、J 四種投資組合之預期報酬率相同，

投資人應選擇風險最小的 A 投資組合。而就 B、D、C 三個總風險相同的

投資組合，應選擇預期報酬率最高的 B 投資組合，故可知投資組合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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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 之連線為可行投資組合的效率前緣，其右下方區域中之投資組合則

屬於無效率的投資組合。 

 

圖 3：效率前緣圖示 

三、 結論 

綜上所述，只要投資組合各不同資產間報酬之變動並非完全正相關，

組成投資組合即可達風險分散之效果，並且透過平均數－變異數分析，

可推導出理論上最適之投資組合，構成效率前緣；復參酌本研究第三章

所討論各種基金投資組合之運用，可知實務上基金投資組合亦甚為常見。

因此，消費者購買投資組合商品時，其所承擔之風險無論在理論上或實

務上皆應以投資組合整體為判斷，而非僅以投資組合內單一商品論斷其

風險。易言之，投資組合在風險分散的效果下，縱使該投資組合中個別

資產之風險可能高於該投資人之風險承受度，惟該投資組合整體之風險

仍可能低於個別資產之風險，因而未超過該投資人之風險承受度。在符

合一定條件下（如後述），以投資組合整體之風險等級來與投資人之風險

屬性進行適配應無違反金融業者之適合性義務，因此，依據上述投資組

合理論，應已解決前述金管證投字第 1050050143 號函認為透過投資組合

模式銷售基金可能使消費者承受超過其所能承受風險之疑慮。 

第二節  建立基金投資組合風險等級核算標準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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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投資組合整體之風險，其概念是將基金投資組合視同單一商品，

如同組合型基金之風險報酬等級合於個別投資人之風險屬性，就達到適

合性原則之要求以及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9 條、適合度辦法第 4 條有關

金融服務業確保商品或服務對金融消費者適合度之要求，此時，業者所

建立適配之基金投資組合，首須具有合理之基礎，符合投資組合理論以

挑選適於納入投資組合之基金；再者，應限制投資人申購該基金投資組

合所列之基金，僅能依業者提供之組合名單及比例，而不得由投資人任

意調整。申購後投資人亦不得藉由贖回賣出個別基金以調整投資組合，

除投資人所能承受的風險屬性有改變或基金投資組合之整體風險已偏離

投資人之風險適配外，僅能由業者依投資組合理論及與投資人間之約定

辦理，始能確保投資組合有效進行風險分散，並貫徹將基金投資組合視

同單一商品之概念。換言之，業者所提供之資產配置或基金投資組合之

服務應具有專業性、持續性及投資人不可任意調整之特性，始能採行依

投資組合整體之風險作為適合度評估之方案。 

依本研究第三章所討論各種基金投資組合之運用，可知私校退撫儲

金投資組合之帳戶，具有上述之特性，日後擬發展之勞工退休金自選投

資服務，亦可規劃該種屬性，又機器人投顧本即由投資人以一定金額進

行投資，其資產之配置以及再平衡交易均由自動化程式辦理，投資人無

法自行調整，亦具有上述之特性。此外，銀行或證券商所進行之理財服

務，倘結合機器人投顧，或是設置投資組合帳戶授權由業者全權決定運

用進行基金組合服務，而無法由投資人任意調整更動，亦可符合上述特

性。 

業者建置基金投資組合屬於金融服務之一環，須參考投資組合理論

及其他相關財務數據，並公平客觀之執行，善盡善良管理人義務及忠實

義務。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第 3 項：「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

服務，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其提供之金融商品或服務具有信託、

委託等性質者，並應依所適用之法規規定或契約約定，負忠實義務。」

不論是投信投顧業者或銀行業銷售基金投資組合，依據上述條文均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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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負善良管理人義務及忠實義務，現行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7

條第 1 項亦規定：「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基金保管機

構、全權委託保管機構及其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受僱人，應依本法、

本法授權訂定之命令及契約之規定，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

務，本誠實信用原則執行業務。」，「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

同業公會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經理守則」及「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

問商業同業公會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均詳細規範業者應盡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5556。 

