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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108號 9樓      施羅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8723-6888傳真:(02)8780-9938                印鑑卡暨開戶約定書   
 
啟用日期:     年    月    日                                                   戶  號:                    
 

受益人中文姓名  身分證字號或統一編號 

受益人英文姓名 (自然人須與護照拼音相同)           

國籍 : 中華民國    其他:                 (本公司不接受美、加人士開戶) 出生地(國)： 

出生日期/法人成立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未成年法定代理人(父)  未成年法定代理人(母) 

法人代表人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法人登記地址  

通訊地址 同戶籍地址 

法人聯絡人 姓名: 電話: 

聯絡資料 
公司: 行動: 

住家: 傳真:                           (傳真最多可留二支號碼) 

E-Mail  對帳單寄送方式 : 以書面方式寄送   傳真 

傳真交易:以傳真方式辦理基金交易需填寫受益人本人之買回價金約定帳戶，並同意下述所列之傳真交易約定書內容： 
本人(以下簡稱受益人)僅此聲明已詳閱明瞭有關「印鑑卡暨開戶約定書」運作的規定，茲授權並同意以傳真方式辦理施羅德系列開放式基金之申購、買回(轉申購)作業手續並

遵守下列約定事項: 

1. 受益人同意施羅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施羅德投信)基於處理經主管機關核定承辦業務之特定目的，得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個人資料。 

2. 受益人同意成為所認購之施羅德投信系列基金之受益人，謹此聲明已詳閱明瞭所認購施羅德投信系列基金之最新公開說明書及信託契約，並同意受到該等文件對受益人所

認購施羅德投信系列基金之相關約束。 

3. 受益人以傳真方式辦理本系列基金之申購及買回(轉申購)申請，非經受益人另有變更授權之書面通知，施羅德投信得以受益人原留印鑑之傳真辦理申購及買回相關作業。 

4. 如傳真之文件因電話線路、機器故障或其他任何因素致使所顯示之文件內容或受益人印鑑不清楚或無法辨認時，受益人同意施羅德投信於接受受益人另行傳真清楚足以辨

認其內容及印鑑之文件前，施羅德投信得拒絕接受以 傳真方式所作之交易。 

5. 受益人以傳真方式辦理受益權單位買回時，施羅德投信應將買回價金匯入受益人所指定帳戶(買回轉申購施羅德投信其他基金者則匯入該申購基金專戶)。 

6. 受益人傳真申購或買回文件時，應另以電話向施羅德投信基金事務部確認。受益人聲明施羅德投信依受益人傳真指示辦理之交易，如有糾紛，受益人願付一切責任。 

7. 受益人若領取受益憑證，於傳真申請買回時，同意施羅德投信於收到受益憑證正本之日為買回申請日，絕無異議。 

8. 受益人同意以傳真方式辦理施羅德投信系列開放式基金之申購及買回/轉申購作業手續，茲指定將買回價金直接匯入本「印鑑卡暨開戶約定書」之本人買回價金約定帳戶

內，需填寫受益人本人帳號，未指定帳號者視為不同意以傳真方式進行交易。 

買回價金約定帳戶(買回價金約定帳戶需填寫受益人本人名義開立之帳戶方得辦理) ※買回帳戶不敷填寫時，請另填「受益人帳號異動申請書」 

□ 台幣帳戶 
□ 綜合(台幣/外幣)帳戶 
□ 綜合外幣帳戶 
□ 指定外幣帳戶(幣別:          ) 

                     銀行                      分行 

SWIFT 

code____________ 
帳號: 

收益分配帳戶(限受益人本人名義開立之帳戶，每位受益人僅限約定一個台幣/外幣收益分配帳戶) 

如約定「綜合外幣帳戶」者，則僅限約定一個帳戶，投資人無需再個別約定美元或人民幣帳戶。 
如約定「指定外幣(美元/人民幣)帳戶」者，則僅限約定美元/人民幣各一個帳戶。※帳戶不敷填寫時，請另填「受益人帳號異動申請書」 

□ 台幣帳戶 
□ 綜合(台幣/外幣)帳戶 
□ 綜合外幣帳戶 
□ 指定外幣帳戶(幣別:          ) 

                     銀行                      分行 

SWIFT 

code____________ 
帳號: 

受益人聲明事項: 
1. 本人同意以下方之原留印鑑作為日後本帳戶書面之交易指示，如簽章與施羅德投信記錄不符,則相關之申請或交易要求將視為無效。 

2. 有關 FATCA 的美國稅務申報義務:海外帳戶稅收合規法案（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為就業促進法案（Hiring Incentive to 
Restore Employment Act）的一部份，於 2010 年 3 月 18 日制定（「FATCA」）。該法案的條款促使本公司作為一間海外金融機構（「FFI」），可能須要
為 FATCA 的目的而直接向美國國家稅務局（「IRS」）或遵照 FATCA 要求向其他外國機構申報若干持有單位的美國人士的資料，並為此目的收集額外身
份證明資料。未與 IRS 簽訂協議並且不遵守 FATCA 制度的 FFI，可能須就本基金源自美國收入之任何款項及從出售證券產生之美國收益之未扣稅款
項被扣減 30%的預扣稅。為著遵守本公司於 FATCA 下的義務，2014 年 7 月 1 日起本公司可能須要向投資者索取若干資料以確認其美國稅務狀況。如
投資者根據 FATCA 條例屬於美國人士、為美國人士持有的非美國實體、未參與 FATCA 的 FFI 或未提供所需文件的投資者，本公司須要向 IRS 申報這
些投資者的資料。假設本公司遵從該等條例行事，則毋須繳付 FATCA所要求之預扣稅。 

