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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 週年特刊

三十而立，深切期許

欣逢投信投顧產業在台發展 30週年，首先在此表

達祝賀之意。投信投顧業，是國內發展金融資產管理業

務的重要推手，而三十而立，是人生起飛的關鍵階段，

對投信投顧產業言，亦是如此。在這重要時刻，更需虛

心審視過去，細心擘劃未來。想利用此機會分享對投信

投顧產業未來發展的一些想法與期許：

第一項是守法、重視紀律，共同創造良性循環的產

業環境

誠信是投信投顧產業的核心價值，唯有守法守紀，

一般大眾才放心將金錢委託投信投顧業者進行投資，產

業才能永續經營。未來金管會將持續協助強化業者內控

制度及相關自律規範，以利建立誠信形象及品牌，提升

國內投資人對國內資產管理業的信心。另外，過去投信

投顧業在受託代操業務，常有價格競爭情形，甚至為爭

取業務而犧牲利潤，實不利於整體產業長期發展。我們

期望所有業者能以提供更優質且專業的服務及更好的報

酬率來爭取業務，避免惡性循環，共同創造可以永續發

展的產業環境。

曾 銘宗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

行遠自邇 擘劃未來

放寬業務限制，鼓勵亞太佈局

國立臺北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博士。曾任合

作金庫銀行總經理、金檢局局長、財政部常

務次長、財政部政務次長、台灣金控董事長

等職，兼具金融監理與經營實務經驗，曾被

譽為「最年輕的銀行家」，亦為台灣「最年

輕的金管會主委」。

首長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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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是強化亞洲布局

近年來亞洲國家經濟蓬勃發展，是未來世界經濟發展的中心，隨著這些國家經濟發展，其

中產階級對理財投資需求將會大幅成長，金管會希望不只是銀行、金控及壽險能走出去，也希

望看到投信業走出去，在亞洲市場擁有自己的品牌與人才，亦可考慮透過購併、合資等方式，

強化在亞洲的佈局，希望未來在亞洲國家蓬勃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國內投信業者不要缺席，業

者如果需要協助，金管會將會全力支持。

第三項是強化產品創新

國人儲蓄率一向很高，2012年儲蓄率為 28.16%，2013年第二季儲蓄率更達 29.71%，

可見民間資金充沛。但檢視目前基金市場，國內基金有 622檔，金額為 1兆 9千 500億元；

國外基金達 1,022檔，金額為 2兆 6千 500億元，國外基金規模遠大於國內基金，顯示台灣

民間投資多流至國外。期許投信業者未來能強化產品的創新，讓產品更多樣化，產品線更完

整，吸引更多國內資金透過國內投信進行投資理財，進一步壯大國內資產管理產業。

法規鬆綁  扶植投信發展

金管會為扶植國內投信產業發展，提升國內資產管理業的競爭力，已積極推動相關投信法

規鬆綁，包括：

一、  取消投信基金投資大陸有價證券上限比例之限制；

二、 開放投信事業得募集發行人民幣計價基金，且外幣計價基金得以新台幣收付；

三、 簡化基金審核程序，擴大基金適用申報生效制之範圍；

四、  開放投信發行同時含有新台幣及外幣計價級別之多幣別基金時，其外幣計價級別亦得於

國內募集發行；

五、 開放境外華僑及外國人得於我國次級市場投資境外 ETF；

六、  持續建議四大基金全權委託國外投資代操時，對於國內金融機構可考量另訂標準，或委

託國內全委業者透過複委託方式，與國外資產管理機構合作，讓國內具有海外資產管理

能力之國內本地業者，亦得參與投標政府基金委任投資案件。

台灣資產管理業務經過投信投顧業 30年深刻耕耘，已有相當基礎，展望未來，政府將持

續採取興利及除弊的措施，積極研議放寬投信基金相關限制，以與國際接軌。也期許業者加強

基金商品之創新及開發，滿足投資人多元化投資需求，進而建立基金自有品牌與形象。

本會亦將同時鼓勵境外基金機構深耕國內市場，擴展資產管理業務，期以扭轉目前境內外

基金業者互為競爭的關係，轉化為共生共榮的策略合作夥伴，共同促進我國資產管理市場的國

際化。在這 30年來由業者與政府所共同建立的穩健基礎之上，我們也期待在下一個 30年，

台灣資產管理業能夠更加強盛茁壯，在國際上綻放亮麗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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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長賀詞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 週年特刊