現行投信投顧公會針對機器人投顧所頒訂之自動化投顧作業要點就

演算法之監管、公平客觀之執行、投資組合之再平衡、告知客戶事項均

有詳細之規定，以供業者遵循，即透過機器人投顧所提供投資組合建議，

均以能建立各種投資組合參數及篩選標準為前提，並能定期審核、檢視

與監督，此為業者所應負善良管理人義務及忠實義務之體現，於討論基

金投資組合之銷售模式時，亦應符合該專業原則。 

目前有投信業者於網站上提供免費之基金投資組合資訊，因該資訊

僅作為投資人參考，如進行投資組合的銷售時無其他適當之配套，於一

                                                        
55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經理守則第 5 點第（二）項： 

1. 忠實義務原則：主要意涵可概分為客戶利益優先、利益衝突避免、禁止短線交易、禁止

不當得利與公平處理等五原則。公司負責人及全體員工不僅需注意其所負之法律責任，

更應符合公司為維持業內聲譽及業務運作之安全性、效率性等相關規定。公司亦有義務

教育從業人員，使其瞭解並遵守相關規定，共同維護投信事業之聲譽與發展。 

2. 誠信原則：公司負責人及員工行為應符合誠信原則，其基金管理與全權委託帳戶管理相

關業務行為，應為客戶追求最高利益。 

3. 勤勉原則：係指公司為管理並保護客戶資產，應維持適當程序，以定期申報及查核方式，

提醒公司員工應於其業務範圍內，注意業務進行與發展，對客戶的要求與疑問，適時提

出說明。 

4. 管理謹慎原則：係指公司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及具專業度之謹慎方式管理客戶委託之

資產，於內部建立職能區隔機制，使員工各盡其職務上應盡之注意義務。 

5. 專業原則：負責人及員工應持續充實專業職能，並有效運用於證券投資分析，樹立專業

投資理財風氣。 
56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開放式組合型基金（含投資境外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第 12 條第 1 項：「經理公司應依現行有關法令、本契約之規定暨金管會之指示，

並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經理本基金，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不得為自己、其代

理人、代表人、受僱人或任何第三人謀取利益。其代理人、代表人或受僱人履行本契約規定之

義務，有故意或過失時，經理公司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經理公司因故意或過

失違反法令或本契約約定，致生損害於本基金之資產者，經理公司應對本基金負損害賠償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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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性銷售後，可能有投資人自行調整基金投資組合之內容或比例，而使

投資組合偏離原先業者所提出之投資組合規劃，仍應注意。 

在前述前提要件下，本研究參考我國現行基金風險報酬等級分類標

準及國外實務，試提出下列三種方案，作為建立基金投資組合風險等級

核算標準之法規建議： 

方案一：參考國內組合型基金之規範，以質化的方式核實認定 

於上述前提下，投資組合銷售模式之風險等級核算標準可參考國內

目前組合型投資基金之風險等級核算方式。由於組合型基金是運用投資

組合理論來為投資人配置妥適之投資組合，組合型基金為單一基金，投

資人投入資金後，資金將按組合型基金募集時約定之投資方式及比例投

資於其他基金，投資人並無法自行決定資金之分配。 

在風險評定上，由於組合型基金可包含風險不同之基金，依投信投

顧公會基金風險報酬等級分類標準第 2 條，其風險評定方式係依基金之

長期核心投資策略，基於投資比例、投資地區等考量，於 RR2 至 RR5 之

區間內核實認定風險報酬等級，業者並應能舉證其合理性，因此其風險

等級之判斷係將組合型基金視為單一投資標的判斷其整體之風險，而不

個別判斷組合型基金中各基金分別之風險高低，且其風險報酬等級之判

斷係以該組合型基金整體來判斷後，再與投資人之風險屬性進行適配，

而不須組合型基金中各基金之風險報酬等級均須與投資人之風險屬性進

行適配。依據前述投資組合理論，不同資產所形成之投資組合，將可減

少個別資產所帶來的風險，對於投資人來說，投資組合整體的風險才是

關鍵。 

組合型基金已運用投資組合理論替投資人建置投資組合，其風險係

就基金整體做判斷，故日後針對基金投資組合的風險評估方案，或可參

考目前組合型基金評估風險之方式，就基金投資組合之風險等級規定參

酌投資組合內各組成基金間之相關性、投資比例以及投資策略等因素，

依現行基金風險報酬等級分類標準於特定範圍內核實認定風險等級，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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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業者舉證其合理性。惟須注意銷售基金投資組合與上述單一基金之差

