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瞭解客戶問卷-自然人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受益人姓名  英文姓名  身分證字號           

一、基本資訊 

1.申請往來之產品或服務 □公募基金    □私募基金    

2.客戶型態 □新客戶，首次預計申購金額：          元       □既有客戶 

3.是否為外國人士 □否      □是，居留目的：□觀光  □工作  □其他 (必填):         

4.(1)國籍   □中華民國   □其他(必填)：          (若有多國籍亦請註明) 

(2)居住地 □中華民國   □其他(必填)：           

5.婚姻狀況 □未婚          □已婚          □不提供           

6.子女數 □無    □1 位  □2位  □3位   □4位   □5 位(含)以上   □不提供 

7.職業別 

□1.金融業    □2.製造業  □3.軍、公、教人員  □4.醫療業  □5.虛擬貨幣業 

□6.服務業    □7.學生     □8.家管/退休人員   □9.法律及會計服務業 

□10.創作、娛樂及休閒業    □11.銀樓業         □12.博奕、典當、質借業者 

□13.政治人物 □14.軍火業、武器設備業 □15.建築、營建、土木、不動產開發、不動產經紀業    

□16.租賃業   □17.運輸業  □18.廢棄物清除處理及資源回收業    □19.自由業、無業   

□20.貨幣服務業            □21.信託及公司服務供應商   □22.金錢或價值移轉服務業  

□23.支付業務              □24.非營利組織      □25.其他(必填):               

8.任職機構及地址 任職機構：                             ；地址：                  

9.職稱 

□1.上市、上櫃公司負責人        □2.非上市、上櫃公司之公開發行公司負責人 

□3.非公開發行公司負責人        □4.高階管理職務人員           □5.一般主管   

□6.工程師      □7.業務人員    □8.一般職員       □9.保全    □10.警衛   □11.司機     

□12.管理員     □13.清潔人員   □14.臨時人員      □15.教師       □16.公職人員  

□17.領隊/導遊  □18.大使/公使  □19.代表          □20.領事人員   □21.執業律師   

□22.民間公證人 □23.執業地政士 □24.執業會計師    □25.自由業     □26.家管      

□27.學生       □28.退休人員   □29.無業          □30.其他 (必填):                   

10.家庭年收入 
(含薪資、租金、投資收益等收入) 

□100 萬(含)以下          □100萬以上~500萬(含)     □500萬以上~1,000萬(含) 

□1,000萬以上~5,000 萬(含)     □5,000萬以上(必填)：            元 

11.財產總額 
□500 萬(含)以下    □500 萬以上~1,000萬(含)    □1,000 萬以上~5,000萬(含) 

□5,000萬以上~1億(含) □1億以上~10億(含)         □10 億以上(必填)：            元 

12.預計投資金額 
□100 萬(含)以下              □100萬以上~500萬(含)     □500萬以上~1,000 萬(含) 

□1,000萬以上~5,000 萬(含)□5,000萬以上~1億(含)  □1億以上(必填)：            元 

13.財富累積來源 
(可複選) 

□薪資所得 □投資收益 □退休金 □遺產繼承/贈與 □處分不動產 □其他(必填:           ) 

關於上述問卷內容，本人已清楚瞭解， 

確實作答且同意應 貴公司之請求提供其他必    

要相關文件予以佐證。上述資料如有異動，應 

於異動後，向兆豐投信辦理變更。  

受益人原留印鑑： 

經辦：      覆核：         

 

地址：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 167號 8樓之 4 

 

電話：(02)2175-8388 

 

111.10 



 
 

 受益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二、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聲明事項 

項目 聲明事項 
聲明 

是 否 

地域 

1.台端之國籍或居住地是否為台灣?   

2.台端之國籍或居住地是否除台灣以外，還有其他國家或區域? (如勾選是，請說明國家或區域：    )   

3.台端是否具有雙重國籍? (如勾選是，請說明國家或區域：    )   

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 

1.台端是否為現任國外政府之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或家庭成員及密切關係人?   

2.台端是否為現任國內政府或國際組織之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曾任國內外政府或國際組織之重要 

 性政治職務人士、或前述家庭成員及密切關係人？(如：大使/公使/代表/領事人員等) 
  

職業 

1.台端是否為金融機構、不動產經紀業、不動產仲介業之負責人或高階主管?   

