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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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會議紀錄 

時    間：102 年 9 月 9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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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施委員憲權、許委員智彥、 
陳委員維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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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出席15人，出席14人，已達法定出席人數) 

列席人員：陳處長昭興、陳處長錦麗、彰化銀行林怡伶、彰化銀行黃瓊娟 

記     錄：黃冠瑜                                
 
壹、主席報告： 

一、 本校退休撫卹儲金 2008-2009 年投資金額因遭遇金融風暴虧損頗多，2010-2012 年已回補

虧損，2013 年本校退休撫卹儲金開始獲利。 
二、 投資報酬率之計算，應為(參考市價+累計配息)/信託金額。 

貳、業務報告： 
依彰化銀行提供之 102 年 8 月 30 日對帳單(附件一)，截至當日，本校目前委託彰化銀行保管

之信託儲金淨值含配息為 60,777,427 元，現金餘額為 693,313 元，本校退撫儲金投資標的之

運作現況，說明如下：    
資料日期：102 年 8 月 30 日 

                                                                     
項目 

投入成本(元) 參考市價 累積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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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8,732   48,732 1.22% 

4,000,000 16,000 

富蘭克林華美第一富基

金 
200,000 

187,769   -12,231 -6.12% 
200,000 1,200 

富達歐洲基金 
5,100,480 

4,762,486 109,836 -277,514 -3.33% 
5,040,000 60,480 

富蘭克林坦伯頓世界基金 
2,691,920 

3,002,458 223,566 332,098 21.28% 
2,660,000 31,920 

富蘭克林坦伯頓成長基金 
6,345,240 

7,189,870 308,756 919,870 19.60% 
6,270,000 75,240 

富蘭克林坦伯頓美國政府

債券基金 
4,024,000 

3,632,562 458,310 -367,438 -2.27% 
4,000,000 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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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投入成本(元) 參考市價 累積配息 損益 投資報酬 
信託金額 手續費 (元) (元) (元) (％) 

元大卓越基金 
201,200 

158,801   -41,199 -20.60% 
200,000 1,200 

保德信大中華基金 
1,438,580 

1,264,289   -165,711 -11.59% 
1,430,000 8,580 

保德信高成長基金 
1,911,400 

1,925,462   25,462 1.34% 
1,900,000 11,400 

聯邦貨幣市場基金 
33,301,589 

33,459,136   157,547 0.47% 
33,301,589 0 

富蘭克林黃金基金 
91,080 

41,954 3,441 -48,046 -49.56% 
90,000 1,080 

合計 
59,322,689 

60,777,427 1,077,501 1,685,838 2.85% 
59,091,589 231,100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  由：有關彰化銀行請本校參加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儲金之各會員填寫「投資風險屬性評量表」

及「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事項」回收狀況及本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儲金

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退儲會）後續運行事宜，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處於本(102)年 6 月 6 日及 7 月 23 日分別以工作聯繫單方式，通知本校參加教職員

工退休撫卹儲金之各會員填寫風險屬性評量表，截至本(102)年 9 月 4 日止，會員繳交

情況如下： 
項目 人數 
積極型 192 
成長型 158 
平衡型 82 
穩健型 29 
保守型 7 
尚未回覆 13 
不繳交 90 
合計 571 

二、本處於本(102)年 8 月 30 日以 e-mail 通知彰化銀行，針對部分會員不願繳交風險屬性

評量表及少數會員之風險屬性評估為保守型請彰化銀行評估並提出說明，該行回覆說

明如附件二，說明第五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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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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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編 幣別 信託金額 參考現值 參考損益 參考報酬率 配息金額

NTD $59,091,589 $59,673,518 $581,929 0.98% $1,103,909

$60,777,427 $1,685,838 2.85%

基金名稱
首購日

停扣迄日
信託金額 單位數 參考淨值日 淨值 參考匯率日期 參考匯率 累積配息金額 參考市值 參考損益

參考

報酬率

富蘭克林華美全債組合－

累積
100/01/05 $4,000,000 305062.8 102/08/30 13.2718 102/08/30 1.0000 $0 $4,048,732 $48,732 1.22%