3. 美加人士申購基金需受限於當地法令，因此本公司不接受美、加人士開戶申購基金。凡在本公司開戶並填具「印鑑卡暨開戶約定書」及簽章者，即代表並聲明開戶人不

具有美國聯邦所得稅(US federal income taxes)所指之美國人 (U.S. persons)身分且非代替或是為任何具有前述身分之人士申請。也代表開戶人瞭解:如稅籍身分資料

申報虛偽不實，可能會遭受美國法律的懲處;一旦開戶人的稅籍身分改成為美國公民或居民，必須於 30 天內通知施羅德投信。本公司認為必要時得請開戶人提出 Form W-

9 、Form W-8BEN 或其他適當之證明文件。 

4. 本受益人茲聲明已經詳細閱讀了解及同意本「印鑑卡暨開戶約定書」全部內容，正本交付  貴公司 

   存查，並已自行影印留存，爰蓋用本受益人依受益憑證事務處理規則規定之「原留印鑑」於右下方 

   之原留印鑑欄，以茲前述聲明無訛。 

 

注意事項: 
1. 本開戶資料應由受益人自行以正楷填寫，法人戶請蓋全銜印鑑及登記其代表人印鑑、簽名或使用其 

代表人印鑑、簽名或使用其代理人職章。若您在文件上有任何塗改，請務必於塗改處蓋原留印鑑、 

倘若您於右方的原留印鑑欄位塗改或簽章不清楚時，為維護您的權益及交易安全，請您重新填寫「 

印鑑卡暨開戶約定書」及簽章。 

2. 本開戶約定資料均由受益人詳實填寫並確認無誤。此資料未經受益人同意不得交付第三者作為其他 

用途使用，也不影響受未來之投資決定。 

 

主管:           覆核:           經辦:            收件:                                   103.06. 20 版 

 
 
 
 
 
 
 

 
受益人原留印鑑 

未成年人請加蓋法定代理人(父母雙方)印鑑;法人請蓋公司大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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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蒐集告知書(法人適用) 

施羅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本公司）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稱個資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向 台端
告知下列事項，請 台端詳閱後同意並簽署之： 

一、 蒐集之目的： 

為辦理證券投資信託業務、境外基金相關業務、全權委託投資業務、證券投資顧問業務及其他合於本公司之營業登

記項目或主管機關核淮之業務行為、人事行政管理、與經營業務相關之行銷行為、投資管理、客戶管理、財產管

理、其它金融業務管理、其它諮詢與顧問服務等，以及基於營業目的、風險控管、稽核、客戶服務、管理、資訊提

供、行銷活動推廣、其他合於營業登記項目或組織章程所定業務、金融爭議處理業務、金融監督管理與檢查、其它

依法令規定或法定義務或金融監理之需要及非公務機關依法定義務所進行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包含國際

傳輸)。 

二、 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 

包括足以辨識個人、個人描述、政府資料之中辨識者、辨識財產、家庭情形、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財產、職業、

資格、收入、所得、資產與投資等（如：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聯絡方式等）。 

三、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對象、地區及方式： 

（一）期間：於主管機關許可業務經營之存續期內，符合下列要件之一者：1.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2.

依相關法令規定或契約約定之保存年限(如商業會計法等) 。3.本公司因執行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  

（二）對象：本公司、與本公司有從屬關係之子公司或有控制關係之母公司暨其分公司或集團關係之公司、或與本公

司或前述公司因業務需要訂有契約關係或業務往來之機構(含共同行銷、合作推廣等)或顧問(如律師、

會計師)、獲主管機關許可受讓全部或部分業務之受讓人。金融監理或依法有調查權或依法行使公權力

之機關、證券或期貨交易所、證券櫃檯買賣中心、集中保管公司、同業公會、股票發行公司、交割銀

行、臺灣票據交換所（發放股利）、臺灣總合股務公司等依法令授權辦理股務事務之相關機構及其他經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包含在業務經營上，與監督管理檢查、發行、買賣、徵信、交易、交割、股務

等有關之相關機構，及對前述對象有管轄權之金融監理機構與依法行使公權力之機關及美國國稅局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三）地區：以上所述對象之所在地，含以下 - 獲主管機關許可經營營業登記項目或章程所定之業務，其營業活動

之相關地區及為達蒐集、處理及利用目的所必須使用之相關地區:包含本公司、本公司之分公司、與本

公司有從屬關係之子公司或有控制關係之母公司暨其分公司或集團關係之公司、與本公司或前述公司因

業務需要而訂有契約之機構或顧問等所在之地區、及國際傳輸個人資料需未受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限