異，故應有適當之配套，並建立一套作業準則或指引供業者遵循： 

(1) 組合型基金係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的架構下替投資人進行投資組合

的服務，將資金分配到不同子基金或資產中，投資人無法自行選擇要

投資的子基金或資產，由業者在基金之公開說明書中說明子基金或資

產之選擇及其範圍，以及資產配置比重之調整模式，因此組合型基金

是業者本其資產管理之專業進行資產配置及後續調整；基金投資組合

之銷售援用上開規定，應以業者與個別投資人有其約定，由業者本其

專業提供投資組合之資產配置服務，並約定相關條款。 

(2) 組合型基金透過投資信託的架構將投資人之資金投資在不同風險等

級之子基金或資產，且於公開說明書詳細揭露基金經理人及各子基金

或資產之資訊；則基金投資組合之資產配置亦應有適當及充足之揭露，

使投資人明瞭其風險分散之原理，以及該投資組合是被視為單一商品

進行風險等級評定，與單一基金之申購不同。此外，業者對於銷售基

金投資組合後，應自動定期檢視，因各基金之風險變化及相關績效表

現，或總體經濟情勢劇烈變動時，致該投資組合已偏離銷售當時對該

投資人所進行之適合度評估時，亦應告知投資人，使投資人有機會選

擇終止該投資組合或調整至符合其風險承受等級，以符合其風險承受

度。 

(3) 如參考組合型基金評估風險之方式，由業者參酌投資組合內各組成基

金間之相關性、投資比例以及投資策略等因素，於法令規定之範圍內

核實認定風險等級，業者除應依基金適合度評估準則執行客戶評估作

業程序外，基於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於配置基金投資組合時，自

應有可供檢驗之合理基礎與步驟，以認定風險等級及確保公平客觀的

執行，忠實履行客戶利益為優先。此外，組合型基金之公開說明書中

應載明基金經理人之姓名及相關背景資訊，投信相關法規對於基金之

操作及責任亦有充足之規範。對於機器人投顧，自動化投顧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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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定事業內部或集團應組成專責委員會，作為負責主體57，於業者提

供基金投資組合服務或以基金投資組合模式銷售基金時，亦應有明確

之責任主體，以明確責任之歸屬。 

在上述之前提要件及配套下，如果能確保投資組合商品之一體性，

不會發生投資人僅購買到部分組成基金的情況，且投資組合將由業者定

期確認其資產配置比例及風險分散效果並可供檢驗，則針對以投資組合

銷售模式銷售基金的風險評估，或可參考組合型基金評估風險之方式，

適用目前投信投顧公會基金風險報酬等級分類標準，由業者參酌投資組

合內各組成基金間之相關性、投資比例以及投資策略等因素，依現行基

金風險報酬等級分類標準於特定範圍內核實認定風險等級，並由業者舉

證其合理性。 

參考組合型基金之風險評估方式與投資人長期以來對於基金投資之

風險與報酬理解一致，每一個投資組合，均可界定屬於何種風險等級，

並與投資人風險屬性進行適配。業者可結合投資人既有的基金投資風險

屬性問卷結果，來與投資組合商品之風險程度進行適配，無需針對投資

組合另行分析或評估投資人之風險屬性。 

方案二：參考現行基金風險報酬等級分類標準並按加權平均方式計算基

金投資組合風險報酬等級。 

前述方案一由業者核實認定風險等級，並舉證其合理性，於基金銷

售機構遍佈，並包括信託業、證券商等不同金融業之情形下，監理上較

難一一驗證其合理性；故延續方案一，對於基金投資組合之風險等級核

算可嘗試建立更明確的界定方式，以投資組合中各基金依現行基金風險

報酬等級分類標準所認定之風險等級為基礎，由業者以基金投資組合內

各組成基金之投資金額比例（或其他基準）乘以各組成基金之基金風險

報酬等級計算加權平均之基金投資組合風險報酬等級。至於有關投資組

                                                        
57 依自動化投顧作業要點第七項。投顧業者如考量規模較小且人員編制精簡，成立專責委員

會困難，專責委員會可邀請外部專業人士參與或委託專業機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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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中不同風險等級之基金實際上如何影響投資組合整體之風險報酬、累