強化老年化社會退休保障 

台灣邁入老年化社會，要如何健全年金制度，讓

無論從事何種行業的國民都有足夠的退休所得安度晚

年是非常重要的事。我從學界到金管會服務，最大心

願是對社會有所貢獻，希望可以為台灣高齡化社會做

點事情。目前金管會與勞委會規劃的勞退自選平台方

案，就是健全年金制度的一個重要工作，規劃上是希

望年底前可完成「勞工退休金條例」修正草案送立法

院審查，希望未來臺灣的勞工除了政府的保證收益之

外，勞工自願提撥的金額也可以透過自選平台上的不

同退休理財商品投資，以提升整體退休所得替代率。

目前社會上有些聲浪認為台灣退休金制度存在

行業不平等問題，因為退休公務人員的所得替代率比

勞工的勞保退休金高很多，所以提議要降低公務人員

的退休給付，但事實上不應該只將退撫制度與勞保比

較，而是應以整體退休金給付為考量。勞保是社會保

險，公務人員退撫制度是雇主退休金制度，這兩個制

王 儷玲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美國天普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博士，現

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委。曾任國立政

治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特聘教授、政大

商學院副院長、中華民國退休基金協會理事

長、第一金融控股公司董事。學術專長為風

險管理及社會保險，擔任副主委後，致力於

台灣年金改革與勞退新制修法，更對金融市

場提出多項創新改革，包括建構勞退自選平

台、保單評鑑、保險公司訂定經營綜合指標

等，期勉為台灣的老年化社會保險制度做出

貢獻，並使金融保險市場更為健全。

善用退休基金資金

活絡產業及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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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適合直接比較，因為目的與功能都不同，而且公務人員為退撫基金所繳的提撥率比勞工