制之接收者所在地。 

 (四）方式：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方式所為之利用，包括但不限於:1.書面或電子 2.國際傳輸等。 

四、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規定， 台端就本公司保有台端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利： 

（一）得向本公司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而本公司依法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二）得向本公司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法 台端應為適當之釋明。 

（三）得向本公司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惟依法本公司因執行業務所必須者，得不依 台端請求為

之。 

五、 台端不提供個人資料所致權益之影響： 
      台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 台端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本公司將無法進行必要之審核及處

理作業，致無法提供 台端相關服務。如有任何疑問，請洽詢本公司：02-2722-1868。 
 

台端提供或傳遞之所屬員工或相關人員之個人資料， 台端均已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取得相關人員之書面同意，
並已將前述應告知事項完整傳達予相關人員， 台端業已自行確認並擔保所提供予本公司之資料真實、完整且正確，嗣若
有變動時亦應隨時告知本公司該等變動，且授權本公司於必要時自行更新個人資料。若因 台端所提供之相關人員個人資
料產生爭議，概由 台端負責，與本公司無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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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貴公司向本人告知上開「個人資料蒐集告知書」事項，本人已清楚瞭解。 
 

 
 
 
 
 
 
 
 
 
 
 
 

======================================================================================================== 

 

個人資料為行銷之利用（若未勾選，則視為不同意） 

 

本人□同意□不同意 收到 貴公司基於行銷目的所提供之投資理財訊息、優惠權益或活動通知。但本人日後得隨時依書

面方式通知貴公司取消收閱行銷資料。 

 

受告知人(受益人)：                              

 

統一編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受益人原留印鑑 
請蓋公司大小章 

 
 
 
 
 
 
 
 

受益人原留印鑑 
請蓋公司大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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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羅證券投資信託基金風險預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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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端交易，並充分瞭解下列事項： 

一、 基金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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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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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亦不保證最低之收益，台端申購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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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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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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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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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應審慎詳讀各基金公開說明

書，對其他可能影響因素亦有所警覺，並確實做好財務規劃與風險評估，以免貿然投資而遭到難以承受之損

失。 

         本人同意本風險預告書之內容並已詳閱基金之公開說明書。 

 

======================================================================================================== 

施羅德投信金融商品(境內基金)高收益風險聲明書 

   以投資高收益債券為訴求之基金風險聲明 

1. 信用風險：由於高收益債券之信用評等未達投資等級或未經信用評等，可能面臨債券發行機構違約不支付本金、
利息或破產之風險。 

2. 利率風險：高收益債券對利率變動的敏感度甚高，故可能會因利率上升導致債券價格下跌，而蒙受虧損之風險。 
3. 流動性風險：高收益債券可能因市場流動性下降，市場交易不活絡之情形，而有無法在短期內依合理價格出售的

風險。 
4. 投資人投資以高收益債券為訴求之基金不宜占其投資組合過高之比重，且不適合無法承擔相關風險之投資人。 
5. 若高收益債券基金為配息型，基金的配息可能由基金的收益或本金中支付。任何涉及由本金支出的部份，可能導

致原始投資金額減損。本基金進行配息前未先扣除行政管理相關費用。 
6. 高收益債券基金可能投資美國144A債券（境內基金投資比例最高可達基金總資產10%；境外基金不限），該債券屬

私募性質，易發生流動性不足，財務訊息揭露不完整或價格不透明導致高波動性之風險。 

  基金配息可能涉及之本金之相關風險聲明 

    施羅德投信募集發行之配息型基金的配息可能由基金的收益或本金中支付，任何涉及由本金支出的部份，可能導致
原始投資金額減損。另其配息型基金進行配息前未先扣除行政管理相關費用。本人已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並明瞭詳細
基金配息之相關風險。 

茲聲明本人(投資人)對上述相關風險已充分瞭解，特此聲明。本聲明書同時適用嗣後本人於本類基金之所有投資。本人
亦明瞭且同意基金投資並非絕無風險，基金經理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基金經理公司不負責
基金之績效，本人應自負基金投資之盈虧。 

Customer signature 客戶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原留印鑑)    Date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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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 PROFILE QUESTIONNAIRE 客戶投資風險適格類型評估表 (法人適用) 
 

This questionnaire serves to help you to assess your risk attitude based on your ability to take risk and 

your risk tolerance level. Please answer ALL questions in this questionnaire to best reflect your 

situation and attitudes. If your situation or investment goal changes, you should approach us and update 

your information in this questionnaire for us to re-assess your risk profile. 