加投資金額比例門檻之合理性或是基金風險報酬等級之加權基準，則須

仰賴業者之實務經驗及相關財務理論來檢驗。 

此方式相較於前述參考組合型基金，與投資人長期以來對於基金投

資之風險與報酬理解一致，每一投資組合均可簡單計算後即界定屬於何

種風險等級，並與投資人風險屬性進行適配。投信投顧業者可結合既有

的投資人基金投資風險屬性問卷結果，來與投資組合商品之風險程度進

行適配，無需針對投資組合另行為之。 

採取方案二時，同樣須配合方案一中所述之前提及相關配套，確保

投資組合商品之一體性，投資人無法自行變更投資組合之內容及比例，

且投資組合將由業者定期確認其資產配置比例及風險分散效果，並可供

檢驗，業者同樣須適當及充足的揭露投資組合相關之資訊，使投資人明

瞭其風險分散之原理。 

方案三：參考歐盟 PRIIPs 規範，明定風險值 

歐盟 PRIIPs 的 SRI 風險指標為一適用範圍更廣且涉及實質計算產品

報酬率波動的指標， SRI透過一系列公式衡量 PRIIPs的市場風險（MRM）

以及信用風險衡量（CRM），MRM 係透過風險值（VaR）衡量其持有期

間之風險，VaR 係指資產或投資組合的最大可能損失，即在一定的可信

度下，某一資產或投資組合之價值在未來特定時期內的最大可能損失。

而 CRM 則係衡量投資組合的信用風險，投資組合或其連結之投資或曝

險部位之報酬如由第三方提供，則應評估該第三方之信用風險。 

現行投信投顧公會「基金風險報酬等級分類標準」係以列舉分類的

方式來評估各類基金之風險，所區分 RR1～RR5 係基於一般市場狀況，

反應市場價格波動風險，為相對標準，未完整反映各類基金可能之信用

風險、流動性風險等，並非就各基金實際之報酬及風險值為計算，因此

所得之風險等級可能無法真實反映該項產品之風險，然而 SRI 風險指標

係實際計算該項商品之風險值，其結果可能較貼近該項商品真實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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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 

第三節  對信託業控管基金投資組合適合度方案之思考 

目前銀行以投資組合模式銷售基金，同樣面臨不同基金於整體資產

配置後，對金融消費者適合度如何控管之問題。實務上討論擬採用之風

險屬性評估機制，較投信投顧業銷售基金模式略有不同，乃在於信託業

運用信託模式所提供之財富規劃或資產負債配置服務，受託資產及可投

資標的內容更為多元，即銀行除了熟悉基金銷售外，更可協助客戶配置

其他類型之金融產品，並考量客戶於該行之存款情形，藉以合併計算金

額並控制客戶之風險。 

本團隊與銀行信託業者訪談，得悉銀行辦理財富管理業務，實務上

已有銀行業者針對各金融商品，依其商品特性、保本程度、市場風險等

因素計算並建立風險分數模型，發展出風險分數與風險上限模型，並對

金融消費者建立客戶風險屬性的評估機制，其中，對投資組合之風險衡

量係先依據其所建立之風險分數模型給予各組成基金一產品風險分數，

再依各組成基金於投資組合中之市值佔比計算投資組合整體之風險。而

銀行可自行依據其所建立之模型計算風險分數以細分基金之風險等級，

不限於現行基金風險報酬等級分類標準所訂之五個風險等級分類，藉以

提供客戶更為精確之財富管理服務。此項方式類似於前述方案二及方案

三之結合，方案二中各基金之風險等級係依現行基金風險報酬等級分類

標準決定，而上述方式則係自行建置風險分數模型用以評估投資組合中

各項基金之風險。銀行財富管理業務基於實務上基金銷售模式之發展，

各家銀行已逐漸發展出內部對投資組合風險之評估模式，惟目前尚屬於

各金融機構內部所自訂之方式，缺乏統一之標準。 

在缺乏統一標準之情形下，信託公會嘗試研擬以個別投資人於各銀

行所持有之基金部位及存款為基準，建議於適合度辦法新增條文，以訂

定一致性之「資產配置」核算方式，即計算金融消費者之風險承受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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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再區分可投資金融商品之風險等級分類，於符合越級投資之限制下