繳的勞保保費高很多。如果把退撫制度加上公保，公務人員必須提撥約薪資的 20%到公保

基金與退撫基金，其中 35%是由公務人員從薪水中自己提撥的（約繳薪資的 7%），所以公

務人員退休時能領到較高的退休金。但勞工部分，勞工從薪資中繳了 8%勞保保費到勞保基

金，其中只有 20%是由勞工自己繳的（約繳薪資的 1.6%），而勞退制度部份，現在勞退新

制改變成帳戶型，只要求雇主強制提撥 6%，勞工雖可以自願多提撥，但提撥率卻很低，所

以整體的退休所得也就較少。

現行制度中行業不公平的問題，主要原因是因為整體所得替代率不對等，要改變這個行

業不平現象，除了改革公務人員退休金制度外，應同時提高勞工在勞退新制的退休所得。目

前政府推動的年金改革版本裡，未來公務人員的退休金制度（公保加上退撫制度）給付上限

是 75%的所得替代率，所以希望未來勞工在勞保加上勞退後，也可以達到約 75%的所得替

代率。為確保勞工退休後也可以領到更充足的退休金，應該鼓勵勞工在勞退新制下多參加自

願提撥，以定期定額儲蓄方式累積更適足的退休金。

勞退自選平台，提供多元退休投資選擇方案

現行勞退新制下勞工可自願提撥 6％到退休金帳戶，雖然這部分可以享有租稅優惠，但

據統計卻僅約 33萬多名勞工額外自提退休金，每年大約只多提 70億元。為協助勞工積極

因應退休需求，鼓勵勞工積極參與勞退制度，增加自願提繳比率，金管會與勞委會積極規劃

勞退自選機制，未來臺灣勞工除了政府的保證收益之外，勞工自願提撥的金額也可以透過自

選平台上的不同退休理財商品投資，以提升退休所得。簡單來說，目前在勞退新制下雇主幫

勞工提撥 6％，由政府的基金操作並保證，未來有了勞退新制自選平台，將提供制度內的退

休理財機制，勞工自己自願提撥部份可以買保險或基金，金管會將會幫勞工在投資選擇項目

上做嚴謹的第一層把關，協助勞工做定期定額的退休儲蓄，建立勞退自選機制的目標是讓勞

工在勞保與勞退下可以達到更適足的所得替代率。

將來勞退自選平台中會提供很多元的退休理財商品，勞工可依自己的年紀與退休理財

需求做選擇。此制度類似美國的「401K養老計畫」和香港的強制性公積金（簡稱強積金或

MPF），以國外經驗顯示，自選投資平台會提供適合退休投資的理財商品，長期而言可望提

供高於定存的報酬率。金管會將會審核並監督投資平台中提供商品的保險公司或是金融機

構，這些公司必須是市場上優質的公司，其經營能力與財務結構必須要十分健全才能通過審

查。在這平台的商品有基金、有年金保險，也會區分出具保證與不具保證的商品，未來平台

上也可以規劃提供長期照護保險，讓老年化社會更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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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 週年特刊

透過退休規劃與理財教育，導正長期退休投資觀念

建立勞退自選平台很重要的目的是希望積極鼓勵勞工儲蓄，並導

正退休投資理財觀念。現在大部分人的理財習慣都是在做低於六個月的

短期投資，不是在做退休理財的長期投資，不但常買錯商品，也在錯的

時間加碼投資股票，或是在錯的時間把錢放到銀行定存。大部分的投資

人因為重視短期獲利，只要股票市場稍微漲一下就趕快贖回，股票市場

跌下來就立即把錢轉入定存，從長期退休投資理財觀點來看，這是錯誤

的。雖然有人可能認為，投資會有風險，擔心辛苦賺來的錢提撥後會虧

損或血本無歸。但大家應該思考的是，投資風險很重要，但退休不足的

風險也很重要，所以必須有正確的投資規劃與資產配置觀念，目前大部

分勞工是處於退休所得不足的情況，應該用正確觀念進行長期退休儲

蓄，要導正民眾的退休投資觀念，退休理財教育很重要。

勞退自選投資機制的中心思想，就是由政府篩選好的退休理財商

品，放在投資平台上，讓勞工做長期退休儲蓄投資。現行在沒有稅賦優

惠下，很多人已自行儲蓄投資，買基金或買保險，可見大家仍有這種額

外的退休理財需求。但是許多人在退休理財時多以短期投資為主，也常

因為佣金而被理專誤導買錯商品，最後只好虧損賠錢。未來希望民眾在

勞退新制平台上，可以透過較好的退休專屬產品累積退休金，又可享有

稅賦優惠。長期而言，透過定期定額儲蓄累積報酬率，且有退休理財教

育的宣導，可降低民眾自己在市場中被誤導或做出不正確的選擇。

總而言之，勞退新制的自選投資機制可以在有稅賦優惠下，讓勞工

進行退休理財，可以購買到經金管會篩選後較適合退休的理財商品，也

可以避免投資錯誤，同時透過專業投資教育來引導勞工進行定期定額的

退休儲蓄，增加勞退新制下的退休金，這對勞工應該是會更好。

退休投資不能只看投資風險，應注重長期資產配置

目前勞退基金因具有保證，投資報酬率無法太高大約是貼近定存利

率，以現在市場的低利率而言，未來所累積的報酬率可能無法對抗長壽

風險與通膨風險。但大部分民眾不放心將錢投入未知的金融市場，但是

投資風險與退休不足風險，哪一個較重要，也是值得大家進一步深思的

問題。退休理財重視定期定額投資與長期的資產配置，早期是累積報酬

王 儷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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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資產可以快速增值，晚期則是要保守以確保資產價值。以 30-35年退休儲蓄期間做適當的