富蘭克林華美第一富基金 100/01/05 $200,000 7657.8 102/08/30 24.52 102/08/30 1.0000 $0 $187,769 -$12,231 -6.12%

元大卓越基金 100/01/05 $200,000 4841.5 102/08/30 32.8 102/08/30 1.0000 $0 $158,801 -$41,199 -20.60%

保德信大中華基金 098/07/20 $1,430,000 62096.7 102/08/30 20.36 102/08/30 1.0000 $0 $1,264,289 -$165,711 -11.59%

保德信高成長基金 099/01/05 $1,900,000 29054.8 102/08/30 66.27 102/08/30 1.0000 $0 $1,925,462 $25,462 1.34%

聯邦貨幣市場基金 098/11/13 $33,301,589 2597133.94 102/08/30 12.8831 102/08/30 1.0000 $0 $33,459,136 $157,547 0.47%

富達歐洲基金(歐元)
097/06/05 $5,040,000 10971.44 102/08/30 11.01 102/08/30 39.426 $109,836 $4,762,486 -$277,514 -5.51%

含累積配息 $4,872,322 -$167,678 -3.33%

富蘭克林坦伯頓世界基金

累積配息 097/06/05 $2,660,000 5580.536 102/08/30 18.02 102/08/30 29.857 $223,566 $3,002,458 $342,458 12.87%

含累積配息 $3,226,024 $566,024 21.28%

富蘭克林坦伯頓成長基金

－配息 097/06/05 $6,270,000 10881.617 102/08/30 22.13 102/08/30 29.857 $308,756 $7,189,870 $919,870 14.67%

含累積配息 $7,498,626 $1,228,626 19.60%

坦伯頓全球美國政府基金

097/09/05 $4,000,000 13026.268 102/08/30 9.34 102/08/30 29.857 $458,310 $3,632,562 -$367,438 -9.19%

含累積配息 $4,090,872 $90,872 2.27%

富蘭克林黃金基金(累計配息

2688)
100/10/05 $90,000 71.292 102/08/30 19.7100 102/08/30 29.857 $3,441 $41,954 -$48,046 -53.38%

含累積配息 $45,395 -$44,605 -49.56%

彰化銀行指定用途(特定金錢)信託資金投資國內外有價證劵投資標的對帳單

義守－彰銀受託信託財產專戶

統一編號 : 姓名 : 義守－彰銀受託信託財產專戶

 

含配息後之現值及損益(1685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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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儲金管理委員會會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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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依行銷訂約管理辦法規定，應對委託人之投資屬性、對風險之瞭

解及風險承受度進行評估，以確認委託人足以承擔所投資標的之風

險。亦即本行應充分知悉並評估義守大學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儲金管理

委員會(下稱退儲會)之教職員工之投資知識、投資經驗、財務狀況及其

承受投資風險程度，且至少每一年將對委託人重行進行風險承受等級

之評估。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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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經彙整，

員工所填之最低風險承受等級為保守型(即風險承受度低 RR1)者，則退

儲會可投資的商品風險等級限於低度風險等級(RR1)之商品；如風險承

受等級為穩健型(即 RR2)，則可投資之商品風險等級可為 RR2 及 RR1，
以此類推。 

 
四、另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0年 11月 14日金管銀票字第 10000261940

號函核定之「信託業建立非專業投資人商品適合度規章應遵循事項」第

9條規定，信託業受託擔任員工福儲信託之受託人，如所受託投資商品

之風險等級均為最低風險等級商品時，得免辦理風險等級適配。則若退

儲會投資標的之風險等級均為低度(RR1)，本行即可不對員工進行風險

承受等級之評估，否則應一律須向員工徵提「風險屬性評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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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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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退儲會目前投資標的之風險等級如下表所示，併供卓參： 