（越級投資之金融商品以該金融消費者風險承受等級越一級為限），即可

計算客戶得申購越級基金之數額（例如：以不超過該金融消費者於銷售

機構持有項目合計數之百分之二十為限），藉由風險稀釋之概念，平衡客

戶持有基金部位之風險並藉此增加客戶取得之報酬。該計算方式係遷就

各金融機構因內部風險分類不同所造成標準不一之情況而為簡便之方法。

然信託公會之方案係基於信託業為客戶進行整體資產配置，包括金融商

品與存款均納入考量，故越級投資之計算合計存款金額，與本研究報告

係針對投信投顧業者進行之基金投資組合服務為出發點，有所不同，蓋

投信投顧業者實無從考量客戶之存款金額，尚無法直接援用此一計算模

式評估基金投資組合之整體風險。 

第四節  小結 

由前述介紹之投資組合理論可以得知，投資組合各不同資產間報酬

之變動並非完全正相關，組成投資組合即可達風險分散之效果，並且透

過平均數－變異數分析，可推導出最適投資組合構成效率前緣。因而在

投資組合銷售模式下，就投資人所承擔之風險應以投資組合整體為判斷，

而非僅就投資組合內之個別基金判斷其風險。 

而第四章所介紹之國外主流之機器人投資顧問平台，多數亦使用投

資組合理論作為其演算法之基礎，並綜合考量平台使用者之風險承受度

及投資目的以推介相關之投資組合予平台使用者。而就退休金帳戶之部

分，美國之機器人投資顧問業者亦為企業提供 401(k)投資計畫之建議58，

協助企業員工選擇正確之投資計畫。 

由現行私校退撫提供之投資組合選擇類型，就各類型投資組合之風

險評估亦非僅就各別基金判斷是否符合投資人之風險屬性，而係將各別

基金組合起來評斷投資組合之風險類型供投資人選擇，更加顯現出實務

                                                        
58 參考 Betterment 網站介紹：https://www.bettermentforbusiness.com/，最後瀏覽日期：2019.2.25。 

https://www.bettermentforbusin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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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部分業者提供投資組合服務，以參考整理投資組合計算出之風險提供

投資組合之資產配置建議。目前正在起步階段之機器人投顧、金融機構

之財富管理服務，以及將來可能開放之勞工退休金自選投資組合等業者

可能提供投資組合服務之相關業務類型，建議可增加制定一致之投資組

合風險評估準則，而非適用單一基金之風險評估準則，以增加投資組合

之彈性，亦能使投資人取得更好之報酬。 

是以，前述建議的方案一及方案二，是依現行基金的評估方式來建

置基金投資組合服務風險等級核算標準，其優點在於該方案係建立在現

行的基金評估方式，其計算較為簡單且較容易使投資人理解並可將投資

組合商品與各別基金間之風險等級做比較。然而，其缺點為此套作法較

為簡單，現行基金風險報酬等級分類本即受有限制，未能涵蓋諸多風險

並完整反應投資人所承受之風險內容，基金投資組合更形複雜之情形下，

未實際計算商品之風險值，所得之風險等級可能與實際情況有落差。故

短程上，採行方案一及方案二雖屬可行，但須加以配套機制，始能確保

基金銷售符合適合性原則，如考量對各銷售機構適用之一體性，方案二

又較方案一適用上更為簡便及明確。 

方案三參考歐盟 PRIIPs SRI 風險指標，較能貼近投資組合真實之風

險程度，投資組合中就算含有基金以外之資產，仍可衡量其風險等級，

然而歐盟對風險評級已建立一套詳細的規範及累積的資訊，故得以量化

並建置風險指標，於我國推行上較具難度，投資人可能無法與現行的基

金風險報酬等級分類標準做比較，SRI 風險指標計算方式較為複雜，且業

者無法結合現行對投資人的基金投資風險屬性問卷結果，而須另行設計

問卷確認投資人之風險屬性，來與投資組合商品之風險程度進行適配。

再者，業者需另行建立系統以計算 SRI 風險指標，並進行監控，投入之

成本亦較方案一及方案二為大，惟方案三以實際數據評估投資組合之風

險，使其風險值較貼近真實之風險程度，應屬長程目標。 

不論投資組合風險核算方式採取何種方案，業者提供投資組合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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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均需搭配相關配套措施，確保經配置後之基金投資組合符合適合度原

則。包括確保投資人係依業者所建議之配置比例投資投資組合，投資人

不能單獨申購投資組合內之非屬其風險適配之基金，或任意贖回單筆基

金；投資組合並需依業者所建議之配置比例，並增訂作業要點或指引，

明定權責主體，供業者遵守。此外，除投資組合內商品個別之風險等級、

組成資產之比例及其內容相關資訊之揭露外，業者並應清楚告知投資人

投資組合之風險等級係依相關法令規定之方式計算得出，及該風險等級

之限制、基金投資組合列為此評級之原因及其他重要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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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結論與法規修正建議 