2.台端是否為化學原材料及其製品批發業、水上運輸業、金屬切削工具機製造業公司之負責人或高階主管?   

3.台端是否為珠寶銀樓業或高單價商品交易之交易商之負責人或高階主管? 

  (如鑽石、貴金屬、美術品、古董、鐘錶等) (如勾選是，請詳述：    )  
  

4.台端是否為密集性現金業務之負責人或高階主管? 

   (如診所、當舖、百貨公司、餐飲旅館等，如勾選是，請詳述：     )  
  

5.台端是否為執業律師、會計師、公證人、地政士?   

6.台端是否為金融顧問及其他專門職業(如投資顧問業、保險代理及經紀業等)之負責人或高階主管?   

7.台端是否在宗教團體擔任負責人、高階主管或重要職務?   

8.台端是否為投資公司之負責人或高階主管?   

申請往來產品及服務 

 (可重覆勾選) 

1.台端是否為本公司全權委託業務或私募型基金之客戶？   

2.台端是否有考慮購買國內股票型基金、國內平衡型基金、國內貨幣型基金？   

3.台端是否有考慮購買國內 ETF、國外股票型基金、國外平衡型基金、國外貨幣型基金、國外債券型基金、
國外組合型基金、指數型基金？   

開戶與建立業務關係金額 1.台端預計於本公司每年申購金額是否超過 8百萬元?   

交易或支付管道 

(可重覆勾選) 

1.台端是否透過其他通路(銀行、證券等)辦理交易?   

2.台端是否透過網路、郵寄或傳真方式至兆豐投信辦理交易?   

3.台端是否直接至兆豐投信臨櫃辦理交易?   

負面報導 

1.台端是否涉及任何媒體負面報導?   

2.台端是否有任何重大的訴訟正在進行中?   

3.台端投資資金是否涉及貪瀆或濫用公共財?   

關於上述聲明內容，本人已清楚瞭解， 

確實作答且同意應 貴公司之請求提供其他必    

要相關文件予以佐證。上述資料如有異動，應 

於異動後，向兆豐投信辦理變更。  

受益人原留印鑑： 

經辦：      覆核：         
 
 

地址：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 167號 8樓之 4 

 

電話：(02)2175-8388 

 

111.10 



 
投資風險屬性評估-自然人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受益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一、投資風險屬性評估     

風險屬性評估項目  Ａ Ｂ Ｃ Ｄ Ｅ 

1.請問您的年齡（以實歲計） □25-50歲 □51-55歲 □56-60歲 □61-64歲 
□65歲以上 

/25歲以下 

2.請問您的教育程度 □碩士/博士 □大學 □專科  □高中/職 □國中(含)以下 

3.請問您的投資資金來源（可複選） 
□遺產繼承/贈與 □投資收益 

(有價證券等) 