基金投資標的風險等級 

基金代號 基金名稱 風險等級 

0901 富蘭克林華美全球債券組合基金(累積型不配息) RR2 

0902 富蘭克林華美第一富基金 RR5 

1301 富達歐洲基金 RR4 

1614 鋒裕策略收益基金 RR3 

2121 富蘭克林坦伯頓世界基金 RR4 

2126 富蘭克林坦伯頓成長基金 RR4 

2171 富蘭克林坦伯頓美國政府債券基金(月配息) RR2 

2172 富蘭克林坦伯頓公司債券基金(月配息) RR3 

6622 元大卓越基金 RR5 

7221 保德信大中華基金 RR4 

7233 保德信高成長基金 RR5 

8941 聯邦貨幣市場基金 RR1 

2173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基金(月配息)(美元) RR2 

2101 富蘭克林黃金基金 RR5 

   註：商品風險等級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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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守大學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儲金制度實施辦法部
分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本辦法所提撥之

退撫儲金，授權本校「教

職員工退休撫卹儲金管

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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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請本校人力資源處及

會計處派員列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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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年改選二分之一，第

第五條  本辦法所提撥之

退撫儲金，授權本校「教

職員工退休撫卹儲金管

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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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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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年改選二分之一，第

因應本校組織調整，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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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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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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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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儲會設置及運作實施

要點，由退儲會另訂

之，惟應符合學校相關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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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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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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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儲會設置及運作實施

要點，由退儲會另訂

之，惟應符合學校相關

規定。 
第六條   退撫儲金包括

「本校公提儲金」及「個

人自提儲金」，原有「本

校公提儲金」存於銀行

帳戶內，但不再繼續提

撥。「個人自提儲金」

之提撥以每月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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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條   退撫儲金包括

「本校公提儲金」及「個

人自提儲金」，以每月為

單位，採下列方式提撥：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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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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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公提儲金之提撥金

額比率，得視學校財務

及董事會補助狀況於每

年五月決定下學年度調

整幅度。 

1.教育部私校退撫新制於

99年1月實施後，本校即

停止公提儲金提撥，但

原有公提儲金仍存於銀

行帳戶內，故修正相關

文字，並刪除第1項第1
款及第2項。 

2.文字修正。 



第七條  教職員工自提儲

金，由本校按月自其薪

資中代為扣提存入退撫

儲金專戶。 

第七條  參加退撫儲金須

經退儲會同意後加入。 
  本校公提儲金由人事室

配合學年度預算作業程

序編列於人事預算項

下，並按月於發薪日提

撥存入退撫儲金專戶。 
  教職員工自提儲金，由

本校按月自其薪資中代

為扣提存入退撫儲金專

戶。 

教育部私校退撫新制於 99
年 1 月實施後，本校即停

止公提儲金提撥，故刪除

本條前段條文。 

第九條  凡教職員工依本

校人事相關法規辦理退

休、撫卹、資遣、解聘、

不續聘、免職、或離職

時，由人力資源處通知

退儲會辦理相關給付事

宜。 

第九條  凡教職員工依本

校人事相關法規辦理退

休、撫卹、資遣、解聘、

不續聘、免職、或離職

時，由人事室通知退儲

會辦理相關給付事宜。 

因應本校組織調整，文字

修正。 

第十二條  現職教職員工

欲中途加入者應於每年

八月或二月期間申辦

之，並於加入當月生

效。新進人員申請加入

者，以到職日之次月生

效。 
凡申請志願退出者，應

於每月十五日前以書面

申辦之，並自次月份起

停止扣提個人自提儲

金。退出後須滿一年始

得再申請加入。 

第十二條  現職教職員工

欲中途加入者應於每年

八月或二月期間申辦

之，並於加入當月生

效。新進人員申請加入

者，以到職日之次月生

效。 
凡申請志願退出者，應

於每月十五日前以書面

申辦之，並自次月份起

停止提撥本校公儲金或

扣提個人自提儲金。退

出後須滿一年始得再申

請加入。 

刪除提撥公提儲金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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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儲金制度實施辦法修正草案 