本研究探討投信投顧業者透過投資組合模式銷售基金時，其適合度

原則之適用，及現行規範是否有隨著日漸成長之業務類型併同調整之需

要，以增加業者規劃投資組合之彈性，進而達到提升消費者利益之效果。 

本研究於第二章探討金融業者適合度義務之內涵及現行基金適合度

評估規範，投信投顧業者透過投資組合模式銷售基金時，本質係屬證券

相關商品之推介，惟依前述之分析，現行銷售基金時之風險評估準則係

依照「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

事業辦理客戶基金適合度評估準則」，因現行準則係就投信投顧事業辦理

基金募集、銷售或私募單一基金之適合度評估進行規範，並未就投信投

顧業者提供客戶投資組合服務或投資組合銷售模式時，其適合度評估進

行特別之規範。 

本研究於第三章探討現行法規就基金風險等級之核算標準並介紹私

校退撫儲金自主投資之相關規範，於現行自選平台下由投信業者提供投

資組合之顧問服務，並由銀行依業者所配置之比例，建立不同基金投資

組合供私校員工自選。如投信業者係直接提供一般客戶投資組合服務並

銷售投資組合內之基金，則所提供之投資組合之彈性將可能受到現行單

一基金風險等級核算之限制，與投信業者擔任投資顧問提供投資組合服

務予儲金管理會有所不同。另介紹其他基金投資組合服務之實務發展現

況，不僅機器人投顧業者，其他如銀行、證券商等金融機構亦屬基金銷

售機構，亦依循相關法規提供財富管理之服務，而有提供基金投資組合

之資產配置。 

而本研究第四章則整理目前美國、歐盟、英國及加拿大等國家或地

區之適合性義務與風險等級核算規範，並介紹部分機器人投顧平台之演

算法策略，可知基金風險等級之核算各地區有所不同，並非如同我國以

基金類型核算風險等級，歐盟地區需以規範之公式計算基金或投資組合

之風險值以判斷其風險等級，且現行主流之機器人投顧平台亦提供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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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勞工退休金委員會之投資組合服務，由勞工自行選擇投資組合，其

亦以現代投資組合理論作為其演算法之基礎，就是否適合其客戶亦以整

體之投資組合觀之。 

從比較法的觀點而論，歐盟甫正式施行的 MiFID II 對於投資公司以

投資組合之方式推薦予客戶之情況，亦僅要求投資公司向客戶告知是否

得投資於該投資組合內之個別商品、提供組成品項之個別花費與價格，

以及當投資組合之風險可能與投資組合內個別產品之風險不同時，應向

投資人揭露個別投資品項之詳細資訊，並說明為何以投資組合方式進行

投資時，可降低整體的風險即可，並未要求投資組合中的個別商品均須

個別符合客戶之風險屬性。而西班牙實踐 MiFID II 的相關規範與經驗，

更進一步表明，當在衡量評估一項金融商品組合是否適合於消費者時，

這項金融商品組合應該被視為單一產品來衡量其風險及報酬是否合於消

費者的風險承受度以及投資目標。 

如第五章所述，投資組合之風險計算與單一基金標的之風險計算有

所不同，投資組合可透過高風險及低風險商品之比例配置，分散投資人

之風險，最大化投資人之投資報酬。因現行法下，並未特別針對業者提

供投資組合服務或以投資組合模式銷售基金之風險計算為相關之規定，

且就目前其他金融機構提供財富管理服務，甚或隨著機器人投資顧問平

台之發展，及將來可能開放之勞工退休金自選投資組合，如純沿用現行

銷售單一基金之適合度標準判斷業者提供投資組合服務之風險標準或任

由業者自行計算投資組合之風險屬性，可能導致業者提供之服務缺乏彈

性或缺乏一致標準供投資人檢視。此外，依據相關投資組合理論，一項

有效率的投資組合將有助投資人分散風險，相較於投資人投資於單一基

金而言更為有利，然而若要求業者針對投資組合中個別商品之風險均須

合於消費者之風險承受度，則該投資組合即可能無法完整發揮其分散風

險之目的，對投資人而言可能非最有利的選擇。適合度義務之規範目的

在於避免業者的利益衝突，確保業者踐履自身對於客戶的忠實義務，使

業者提供合於消費者利益之商品或服務，若沿用現行銷售單一基金之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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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度標準到投資組合服務，則業者所推薦之投資組合即可能因未能有效

分散風險而非最適合該消費者之投資組合，如此一來，要求投資組合中

個別商品之風險均須合於消費者風險承受度之做法亦可能違反適合度義

務之要求。 

業者以投資組合服務銷售基金時，其風險等級核算方式之建置以及

是否符合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9 條及適合度辦法第 4、6 條要求之適合性

原則，宜於符合一定條件及配套機制下，將之視為單一商品，並於國內

現有之投資組合服務間建立一致性之風險等級核算標準。 

就投資組合之風險等級核算標準，本研究提出三種方案，方案一及

方案二主要係參考現行基金之風險評估方式，為短期內可行之方案，即

依現行基金的評估方式來建置投資組合服務風險等級核算標準，與投資

人長期以來對於基金投資之風險與報酬理解一致，方案一係參考組合型

基金之風險計算方式，由業者對基金投資組合核實認定風險等級，並由

業者舉證其合理性，每一個投資組合，均可界定屬於何種風險等級，並

與投資人風險屬性進行適配；方案二則更為明確的規定由業者以基金投

資組合內各組成基金之投資金額比例（或其他基準）乘以各組成基金之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計算加權平均之基金投資組合風險報酬等級。採取方