投資佈局，年輕勞工因為離退休很遠可以選擇積極型以追求增值報酬，中年的勞工可以選擇

平衡型，而快退休的勞工應選擇保守型以保護退休資產，如果不會理財或沒有時間做選擇，

可以選擇人生週期基金或具保證的投資型年金保險。以 2008年金融風暴來說，那時如果能

在低檔買入股票或基金的人，一兩年後不但可以回本，還能賺到不錯的報酬率，金融風暴後

一、兩年，整個金融市場反彈回來超過 20%，但市場上許多買基金的投資人那時都全部停

損離開了，或是將錢轉入定存。金融風暴發生後，美國的 401K制度下許多投資人因為知道

在退休金制度下這筆錢要退休才可以領，都會增加提撥率，並選擇投資股票或積極型商品，

因此金融風暴後不久就可以收回本金或享有高於定存的投資報酬率，所以退休金制度的理財

儲蓄計畫是可以協助投資人，以長期投資觀念來佈局以增加長期投資報酬率。

善用退休基金，促進金融市場發展與經濟成長

我也希望能為提升退休基金績效做點事，退休金制度改革與金融市場發展是息息相關

的，台灣有兩兆九千億的社會保險與退休基金資金，應將資金導入國內公共基礎建設與扶植

台灣重要優質產業，才能有效提升我國經濟成長。退休基金的報酬率只要提升 1%，基金的

財務缺口與破產年限可能就可以往後延三到五年，10年後基金就會慢慢離開破產的邊緣。

年金改革的最終目的是讓勞工的退休生活可以適足，台灣目前的金融市場中已有許多專業人

才，如果可以善用退休基金的資金活絡台灣的資產管理產業，這樣同時可以讓退休基金和國

家的經濟成長連結在一起。透過退休基金投資優質產業與公共建設來提高國家經濟成長，澳

洲就是一個很成功的例子，他們有計畫的將退休基金的資金逐年投入國家公共建設與金融市

場，大約每年可以達到經濟成長 3-6%。

未來台灣確定提撥制下的勞退新制與退撫儲金制度應該都可以開放員工自選投資機制，

讓專業優質金融機構可以參與退休金資產管理業務與團體年金保險市場，同時藉由政府篩選

適合長期投資的金融商品，協助民眾做正確的退休理財投資，如此可導引資金留在國內金融

市場，擴大台灣發展資產管理業務空間，以確保國內金融保險市場之穩定發展。為提升國人

老年經濟安全，未來可藉由規劃更多適當的商業保險及退休理財商品，以稅賦優惠協助國人

進行退休理財與保障規劃，透過保險與金融市場專業機制，移轉分攤高齡化社會所面臨之各

項風險，如此不但可以強化我國社會安全體系，提供國人更適足之退休保障，更可以有效降

低政府未來之財政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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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長賀詞
持續協助發展大中華資產管理業務

培植海外操作經驗與實力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 週年特刊

我國投信投顧產業自 72年配合引進外資資金投

資國內股市政策，開放成立第一家投信公司迄今，已

發展 30載。其中 72年至 81年期間為 4家投信事業

寡占時期，之後為提升法人投資國內股市比重及避免

4家投信事業寡占投信產業，於 80年至 81年期間大

幅開放 11家投信新設成立，而後陸續開放全權委託

投資業務及推動 ETF上市交易。

投信投顧事業於 92年底已成為國內投資人重要

投資管道之一，惟當時對該等事業之管理，僅依證券

交易法授權訂定之法規命令予以規範，為健全投信投

顧事業之經營與發展，保障投資人權益，金管會於 93

年將當時相關法規命令所規範事項整合提升至法律位

階，訂定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及 16項相關子法。

於此同時聯合投信事件發生，金管會為健全債券型基

金發展並預防流動性風險，除要求限期處理結構債

外，並推動債券型基金之分流，直至 99年底完成類

貨幣市場基金之轉型。而後陸續推動臺港 ETF相互

掛牌、開放投信事業兼營期信事業募集期貨信託基金

等，以促進我國資產管理產業之發展。

吳 裕群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局長

國立中興大學財稅學系畢業，國立臺灣大學

高階公共管理所碩士，現為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證券期貨局局長。曾任元富證券投資顧