此問卷係根據投資人所能承受風險的能力及接受程度以評估投資人的風險適格類型。為確保能夠最有效反映投資人的情況

及投資取向，請您如實回答問卷的所有問題。 

*如投資人的情況或投資目標有變動，應聯絡施羅德投信並更新您的相關資料，以便重新評估您的投資風險承受能力。 

Information provided will be kept confidential. 您所提供的資料將受絕對保密。 

 

Please return a completed questionnaire to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Fund, 

Administrative Dept., 9F, No.108, Sec. 5, Hsin-Yi Road, Hsin-Yi District, Taipei, Taiwan, R.O.C  11047  

請填妥問卷後寄回 110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 108號 9 樓 施羅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事務部 

I. Basic Information 基本資料 

1. Company name   公司名稱  

2. VAT number   公司統一編號  

3. Industry    產業別 □Finance金融業  □Manufacturing 製造業  □Technology科技業 □Telecom Services 

電信業 □Others其他(                    ) 

4. Asset class currently owned 

目前擁有資產類別 

□Real Estate房地產      □Equities 股票    □Bonds 債券  □Mutual funds 投資基

金    □Cash / Deposit 現金 / 存款  □Others其他(                    ) 

5. Sources of funds 資金來源 □Business profit 經營業務利潤  □Dividend / Interest income / Investment income 

股息 / 利息收益 / 投資收益  □Others 其他(                   ) 

6. Reasons of investing 投資目

的與需求(可複選) 

□Short term capital parking  短暫資金停留    □Seek for long term returns            

追求長期投資報酬 □Utilize idle capital 閒置資金運用    □Diversify investment 

allocations 分散投資標的  □Tax savings 節稅   □Others其他(                )  

7. Reasons of account opening 

開戶原因(可複選) 

□Introduced by friends & families 親友介紹 □Attracted by fund performance基金

績效佳   □Firm’s reputation 公司名氣    □Promotion activities 廣告促銷活動  

□Service charge 手續費因素        □Product diversified  selection/uniqueness               

基金產品多元/獨特         □Others其他(                    ) 

II. Risk Profile Analysis 風險評估分析: 

ⅰ  Investment experience and objective 投資經驗及目標 

    Your past investment experience, objective, and investment horizon impact your investment mix and the risk 

tolerance.    您過去的投資經驗、投資目標及投資期限將會影響您的投資組合及可承受風險的程度。 

1. How many years of investment experience does your company have?  

     貴公司有多少年的投資經驗? 

□ Never  從不投資                                                                         ----------1 

□ Less than one year 少於 1年                                                             ----------2 

□ 1 – 5 years  1 –  5年                                                                 ----------3 

□ 6 – 10 years  6 – 10年                                                                ----------4 

□ Over 10 years 超過 10年                                                                ----------5 

2. Level of investment expertise  投資專業程度 

□Invest via recommendations by friends/families 信任的親友推薦就進行投資                          -----------1 

□Little investment experience and unclear understanding of investment  

投資經驗較少，投資時不一定清楚了解                                                               -----------2 

□Have some understanding of financial products and invest when a positive prospect is surfaced. 

對金融商品有概念，只要看好就投資                                                                 -----------3 

□Invest after insightful understanding of products 對金融商品熟悉了解後才投資                     -----------4                                       

□Being an investment professional, invest after in-depth research 

本身為專業人士或機構，深入研究後才進行投資                                                       -----------5 

3. Has your company invested in the following? (Note: Please indicate Yes / No for each of the following) 貴公司

曾否投資於下述商品?(註: 請在下列每個選擇中選取有/沒有) Yes-1 ; No-0 

-Certificate of deposit 定期存款                                                        Yes有□   No沒有□ 

-Bond / Bond fund 債券 / 債券基金                                                       Yes有□   No沒有□ 

-Foreign exchange / Currency linked deposit 外匯 / 外幣連結存款                         Yes有□   No沒有□ 

-Equities / Equity fund / Exchange traded fund 股票 / 股票基金 / ETF                    Yes有□   No沒有□ 

-Derivative products (e.g. options, futures, warrants, swaps)                           Yes有□   No沒有□ 

 金融衍生工具(如期權，期貨，認股權證，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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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What is your company investment objective 貴公司投資的主要目的為何? 

□ Capital preservation 保本                                                                       -----------1 

□ Inflation hedge 抵抗通膨                                                                        -----------2 

□ Dividend yield 股利收益                                                                         -----------3 

□ Capital gain 資本收益                                                                           -----------4 

□ Speculation and earn high return 投機及賺取高回報                                               -----------5 

5. How long does your company plan to invest your money?  

請問貴公司本次預定的投資年期為多久? 

□ Less than one year 少於 1年                                                                     -----------1 

□ 1 – 2 years  1 – 2年                                                                         -----------2 

□ 3 – 4 years  3 – 4年                                                                         -----------3 

□ 5 – 7 years  5 – 7年                                                                         -----------4 

□ More than 7 years  超過 7年                                                                     -----------5 

ⅱ Risk tolerance level風險承受程度 

The level of risks you are prepared to face impacts the type of investment appropriate to you. An investor with 

lower risk tolerance is generally suitable for investing in less volatile products, which is often associated 

with lower expected return.您準備承受的風險程度將影響您適合選擇的投資種類。風險承受能力較低的投資者一般適合投資

在預期回報較低而波動較小的商品。 

6. Which level of investment fluctuation would your company prepare to accept? 

請問貴公司每年可以承受多少%的投資波動? 