案二下，每一投資組合除可明確界定屬於何種風險等級，並與投資人風

險屬性進行適配外，對於信託業、證券商等銷售機構，較能一體適用。

不論方案一或方案二，業者可結合投資人既有的基金投資風險屬性問卷

結果，來與投資組合商品之風險程度進行適配，無需針對投資組合服務

另行為之。惟基金投資組合之銷售與組合型基金仍有所差異，需搭配對

業者一定的配套措施，以確保符合適合度要求。長期而言，方案三參考

歐盟 PRIIPs 的 SRI 風險指標，則係透過明定風險值的計算方式劃定基金

投資組合之風險，採取此種方式雖然可使基金投資組合之風險等級較為

貼近其實際可能之風險，然而對於風險值計算之公式、公式中各項參數

之來源及相關統計資料之要求均須予以明定，工程較為繁複，且如就基

金投資組合採行類似歐盟 PRIIPs 的 SRI 風險指標，則現行就單一基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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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之風險報酬等級分類標準是否亦須配合調整，亦待詳細規劃。惟在

目前普遍應用機器人投資顧問的情形下，業者勢必須取得及處理計算風

險值所須的數據，進一步透過電腦計算投資組合之風險及報酬率，在金

融科技的發展趨勢下，對投資組合的風險評估仿照歐盟風險評級的計算

方式建立一套詳細的規範應屬可思考的規劃方向。如考量個別業者對建

立風險值之投入與發展不同，亦可透過差異化管理之方式，使有能力依

據規定取得並計算風險值的業者先行上路，於符合投資組合理論下推出

基金投資組合商品或服務。 

基於上述，本研究在短期方向基礎上，建議暫以方案一及方案二由

業者視實際需求擇一適用，並提出下列法規修正建議，以釐清業者以投

資組合模式銷售基金之適合度問題，提供主管機關規範參考： 

一、 於適合度辦法第 6 條新增第 3 項規定：「前條第 2 款及第 10 款商品

以投資組合方式提供服務，得依所提供金融服務之特性認定風險等

級分類，並定期檢視其適合度。」作為得將基金投資組合單獨認定

風險等級核算之基礎，且為明確規範責任主體，並新增第 6 條第 4

項規定：「銀行業及證券期貨業以投資組合方式提供前項服務時，

其人員應基於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進行風險等級分類並定期檢視

其適合度。」 

二、 而如業者將基金投資組合視為單一商品以評估其風險等級時，則於

適合度辦法新增第 6 條之 1，規範將基金投資組合視為單一商品時

所應遵循之規定，內容包括： 

(1) 規定投資人購買投資組合之方式（第 1 項）：「銀行業及證券期

貨業以投資組合方式銷售第 5 條第 10 款之商品時，應確保金融

消費者係依銀行業及證券期貨業所建議之配置比例建立投資組

合。銀行業及證券期貨業不得允許金融消費者單獨申購投資組

合內之非屬其風險承受等級之基金或變更銀行業及證券期貨業

所建議之配置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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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規定投資組合資訊揭露之方式（第 2 項）：「銀行業及證券期貨

業以投資組合方式銷售第 5 條第 10 款之商品時，應揭露投資組

合內個別商品之風險等級、比例及其內容相關資訊。」 

(3) 規定定期檢視投資組合風險等級之告知義務（第 3 項）：「銀行業

及證券期貨業依前條第 3 項之規定定期檢視適合度時，如投資組

合風險等級已不符金融消費者申購當時所進行之適合度評估，應

經金融消費者同意後調整投資組合或維持原投資組合。若金融消

費者未進行適合度評估時，則將依原投資組合繼續辦理。」 

三、 除於適合度辦法增列條款，明訂提供基金投資組合之服務外，並可

併同修訂現行投信投顧公會「基金風險報酬等級分類標準」，新增

「基金投資組合」項目之風險報酬等級分類標準。參考文字如：「基

金投資組合之配置應考量基金投資組合各組成基金間之相關性、投

資比例及投資策略等因素作配置，由業者依下列方式之一計算基金

投資組合之風險等級（Portfolio Risk Return，「PRR」）：（1）考量投

資組合內[組成基金之風險相關性、投資比例、投資地區]，於[PRR2

至 PRR5]之區間內核實認定風險報酬等級，業者並應能舉證其合理

性；（2）以基金投資組合內各組成基金之[投資金額比例]乘以各組

成基金之基金風險報酬等級計算加權平均之基金投資組合風險報

酬等級，作為該基金投資組合整體之風險等級」。 

四、 如前述，業者倘將基金投資組合視為單一商品以評估其風險等級，

除於適合度辦法進行規定外，業者應具有一定配套措施，即得於現

行投信投顧公會之基金適合度評估準則中增訂以基金投資組合模

式銷售之作業程序規範，內容包括： 

(1) 除依適合度辦法規定揭露投資組合內個別基金之風險等級、組

成資產之比例及其內容相關資訊外，業者應告知消費者以投資

組合方式進行投資時可如何降低整體之風險、是否得自行投資

於該投資組合內之個別基金，並提供消費者投資於個別基金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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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須花費與價格之資訊。 