□儲蓄所得 

/營利所得 

□薪資/固定收入 □退休金 

4.請問您的交易目的（可複選） 
□累積財富、追求資

產增值 

□閒置資金運用 □累積子女教育基

金 

□儲蓄 □累積退休金 

5.請問您對理財的認知 

□對金融商品及其

投資風險非常熟

悉，並明白影響

各類金融商品的

風險因子 

□對金融商品及其

投資風險有進一

步認識，並明白影

響股票及債券的

價格因素 

□瞭解金融商品之

基本知識，明白

資產配置的重要

性，並分散投資 

□對金融商品不熟

悉，通常透過親友

或金融專員推介

進行投資 

□對金融商品完全

不熟悉 

6.投資經驗 □3年以上 □2-3年 □1-2年 □1年以下 □沒有經驗 

7.請問您是否「曾經持有」以下任何投

資產品（可複選）  

□選擇權、期貨、衍

生性金融商品 

□股票、國內外股票

型基金 

□外幣、債券、國內

外債券型基金 

□ 貨 幣 市 場 型 基

金 、 保 本 型 商

品、投資型保單 

□現金、銀行存款、

定期存款 

8.投資盈虧對生活之影響程度 □低 □中低 □中 □中高 □高 

9.下列何項最能敍述您對於你未來 12

個月的財務狀況的穩定程度 
□非常穩定 □穩定 □不是很穩定 □不穩定 □非常不穩定 

10.一般情況下，請問您投資後可接受價

格或投資損益的波動範圍 
□+15%或-15%以上 □+15%與-15%之間 □+10%與-10%之間  □+5%與-5%之間 □+3%與-3%之間 

二、投資風險屬性評估結果 
本公司將依據上述風險屬性項目評估結果決定 台端風險屬性類型為積極型、穩健成長型或保守型，可投資產品如下： 

 總分 風險屬性分類 相關說明 可投資之產品風險收益等級 

 35分以上 積極 您願意承受高度的投資風險，以追求較高之投資報酬。 RR1~RR5 

 18-34分 穩健成長 您可以接受較高的投資風險，預期投資報酬率能優於中長期存款利率，並追求合理之投資報酬。 RR1~RR3 

 17分以下 保守 您風險承受度極低，期望避免投資本金之損失。 RR1 

   ＊依據法令規定，本評估有效期間為一年，超過一年需重新填寫評估，否則將僅能申購本公司「保守型」之產品，謹請客戶留意。 
   ＊風險屬性評估結果，係以受益人勾選項目輸入本公司電腦計分結果為依據，評估結果，本公司將另行通知。 

   ＊可投資之產品風險等級範圍可能依據最新法令規定而有所變動。 

三、是否具有下列身分：(1-2請擇一勾選) 
1.□65 歲以上(請續填四)  □教育程度為國中畢業(含)以下  □領有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證明 ， 本人係經審慎評估

後，並確認是以自身真實情況進行勾選，事後經兆豐投信通知評估結果時，會充分了解自身風險承受度， 

並□願意   □不願意  承受相關投資風險和投資結果。（若勾選不願意者，則將您的風險屬性歸於為保守型） 
2.□以上皆非 

四、 請問您目前是否獨居或被照護狀態：□否  □是  

提醒您：若您屬於高齡金融消費者，為保護您的權益，經上述評估屬應強化保護機制者，本公司對您相關交易有檢視或確認及交  

    易後回訪機制。   
※風險預告書 

本風險預告書係依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募集發行銷售及其申購或買回作業程
序」第十七條規定訂定之。 

基金之交易特性與存款、股票及其他投資工具不同，  台端於開戶及決定交易前，應審慎評估本身之財務狀況與風險承受
能力是否適合此種交易，並充分瞭解下列事項： 
一、基金買賣係以自己之判斷為之， 台端應瞭解並承擔交易可能產生之損益，且最大可能損失達原始投資金額。 
二、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惟不表示絕無風險，本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本公司除盡善良管理人之注

意義務外，不負責基金之盈虧，亦不保證最低之收益， 台端申購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 
三、基金交易應考量之風險因素如下： 
（一）投資標的及投資地區可能產生之風險：市場（政治、經濟、社會變動、匯率、利率、股價、指數或其他標的資產之價

格波動）風險、流動性風險、信用風險、產業景氣循環變動、證券相關商品交易、法令、貨幣等風險。 
（二）因前述風險、受益人大量買回或基金暫停計算買回價格等因素，或有延遲給付買回價金之可能。 

四、基金交易係以長期投資為目的，不宜期待於短期內獲取高收益。任何基金單位之價格及其收益均可能漲或跌，故不一定能
取回全部之投資金額。 

五、基金不受存款保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障機制。 
六、如因基金交易所生紛爭， 台端可向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或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提出申訴。 

本風險預告書之預告事項僅列舉大端，對於所有基金投資之風險及影響市場行情之因素無法一一詳述， 台端於投資前除
須對本風險預告書詳加研讀外，尚應審慎詳讀各基公開說明書，對其他可能之影響因素亦有所警覺，並確實作好財務規劃與風
險評估，以免因貿然投資而遭到難以承受之損失。 
若您對上述有任何疑問或欲索取本公司基金公開說明書，歡迎致電 0800-062-668。 

 

 

 

 

 

 

 

受益人原留印鑑 

（未成年人或受

輔助宣告人請加

蓋法定代理人或

輔助人印鑑） 

 

地址：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 167號 8樓之 4 

 

電話：(02)2175-8388 

 

111.10 業務/推介人員:                        評估人員/經辦：                          覆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