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總經理、行政院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副局長及主任秘書。

具有豐富的證券市場監理及實務資歷，秉持

開放業務及協助業界發展之理念，建置與證

券業者之溝通及協調平台，未來並將朝兩岸

對等開放方向規劃兩岸企業相互掛牌政策，

以協助國內業者走出臺灣，有效擴大資產管

理規模，使我國金融投信投顧產業更能拓展

海外業務、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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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信投顧產業目前面臨問題與挑戰

目前國人投資境外基金金額已超越境內基金規模，國內投信業者面臨基金規模成長較緩、產品創

新與多元性尚待提升、投資研究能力亦須進一步提升等挑戰，故如何強化境內基金管理績效、加強基

金商品之創新及開發，進而建立基金自有品牌形象，並培養國內投信人才之投資研究能力，乃目前國

內資產管理產業亟需努力之方向。

另在臺銷售境外基金之經營成本低，部分境外基金機構僅視臺灣為境外基金銷售地，缺乏長程深

耕規畫，故如何使境外基金機構深化經營在臺資產管理業務、增加其對我國資產管理市場之貢獻度亦

為當前重要之課題。

就投顧事業方面，國內股市參與者結構仍以散戶為主，財經節目提供之投資分析，為廣大投資人

獲得資訊及進行交易決定之參考來源之一，然近年投顧事業及證券投資分析人員於傳播媒體從事證券

投資分析活動及提供證券投資顧問服務之違規情事及投資糾紛頻傳，影響投顧事業整體形象，故投顧

事業亦須強化業務經營之遵法性、自律機制及內部控制，以提升投資人對投顧產業之信心。

對臺灣投信投顧業中長期展望

近來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快速，已成為重要新興市場，國內投信相較於外國投資機構，具有地理及

語言之優勢，大中華市場有機會成為國內投信業者產業發展之利基。有鑒於政府循序推動兩岸金融往

來，金管會亦秉持開放態度，開放多項投資大陸地區之限制，包括取消國內投信基金及全權委託資產

投資大陸有價證券限制、開放投信事業發行人民幣計價或人民幣級別之基金；另一方面由於「海峽兩

岸服務貿易協議」之簽訂，大陸對於我國亦有多項開放措施，包括允許臺資金融機構以人民幣合格境

外機構投資者（RQFII）方式投資大陸資本市場、開放大陸商業銀行從事代客境外理財業務時，得投

資符合條件之臺灣金融產品 (包括投信基金 )，將有助於國內資產管理業者取得人民幣計價商品之發

展先機，故金管會將持續協助國內投信業發展大中華或亞洲資產管理業務，並培植其於海外操作經驗

與實力。

為滿足投資人之資產配置或多元化投資需求，金管會將持續檢討鬆綁相關投信法令限制，以提升

基金之操作彈性，進而鼓勵業者加強基金商品之創新及開發，提升基金商品之多樣性。長期而言，投

信公司應培養具個別特色的投資研究團隊，建立品牌優勢，俾利與境外基金競爭。

對於落實善良管理人責任及維護金融市場秩序方面，投信投顧公會及所有投信投顧公司均責無旁

貸。誠信經營是取得投資人信賴的不二法門，業者未來應落實風控及內控制度之執行，避免再發生損

害委託人權益之不當或不法行為，以確保投資人權益，持續加強內部管理，重新建立投資人對於投信

投顧業的信心，以促進投信及投顧產業的蓬勃發展。

未來發展藍圖

未來金管會將秉持境內、外基金平衡並重之原則，一方面鼓勵境外基金機構深化經營在臺資產

管理業務，落實在臺建立資產管理基地，引進資產管理相關技能與經驗；一方面持續扶植我國投信產

業、強化投信基金發展，協助投信業者走出臺灣市場拓展海外業務，以擴大我國資產管理規模並培育

我國資產管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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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WARD理事長序