□ Fluctuates between -5% and +5% 於-5% ~ +5%之間波動                                    -----------1 

□ Fluctuates between -10% and +10% 於-10% ~ +10%之間波動                                -----------2 

□ Fluctuates between -20% and +20% 於-20% ~ +20%之間波動                                -----------3 

□ Fluctuates between -30% and +30% 於-30% ~ +30%之間波動                                -----------4 

□ Fluctuates between >-30% and >+30% 於>-30% ~ >+30%之間波動                            -----------5 

7. Which type of the following does your company intend to invest? 

請問貴公司打算做哪一種類的投資? 

□ Invest to achieve capital preservation 保本保證的投資                                          -----------1 

□ A portfolio consisted of capital preservation and investments with less than 25% high risk  

   一個包括保本投資及低於 25%高風險投資的投資組合                                                 -----------2 

□ A balanced portfolio consisted of 50% high risk and 50% low risk investments 

   一個包括 50%高風險及 50%低風險投資的平衡投資組合                                                -----------3 

□ A portfolio of high risk investment and investments with less than 25% high risk 

   一個包括高風險投資及低於 25%低風險投資的投資組合                                            -----------4 

□ High risk investment 高風險投資                                                              -----------5 

8. What is your company expected annual average return for long term investment (take one million dollars of 

capital as an example)就長期投資而言，所期望平均年投資報酬率是多少?(以投資 100萬為例) 

□ 1% ~2% (acceptable annual loss form 10,000 ~ 20,000；每年可接受損失 1 ~ 2萬元)           ----------1 

□ 3% ~5% (acceptable annual loss form 30,000 ~ 50,000；每年可接受損失 3 ~ 5萬元)           ----------2 

□ 6% ~8% (acceptable annual loss form 60,000 ~ 80,000；每年可接受損失 6 ~ 8萬元)           ----------3 

□ 9% ~12% (acceptable annual loss form 90,000 ~ 120,000；每年可接受損失 9 ~ 12萬元)        ----------4 

□ Over 12% (acceptable annual loss over 120,000；每年可接受損失 12萬元以上)                ----------5 

 

請依據您的總分對照以下屬於您的投資風險適格分類: 

分數 風險適格類型 定義 

10分(含)以下 「保守型」 顯示您可接受低度投資風險。且不是和具有投資性質的產品； 

此投資產品以追求穩定收益為目標，通常投資於短期貨幣市場，如短期票債券、銀行定存，惟

並不保證本金不會虧損。 

11分~15分 「謹慎型」 顯示您可以接受中低度投資風險，您期待的投資報酬率傾向要求優於三年/中期定存利率，投

資本金/收益較不易因通貨膨脹而抵銷； 

此投資產品以追求穩定收益為目標，通常投資於已開發國家政府公債或投資級之已開發國家公

司債券，惟仍有價格下跌之風險。 

16分~20分 「穩健型」 顯示您可以接受中高度投資風險，您期待的投資報酬率傾向要求優於五年/長期定存利率。投

資本金/收益較不易因通貨膨脹而抵銷； 

此投資產品以追求兼顧資本利得及較高固定收益為目標，通常同時投資股票及債券或投資於較

高收益之有價證券，但也有價格下跌之風險。 

21分~29分 「積極型」 顯示您可接受高度投風險，您期待的投資報酬率傾向大幅超過通貨膨脹率； 

此投資產品以追求資本利得為目標，通常投資於已開發國家股市或價格波動相對較穩定之大區

域內多國股市，可能有很大價格下跌之風險。 

30分(含)以上 「冒險型」 顯示您可以接受非常高度的投資風險，亦期待投資報酬極高的結果； 

此投資產品以追求最大資本利得為目標，通常投資於積極成長型類股或波動風險較大之股市，

可能有非常大價格下跌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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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內基金之風險等級暨適合之客戶風險適格類型一覽表： 

 

基金中文名稱 風險等級 風險收益等級 適合之客戶風險適格類型 

施羅德新紀元貨幣市場基金 RR1 低 保守型、謹慎型、穩健型、積極型、冒險型 

施羅德樂活中小基金 RR5 很高 冒險型 

施羅德全球策略高收益債券基金  RR4 高 積極型、冒險型 

施羅德中國高收益債券基金  RR4 高 積極型、冒險型 

施羅德中國債券基金-配息型 RR2 中低 謹慎型、穩健型、積極型、冒險型 

 

1.根據您所提供的回答，請您加計總分是(         )。參照以上定義，您面對投資風險適格類型為(         )型。 

2.本人同意以上問題如有漏填、誤填為複選、其他無法辨識的情況，或未來需異動或重新評估時，施羅德投信得以電話、

傳真或電子郵件等方式，與本人進行評估或確認。以上分數或風險屬性如因計算或對照錯誤，仍應以貴公司更正及通知之

結果為準。 
Customer Declaration 客戶聲明 
I / We hereby declare and agree that all the information given above is complete, true and accurate, and is given to 

the best of my / our knowledge. 