                                                                              

 

 

 

 

 

 

 

 

 

 

第一條    義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吸引及留住優秀人才，並增進教職員工福利、激勵

工作士氣及保障教職員工退休後生活，特訂定義守大學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儲金制度實

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為辦理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儲金（以下簡稱退撫儲金），特設立退撫儲金專戶，

並委由指定金融機構辦理信託管理。 

退撫儲金之提存、給付與管理運用，依本辦法及本校相關規章辦理。 

第三條    本辦法名詞定義如下： 

一、本校公提儲金：指本校為參加退撫儲金之教職員工提撥之提存款。 

二、個人自提儲金：指除參加公提儲金外，個人又自行提撥之提存款。 

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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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條    本辦法所提撥之退撫儲金，授權本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儲金管理委員會」（以

下簡稱退儲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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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邀請本校人力資源處及會計處派員列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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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改選二

分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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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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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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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儲會設置及運作實施要點，由退儲會另訂之，惟應符合學校相關規定。 

第六條    退撫儲金包括「本校公提儲金」及「個人自提儲金」，原有「本校公提儲金」存

96年 4月 11日 9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通過 

96年 5月 28 日董事會核備 

97年 1月 16日 96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7年 1月 18 日董事會核備 

教育部 97.3.3台人（三）字第 0970017034號核復：請秉權責自行核處 

97年 11月 5日 9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7.11.14.第八屆第二次董事會核備 

O 年 O月 O日校長核定後通過 

O.O.O.第 O屆第 O次董事會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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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銀行帳戶內，但不再繼續提撥。「個人自提儲金」之提撥以每月為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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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條    教職員工自提儲金，由本校按月自其薪資中代為扣提存入退撫儲金專戶。 

第八條    教職員工於停聘、停職或留職停薪期間，學校不提撥公提儲金，個人自提儲金得

繼續提撥或停撥，俟復職後之月初起，再行恢復公提及自提儲金之提撥。停聘、停

職及留職停薪期間年資，不列入服務年資計算。 

第九條     凡教職員工依本校人事相關法規辦理退休、撫卹、資遣、解聘、不續聘、免職、

或離職時，由人力資源處通知退儲會辦理相關給付事宜。 

第十條    教職員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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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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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退出退儲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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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退出個人自提儲金，但繼續參加公提儲金：個人自提儲金連同收益一次提

領；公提儲金則繼續運作至退出退儲會時，依前四款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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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項第三至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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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條    參加退撫儲金之會員，授權退儲會執行各項投資，其投資計畫內容於本校「退

休撫卹儲金管理委員會設置及運作實施要點」中規範之。投資結果不論利得或利損，

皆由各會員共同享受與承擔，學校及董事會不保證最低收益及不承擔任何相關責任。 

 參加退撫儲金之教職員工應配合退儲會及學校辦理簽約或換約等相關手續，未

能配合者，退儲會得強制其退出本退撫儲金制度。 

第十二條   現職教職員工欲中途加入者應於每年八月或二月期間申辦之，並於加入當月生

效。新進人員申請加入者，以到職日之次月生效。 

凡申請志願退出者，應於每月十五日前以書面申辦之，並自次月份起停止扣提

個人自提儲金。退出後須滿一年始得再申請加入。 

第十三條    參加退撫儲金之教職員工，除為償還積欠本校之債務外，不得將其領受退撫儲

金之權益轉讓、質押或以其他方式處分。 
第十四條    教職員工請領其退休基金之權利，自請領之日起五年內因不行使而消滅。 

第十五條    教育部私校退撫新制實施時，本校得配合調整或終止本辦法，原有已提撥之退

撫儲金權益應予保障。 

第十六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本校及退儲會相關規定。 

第十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送請校長核定並報請董事會同意後公告實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