前言

國內投信投顧產業走過三十個年頭，從四家老投信時代走

到如今百家爭鳴的盛況；從為了引進外資的〝海外募集型〞基

金發展到如今為了國際化而誕生的各類基金商品；期間投信投

顧公會扮演了產業發展推手的重要角色，未來，還將與業者合

作把國內的投信投顧產業推向國際舞台，創造下一段產業高峰！

投信投顧產業發展現況

台灣的投信投顧業最早開始發展的驅動

力，是為了配合政府政策引進外資、提振國

內股市；隨後為求健全台股投資結構、提高

法人比重，逐步開放、鬆綁法令；更隨著

重視基金投資人權益的完整，進一步開放

投信投顧業的經營範疇和建立相關自律規

範，但隨產業發展逐漸成熟之際，如何積

極引進技術、人才，強化本土投信投顧業

者競爭力成為另一重要課題，而扶植國內

投信得以與境外基金業者並駕齊驅也是政

策發展重點之一。

國立交通大學海洋運輸系畢業，現任富邦投信

總經理兼投信投顧公會理事長。效力投信投顧產業

逾 15年，從統一投信總經理，轉任富邦投信總經

理，期間共擔任 4屆投信投顧公會理事長，不僅致

力為產業爭取發展機會、鼓勵同業自我成長進步，

也積極向政府建言政策、監管方向等，善盡稱職的

溝通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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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人才國際化、產品多樣化發展

在 1980年代，為引進外資，主管機關陸續核准了國際、光華、建弘及中華等四家投信公司與外

資合資設立。四家業者所推出的第一檔基金都是在台灣發行、但於國外募集資金，每一檔的銷售成績

都非常優異。嗣後幾年，政府並未再核准設立新的投信公司，直到 1996年左右全面開放，之後無論

是純本土業者或是純外資都可以申請設立。

 1986年央行為了舒緩新台幣升值壓力，以函令同意銀行以指定用途信託資金方式，代客戶投資

國外有價證券。也就是客戶可以到銀行開戶，指定代購國外基金產品，境外基金就這樣開始進行買

賣。當市場需求漸增，政府便進一步開放台灣投信投顧公司提供客戶顧問服務，建議客戶購買指定用

途信託產品。

這塊市場發展越來越大，但一直未能正式立法。2002年左右，前理事長許立慶啟動設立投信投

顧業法之程序，並納入境外基金總代理制度；2005年，境外基金正式納入管理，過去無法公開行銷

販售，只能依賴顧問推薦，但立法以後就可以公開銷售。

開放至今，境外基金表現很強勢，相對之下本土基金顯得較弱勢，原因是境內基金輸在起跑點

上，因為只有本土產品，但對手卻是帶著國際產品進入台灣。起初台灣消費者對國際市場不熟悉，但

法規鬆綁後，國際產品的吸引力馬上提升；再加上國內政局紛亂，資金便逐漸外流。

 其次，國內人才資質雖然優秀，但是由於戰場太小，缺少發揮空間。台灣最多曾有 40幾家投

信公司，平均每家都有 10幾位基金經理人，但是外匯管制讓他們只能在台股市場中進行操作，直到

2003年中央行放寬投信募集跨國投資基金總額度限制後，投信跨國投資基金規模自 2003年的新台

幣 775億，成長至 2007年的新台幣 6,948億元，成長幅度近 9倍，方加速了國內投信產業人才國際

化及產品多樣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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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發展契機，使大中華區成為業者最佳戰場