本人謹此聲明並同意上述所有資料均為完整、真實及準確，並且是盡本人所知而作答。 

I / We acknowledge and agree that information given above shall be used, stored and treated in the same way as other 

data in relation to my account with you. 

本人悉知並同意上述資料將依本人於貴公司帳戶的其他資料以相同方式使用、儲存及處理。 

Customer signature 客戶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原留印鑑)    Date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Please note that signature(s) should match the specimen signature(s) in our records. 請注意上述 簽署必須與我們紀錄內

您所留存的簽字樣本相符。 

Disclaimer 免責聲明: 

This questionnaire and the result is only one of the factors you may take into account when investing. This should not be 

regarded as an investment advice, an offer to sell, or a solicitation to buy any financial products. You should consider 

carefully your investment objective and risk tolerance ability and seek for independent professional advice before making 

any investment decision.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accepts no responsibility or liability as to the 

accuracy or completeness of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in this questionnaire and the result.  

本問卷和結果僅係提供投資人考慮投資的其中一個因素。以上並不應被視為投資建議，要約引誘或徵求購買任何金融產品。投資人應該仔細

考慮投資目標及自身風險承受能力並尋求獨立專業意見，再作出任何投資決定。施羅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對於本問卷提供的資料及

結果的準確性或完整性不承擔任何責任。您所填的個人資料，除金管會或其他法律規定外，本公司將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辦理。 

 

 

 

 

 

 

 

 

 

 

 

 

 

 

 

 

 

 

 

 

 

 

 

FATCA身分聲明暨個人資料申報同意書(身分別辦識_法人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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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受益人您好，為因應美國「外國帳戶稅收遵從法(FATCA)」之規範，請受益人回答以下詢問事項並提供相關證明文件。 

提醒您，倘未回答或回答未完全、或股東有應簽名而未簽名者，本公司會將您列為「不合作帳戶」。 

＊請受益人回答以下詢問事項及加蓋受益人原留印鑑（於此情形，勾選 E 情形且問題(3) 回答”是”者，股東簽名部分應由受益人之

股東簽名）。 

1.您的註冊地在美國 □是  □否 

2.您的註冊地不在美國，請擇一勾選您屬於以下Ａ、Ｂ、Ｃ、Ｄ、Ｅ何種情形： 

 A.本法人為金融機構且已向美國國稅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完成登記，確認參與遵循 FATCA 規

定。本法人之登記號碼(GIIN)為：Own :                        ; Sponsoring :                                 

 B.本法人為金融機構但未向美國國稅局完成上述登記。 

  C.本法人為非金融機構，且為非營利機構(如：慈善機構)。 

  D.本法人為非金融機構，且為有從事實質業務之營利機構。 

 E.其他，請回答以下問題(1)及(2)： 

  (1)前一年度被動所得(註)≧稅前總收入之 50%? 

     【註】係指法人非基於其營業活動所產生之收入（如：股息、利息、房租等） 

    (2)前一年度產生被動所得之資產≧資產總額之 50%? 

    *以上問題(1)或(2)任一項回答”是”者，請繼續回答以下問題(3) : 

    (3)是否有股東為美國籍、美國綠卡持有者、美國長期居民(註)、美國機構，且該名股東之直接或

間接持有股權＞10%？          

     【註】係指當年度在美國境內停留≧183 天者或當年度在美國境內停留≧31 天且(當年在美國境

內停留天數*1＋去年在美國境內停留天數*1/3＋前年在美國境內停留天數*1/6)合計超過

者 183 天者。 

 

 

□情形 A 

□情形 B 

□情形 C 

□情形 D 

□情形 E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以上問題(3)回答”是”者，請該股東填寫相關資料於下表並簽名確認同意本公司為遵循 FATCA，在符合 FATCA 申報
要求時，得依規定將該股東提供及留存於本公司之任何個人資料提供予美國國稅局，以進行 FATCA 相關申報作業，倘
不同意者，本公司會將 貴公司列為不合作帳戶： 

 姓名 地址 美國稅籍編

號(TIN） 

股東簽名 (本人確認同意以上個

人資料同意事項) 

股東一     

股東二     

股東三     
 

＊ 本法人同意日後上述資料如有變更時，將於前述變更後 30 日內通知 貴公司。 

＊ 本法人瞭解，貴公司將基於信賴本人上述回答而進行相關作業。若因回答內容不實、或於上述資料如有變更時未於變

更後 30 日內通知  貴公司，導致貴公司受有損害，貴公司得依法向本人請求損害賠償。 

＊ 本法人同意因前段所述情形或本法人未及時提供貴公司所需之資訊或文件，致貴公司無法確定能否持續遵循 FATCA相

關規定時，貴公司得於符合法令規定之範圍內，採取其合理認為有必要之任何行動，以確保其遵循 FATCA 之規定。 

＊ 受益人需依上述聲明的內容及申請相關文件，依所屬的身分提供下述應檢具文件: 

受益人身分 檢具文件(請擇一勾選) 