(2) 業者應清楚告知投資人投資組合之風險等級係依相關法令規定

之方式計算得出，及該風險等級之限制、基金投資組合列為此

評級之原因及其他重要風險。 

綜上所述，本研究建議現階段針對基金投資組合之風險評估方式，

可採方案一及方案二由業者視其實際需求擇一適用，較為簡便可行並能

與現行基金風險評估方式銜接，惟長期的目標上仍應走向方案三的方式，

明定基金投資組合風險值的計算方式，使基金投資組合之風險評估結果

能更為貼近理論以及實際風險。 

本研究所提各方案均係建立於投資組合理論的基礎上，使投資組合

銷售模式具理論上的基礎。惟所提各項方案原則上仍是以投信投顧業者

提供基金投資組合服務作為預設之適用情境，並擴增至信託業、證券商

辦理財富管理業務等其他基金銷售機構所為之基金投資組合服務，惟尚

難將銀行、證券商所提供其他資產配置服務之情形一併納入考量，此涉

及不同金融業之性質及法源仍有所不同，基金投資組合之銷售模式最終

方案的擬定及細部規劃，涉及我國資產管理行業之發展及基金之銷售模

式，有待業者針對日後發展方向共同討論，以擘劃更可行之執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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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金融服務業確保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金融消費者辦法修正條文草案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6 條 

銀行業及證券期貨業提供

投資型金融商品或服務

前，應依各類金融商品或服

務之特性評估金融商品或

服務對金融消費者之適合

度；銀行業並應設立商品審

查小組，對所提供投資型金

融商品進行上架前審查。 

前項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

度之內容，至少應包括金融

消費者風險承受等級及金

融商品或服務風險等級之

分類，以確認金融消費者足

以承擔該金融商品或服務

之相關風險。 

前條第 2 款及第 10 款商品

以投資組合方式提供服

務，得依所提供金融服務之

特性認定風險等級分類，並

定期檢視其適合度。 

銀行業及證券期貨業以投

資組合方式提供前項服務

時，其人員應基於善良管理

人注意義務進行風險等級

分類並定期檢視其適合度。 

 

第 6 條 

銀行業及證券期貨業提供

投資型金融商品或服務

前，應依各類金融商品或服

務之特性評估金融商品或

服務對金融消費者之適合

度；銀行業並應設立商品審

查小組，對所提供投資型金

融商品進行上架前審查。 

前項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

度之內容，至少應包括金融

消費者風險承受等級及金

融商品或服務風險等級之

分類，以確認金融消費者足

以承擔該金融商品或服務

之相關風險。 

 

 

 

 

 

 

 

 

 

 

 

 

 

 

 

 

 

 

辦理基金銷售者，得以投資

組合為單獨認定風險等級

核算之基礎，爰新增第 3

項。 

 

為明確規範從業人員之義

務，爰新增第 4 項，以維金

融消費者之利益。 

第 6 條之 1 

銀行業及證券期貨業以投

資組合方式銷售第 5 條第

10 款之商品時，應確保金

新增 以投資組合銷售投信基金

及境外基金，應遵循一定之

規定及相關配套措施，爰新

增第 6 條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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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消費者係依銀行業及證

券期貨業所建議之配置比

例建立投資組合。銀行業及

證券期貨業不得允許金融

消費者單獨申購投資組合

內之非屬其風險承受等級

之基金或變更銀行業及證

券期貨業所建議之配置比

例。 

銀行業及證券期貨業以投

資組合方式銷售第 5 條第

10 款之商品時，應揭露投

資組合內個別商品之風險

等級、比例及其內容相關資

訊。 

銀行業及證券期貨業依前

條第 3 項之規定定期檢視

適合度時，如投資組合風險

等級已不符金融消費者申

購當時所進行之適合度評

估，應經金融消費者同意後

調整投資組合或維持原投

資組合。若金融消費者未進

行適合度評估時，則將依原

投資組合繼續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