在兩岸正式展開官方的金融交流之前，國內主管機關已經從 2008年起逐步開放

對大陸投資的限制，正好讓國內投信產業足以迎戰大中華市場開放後的新時代來臨！

此期間我們向主管機關建議分階段鬆綁，先是在 2008年主管機關開放香港中資

股的投資，也就是台灣完全取消港澳 H股與紅籌股投資限制，再思考進入中國投資的

策略。相較在 2007年之前不得投資大陸有價證券；2007年 11月 19日開放可以投

資基金淨資產價值的 0.4％；2008年 7月開放到可投資 10％；2011年 3月開放 ETF

可以 100％投資中國大陸、其他基金可以投資基金淨資產價值的 30％；到 2012年 9

月 28日完全取消限制。

這一路法令的鬆綁，加上 2009年底，兩岸關係出現重大突破：雙方金融主管機

關展開對話，金管會和中國大陸簽訂海峽兩岸金融監督管理合作瞭解備忘錄，我們看

到轉型契機，因此開始將發展方向及產品市場推向大中華區。

另一方面，中國方面雖然基於 2010年 6月雙方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

議，承諾對符合條件的台資金融機構在大陸申請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資格給予適當便

利，但採高標審核，其中申請者為資產管理機構者，其最近一個會計年度管理的證券

資產不得少於 50億，也因此台灣投信業者僅有 5、6家符合規定。

所以我們也籲請大陸監理單位調整 QFII申請資格標準，終於在 2012年大陸修改

了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境內證券投資管理辦法，將 50億美元規定降為 5億美元，經

過這次調整，國內三分之二的投信業者都可申請 QFII，進入中國投資了。

投信 QFII資格爭取到之後，2012年 8月雙方簽署「海峽兩岸貨幣清算合作備忘

錄」，我立即提出爭取台灣 RQFII的建議。

因為大陸已經提供香港 RQFII，我們也應儘快跟進。台灣如果可以直接以新台幣

兌換人民幣，再用 RQFII直接匯入中國，可以減少換匯成本；從大陸的立場來看，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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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可以直接換匯，不必再透過美元，對中國大陸來說也促進了人民幣國際化發展。因

此兩岸都應該儘快爭取 RQFII，如此對雙方來說都有利。

可以預見未來大中華市場將成為投信投顧業者的最大的機會和挑戰，而伴隨近

10年來投信投顧基金商品開始多元化、國際化發展所累積的實力，在大中華投資市

場大門打開之際，我們正好可以藉此完全展現台灣金融業的獨特的競爭力。所以我很

鼓勵本土產業積極發展中國市場。

未來方向與目標

國內投信投顧產業走過三十個年頭，終於打開大中華市場大門，正是要邁向國際

舞台和國外資產管理業者競爭，未來不但要持續健全產業品質、擴大業務範圍、創新

商品發展，更要把眼光放遠，朝退休金市場等長線資金拓展，讓國內的投信投顧產業

在國際化過程中持續壯大，迎接下一個三十年。

立足亞洲，挑戰全球

近年來，公會努力的目標，是對內促進政府放鬆管制、對外發展大中華區的產

品、投資。還要再努力之處是吸引資金回流。只是只要外匯仍有管制，這部分就不容

易；再加上很多衍生性金融商品無法在台發行，私人銀行業務便不會遷回台灣。

至於近來討論的自由經濟示範區離境券商業務（OSU），我很贊成，業者想要拓

展什麼市場、發展哪些產品，政府實無須多加管制設限，應該落實負面表列管理模

式，就像香港一樣，這樣國外業者才會更願意來台投資，對於本地經濟也有貢獻。

台灣的產業想要往國外走，政府就該鼓勵他們勇於面對國際挑戰；但業者也不

能好高騖遠，以為馬上就可以站上世界頂端。每家公司都要思考自己的技術與發展利

基，我認為大方向可以將華人經濟區當作立足點，無論是新加坡、馬來西亞或印尼

等，只要有能耐，都可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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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台灣財團的實力都相當不錯，等到搶佔一席之地之後，就有空間可以談購併，只