 受益人聲明註冊地在美國。 □W-9、□W9-E(美國上市/櫃)、□W8-IMY  

 受益人聲明註冊地不在美國，但屬於情形 A、B、C、D、E  □W8-BEN-E、□W8-IMY、 □W8 EXP 

 受益人聲明註冊地不在美國，但屬於情形 E 之自然人股東 □W-9 + 政府核發身分證明文件 

□W8-BEN + 喪失/放棄美國籍之證明影本  

  此致  
       施羅德證券投資信託股有限公司 

                                        受益人戶號： 

                                        受益人姓名: 

                                        營業事業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聯絡人: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法人開戶應檢附資料一覽表 

 
 
 
 
 
 
 
 

受益人原留印鑑（請蓋公司大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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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人類別 檢附文件 原留印鑑 

1.法人受益人(包

含基金會、醫院診

所、學校、教會、

事務所、廟宇、信

用合作社、委員

會、各類財團法

人…等) 

-經濟部變更登記表(或主管機關登記證照、核准成立、備案或其他登錄

證明文件) 

-統一編號證明文件* (例:統一編號編配通知書)  

-代表人身分證明文件   

-法人開戶授權書(要蓋大小章)正本 

-被授權人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統一編號證明文件須具備之證明項目：統一編號公司名稱代

表人姓名設立地址 

上述文件可提供影本者，詳註(1)說明。 

法人全銜印鑑(不可用簽名)及代表人

印鑑(若代表人非證明文件上所登記

者，請另出具相關證明文件以茲證

明) 

※ 無法取得代表人印鑑，須附上該

法人出具之公文或授權書(須加

蓋法人全銜印鑑及統一編號編配

通知書上之代表人簽名章)。 

※ 如代表人為法人時，則印鑑樣

式：法人全衍印鑑＋其代表人之

法人全銜印鑑＋代表人印鑑（共

三組）。 

2.境內外國法人 -當地政府或主管機關核發之證明或當地稅務機關出具之證明等相關文件 

-統一編號證明文件* (例:統一編號編配通知書) 

-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   

-外幣或新台幣帳戶之存摺封面影本(要確認買回之匯款戶名，非必要) 

-印鑑授權書、有權人簽樣(非必要) 

-法人開戶授權書(要蓋大小章)正本 

-被授權人(或代表人)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統一編號證明文件須具備之證明項目：統一編號公司名稱代

表人姓名設立地址 

上述文件可提供影本者，詳註(1)說明。 

3.境外外國法人 ※應指定經財政部核准係經營保管業務之本國銀行、外商銀行或信託投

資公司擔任保管機構。 

-當地政府或主管機關核發之證明或當地稅務機關出具之證明等相關文件

(註) 

-證券交易之境外華僑及外國人完成登記證明 

-專戶之統一編號編配書 

-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 

-保管機構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   

-代理契約書(非必要) 

-外幣或新台幣帳戶之存摺封面影本(要確認買回之匯款戶名，非必要) 

-印鑑授權書、有權人簽樣(非必要) 

-法人開戶授權書(要蓋大小章)正本 

-被授權人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上述文件可提供影本者，詳註釋(1)說明。 

專戶全銜印鑑(不可用簽名) 

4.銀行特定金錢信

託、集合管理信託

等信託專戶 

※可以戶名後增加分戶名開戶 

--專戶之統一編號編配通知書 

--銀行法人資格證明文件或銀行營業執照  

--銀行負責人或信託部經理身分證明文件  

--印鑑授權書、有權人簽樣(非必要) 

--開戶授權書(要蓋大小章)正本 

--被授權人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專戶全銜印鑑(不可用簽名;可加分戶

名全銜) 

5.投資型保單專戶 1.有專戶之統一編號者： 

 --統一編號編配通知書  

 --主管機關保單核准函或其他證明文件  

 --壽險公司法人格證明文件 

 --壽險公司代表人身分證明文件  

 --開戶授權書 (要蓋授權專戶章)正本 

 --被授權開戶者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2.無專戶之統一編號者： 

2.1以公司戶名後加保單名稱之名義開戶： 

  （統編是用保險公司的） 

  --主管機關保單核准函或其他證明   

  --壽險公司法人資格證明文件  

  --壽險公司代表人身分證明文件 

 --開戶授權書(要蓋授權專戶章)正本 

  --被授權開戶者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專戶全銜印鑑(不可用簽名;可加分戶

名全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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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以保單專戶名義開戶:（統編是用保險公司的） 

   --主管機關保單核准函或其他證明文件 

     (壽險公司法人資格證明文件) 

   --壽險公司代表人身分證明文件 

  --開戶授權書(要蓋授權專戶章)正本  

   --被授權開戶者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上述文件可提供影本者，詳註釋(1)說明。 

  2.3以保單專戶名義並委託保管銀行辦理開戶：（統編是用保險公司） 

   --主管機關保單核准函或其他證明文件 (壽險公司法人證明文件) 

   --保管契約首頁及用印頁影本 

   --壽險公司法人資格證明文件 

   --壽險公司代表人身分證明文件 

   --銀行法人資格證明文件或銀行營業執照 

--銀行負責人或信託部經理身分證明文件  

   --開戶授權書(要蓋授權專戶章)正本 

   --被授權開戶者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3.無專戶統一編號以保銀信託財產專戶統編開戶者: 

  --主管機關保單核准函或其他證明文件 

  --保管契約首頁及用印頁影本 

  --壽險公司法人資格證明文件 

  --壽險公司代表人身分證明文件   

  --銀行法人資格證明文件或銀行營業執照 

  --銀行負責人或信託部經理身分證明文件  

  --開戶授權書(要蓋授權專戶章)正本 

  --被授權開戶者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上述文件可提供影本者，詳註釋(1)說明。 

2.3保管全銜印鑑(不可用簽名式)及

保管銀行經理印鑑或職章。或上列大

小章或印公司全衍印鑑及代表人章授

權書授權專戶章開戶。 

 

 

 

 

3.專戶全銜印鑑(不可用簽名式)及保

管銀行經理印鑑或職章。或上列大小

章授權書授權專戶章開戶 

6.基金專戶 --專戶之統一編號編配通知書 

--主管機關成立或核備核准函或其他證明文件  

--銀行法人資格證明文件或銀行營業執照  

--銀行負責人或信託部經理身分證明文件   

--基金公司法人資格證明文件或營業執照  

--基金公司代表人身分證身分證明文件  

--開戶授權書(要蓋授權專戶章)正本 

--被授權開戶者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上述文件可提供影本者，詳註釋(1)說明。 

統一編配通知書上之登記專戶名稱全

銜印鑑(不可用簽名式) 

※可用簡稱開戶,同時原留印鑑仍可

為全衍印鑑(需檢附信託契約有關簡

稱那一頁)  

 

7.全權委託 --專戶之統一編號編配通知書  

--主管機關成立或核備核准函或其他證明文件  

--銀行法人資格證明文件或銀行營業執照  

--銀行負責人或信託部經理身分證明文件   

--基金公司法人資格證明文件或營業執照  

--基金公司代表人身分證文件  

--開戶授權書(要蓋授權專戶章)正本 

--被授權開戶者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專戶全銜印鑑 

※全委託專戶開戶印鑑授權書須經丙

方(即保管機構)用印授權『原留印

鑑』 

 

8.境外基金 --專戶之統一編號編配通知書  

--主管機關核准函或證交所之境外華僑及外國人完成登記證明文件或其   

 他證明文件  

--銀行法人資格證明文件或銀行營業執照    

--銀行負責人或信託部經理身分證明文件  

--基金公司法人資格證明文件或營業執照  

--基金公司代表人身分證明文件  

--開戶授權書(要蓋授權專戶章)正本 

--被授權開戶者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上述文件可提供影本者，詳註釋(1)說明。 

其在台之代理人及保管機構為同一人

者,其原留之專戶印鑑得以「該保管

機構代理境外投資專戶行使受益人權

利專章」為之 

9.籌備處 --公司名稱及所營事業登記預查申請表  

--代表人身分證明文件  

法人全銜印鑑(不可用簽名式)_及代

表人印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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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開戶授權書(要蓋大小章)正本 

--被授權開戶者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以代表人 ID開戶，如代表人已為本公司受益人，則於 ID後增加英文 

  字母以區分。 

上述文件可提供影本者，詳註釋(1)說明。 

註: 

(1) 上述文件得檢附文件影本，經理公司應向受益人確認檢附之影本與正本相符，被授權開戶者應提示身分證明文件正

本及檢附開戶授權書正本，但同時檢附臺灣證券交易所或期交易核發之登記證明文件者或相關文件經公人認證者，不在

此限。 

(2)經理公司應向受益人以電話或電子郵件或書面函證方式確認屬授權開戶，並於「受益人開戶電話或詢證函查證表」蓋

章與註記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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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羅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開戶授權書 
 

       本公司(委託人)茲委任並授權受託人(被授權人)                   

代理本公司向  貴公司辦理開戶相關作業，與 貴公司之各項交易所生之一切權利、義務及法律

責任均由委託人負全部責任。 

此致 

施羅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委託人(授權人) ：                                        (請加蓋原留印鑑) 

 

統 一 編 號 ： 

 

公 司 負 責 人 ： 

 

 

 

受託人(被授權人)：                                       (請簽名或蓋印鑑) 

 

身 分 證 字 號： 

 

註：請檢附受託人身分證正本 

 

 

 
（以下由施羅德投信人員填寫） 
======================================================================================================== 

受益人開戶電話或詢證函查證表 
  

   若客戶未提示身分證明文件正本供本公司查驗時，請填寫以下註記。待全部完成後，方能受理客戶開戶之申請。 

 

以下請擇一方式查證： 

□已以電話查證方式，與客戶確認其證明文件之影本均與正本相符。 

 

 （查證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時  分；查證人員：         ） 

 

□已以函證方式，與客戶確認其身分證明文件之影本均與正本相符。 

 

主管：        覆核：          經辦：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