是買現成資產並不難，最重要的挑戰是管理的問題。但我相信，我們能做台灣的基金，就能

做亞洲與歐洲的基金，所以無論如何都要跨出去，初期先把總部設在台灣，做好全亞洲的生

意；等業務穩定，再籌設歐、美分部，到時候只需要在當地「買軍隊」即可。    

積極推動勞退基金自選機制，拓展國內市場

由於台灣社會老齡化速度很快，因此每個人都要建立正確的投資觀念，學習如何讓一輩

子的收入，可以支持整個人生所需花費，並瞭解投資不只是賺取短期獲利與滿足的工具。

近兩年，公會努力推動開放勞工退休金自選機制，就是希望勞工正視長壽風險和退休規

劃的重要性，透過國內投信投顧業者的專業來投資管理長期的資金，以追求較符合退休所需

的報酬，期望勞委會與金管會可以儘快協助立法完成。

投信投顧公會建議勞退新制增設「公、民營並存」之「自選機制」，除加入退休金計畫

的勞工預設選擇由政府提供的「保證基金」之外，對於具理財概念、願意就個人特殊需求選

擇其他商品者，也提供民營基金由勞工自行選擇。

也就是說，如果勞工不擅長理財、理財資訊相對弱勢，或是年齡稍長臨屆退休、或財務

運作較保守者，可以選擇由政府管理與操作的「保證基金」，提供兩年期定存收益保證；而

具有理財經驗、年齡較輕、財務規劃較積極的勞工，可以自己選擇放棄政府保證加入各式民

營基金，來組合適合自己財務狀況的退休理財規劃，有效提升投資效益，同時也讓投信投顧

業的專業得以發揮，對民眾的退休計畫有所貢獻。

如此一來，這種長期而穩定投資的退休型資金投入資本市場以後，除了可以壯大金融市

場發展，也可以強化長期投資產品的影響力，減少短線炒作，也有助於股市穩定。

從客戶端來看，也可有自由選擇基金公司、產品與服務的權利；從政府端來看，既然要

求人民自存退休金，就必須負責審查上市的保險年金、退休基金等各種產品，盈虧則由投資

人和基金公司自負，政府只須監管這些公司的經營，在競爭壓力下，產品只會越來越好，因

013



為不好的產品只會失去客戶，最後被市場淘汰。此外，我們也建議開放自選初期能採取雙軌

並行制度，也就是公司提撥的部分先交由政府管理、個人自提部分則交由個人自行選擇，以

漸近方式推動，以免在制度立即轉換、配套措施未盡完善下，導致市場混亂。

健全投顧業體質，擴大投顧業務範團

投顧業方面，目前國內一百多家投顧公司，經營的形態迥異，大致可分為四大類：第一

類是擔任境外基金總代理人或協助總代理人的投顧，幾乎都是外資在台成立的分公司，業務

重點限於境外基金，業務相當單純。第二類是集團或金控底下的子公司，主要是集團的研究

單位，負責提供研究報告；第三類則是以招收會員提供顧問服務的投顧，又分成有分析師在

電視等媒體解盤或是單純招攬會員。第四類則是業務、定位不太明顯的投顧公司。

我認為投顧業者要長遠發展，必須找出利基點，朝向制度化與大型化發展，經營也要有

策略。公會將持續協助業者爭取擴大業務範圍，例如參考國外獨立理財顧問的概念，讓投顧

從業人員能提供全面性之理財規劃及產品建議，而不僅限於有價證券的投資顧問如此狹隘的

範圍，以及放寬人員兼任的不合理限制。

而在提升經營品質及產業形象方面，公會也將研議一般投顧業務內部管理制度標準規

範，分階段設置內部稽核人員之配套措施及研訂內稽制度等，協助業者建立內控機制與強化

管理功能，強化業者自律，增加投資人對投顧業者信心，並提升投顧產業的專業及正面形

象，透過良好的自律與監控機制，健全投顧業體質，以保障投資人的權益。

最後，我謹代表整體投信投顧業者呼籲政府：要提升台灣業者國際化程度，應先讓法規

環境、管理制度國際化，一方面會給台灣業者壓力，一方面也給台灣業者機會，要求業者不

斷進步；盡一切可能鼓勵創新，而投信投顧產業的進步，也才能無可限量。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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