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務策劃執業準則》(2021 修訂版) 

 

引言 

香港財務策劃師學會採納《財務策劃執業準則》（「執業準則」），務求： 

 

 建立一套執業的水平，讓財務策劃專業人士向客戶提供財務策劃服務時達到學

會的期望； 

 

 建立一套專業準則，以統一財務策劃專業人士提供的財務策劃服務； 

 

 釐清財務策劃專業人士與客戶在財務策劃協議中彼此負上的職責；及 

 

 提升財務策劃程序的價值。 

 

財務策劃是一個程序，涉及制定策略來協助客戶管理財政，讓客戶實現人生目標。財

務策劃程序使用許多與財務策劃有關的活動來覆核客戶的相關狀況，包括目的與目的

之間的矛盾關係。《執業準則》為財務策劃專業人士定下一套專業的執業水平，不管

他們在財務策劃工作上的類別、定位、地點或報酬方法，學會都要求他們受聘提供財

務策劃服務時達到學會合理的期望。香港財務策劃師學會期望在一套全球公認的財務

策劃執業準則之下，所有聘用財務策劃服務的客戶都能夠受惠。 

 

 

《執業準則》的格式 

《執業準則》各自陳述財務策劃程序的其中一環，每一條《執業準則》都附帶一段文

字，解釋該準則的主旨，再根據合理的標準詮釋該準則及說明該準則的應用性。這些

解釋的用意並非要自行建立一套在《執業準則》範圍以外的專業標準或職責。 

 

《執業準則》的用意並非要硬性規定財務策劃專業人士提供哪些服務或展開哪些程序。

財務策劃程序是一個綜合的程序，要因應財務策劃專業人士與客戶之間的長遠關係而

結合幾個步驟及╱或從頭展開。 

 

 



 

 

《執業準則》的應用性 

財務策劃專業人士在制定策略及提出建議時，不但要考慮客戶各方面的財政狀況，也

應該在《執業準則》適用的範圍內依照這些準則。在《執業準則》之中，必然有若干

是適用於綜合財務策劃或其中一項的財務策劃服務（即財務管理、資產管理、風險管

理、稅務策劃、退休策劃及遺產安排）。 

 

第一條準則涉及財務策劃專業人士與客戶建立及界定關係，當財務策劃專業人士向客

戶提供財務策劃或其中的服務時，隨時都適用，能夠為客戶及財務策劃專業人士確立

清晰而恰當的期望。第二條至第六條準則的應用性，因應財務策劃協議範圍而定（在

協議範圍內註明這些準則的應用性）。 

  



 

 

財務策劃程序  相關《執業準則》 

   
1. 建立及界定與客戶之間

的關係 

 1.1: 向客戶講解財務策劃工作及財務策劃專業人

士的能力範圍 

1.2: 釐定財務策劃專業人士能否符合客戶的需要 

1.3: 界定協議範圍 

 

   
2. 收集客戶資料  2.1: 識別客戶的個人及財務目的、需要及優先項

目 

2.2: 收集定量資料及文件 

2.3: 收集定質資料 

 

   
3. 分析及評估客戶的財務

狀況 

 3.1: 分析客戶資料 

3.2: 評估客戶的目的、需要及優先項目 

 

   
4. 制定財務策劃建議及向

客戶陳述這些建議 

 4.1: 識別及評估財務策劃策略 

4.2: 制定財務策劃建議 

4.3: 向客戶陳述財務策劃建議 

 

   
5. 為客戶推行財務策劃建

議 

 5.1: 就推行計劃的責任上達成共識 

5.2: 就推行計劃識別及陳述產品及服務 

 

   
6. 覆核客戶狀況  6.1: 就覆核客戶狀況上的責任及條款達成共識 

6.2: 覆核及重新評估客戶狀況 

 

 

1. 建立及界定與客戶之間的關係 

 

1.1: 向客戶講解財務策劃工作及財務策劃專業人士的能力範圍 

財務策劃專業人士向客戶講解財務策劃程序、財務策劃專業人士的服務範圍、能力範

圍及經驗。 

 

  



 

 

解釋 

與客戶建立關係之初，財務策劃專業人士應與客戶溝通，以識別客戶所表明的個人及

財務目的、需要、優先項目，以及過往的財務策劃經驗。財務策劃專業人士應根據客

戶的廣泛和長期的財務及人生目標來評估其目的{財務策劃專業人士可於《執業準則》

3.2協助客戶界定其目的，並為此進行策劃} 。財務策劃專業人士亦應致力了解客戶尋

求財務策劃專業人士協助之目的，以釐定提供綜合或特定主題的財務策劃。財務策劃

專業人士應協助客戶了解財務策劃程序及財務策劃協議的性質，並提供其專業資格的

資料。這方面的資料包括：財務策劃如何能夠協助客戶實現目標、關於財務策劃專業

人士在提供財務策劃服務時所採用方法的描述，以及有關財務策劃專業人士執照、資

格、經驗及專業知識的資料。財務策劃專業人士必須按適用規定的要求，在與客戶建

立關係之初及財務策劃的過程（如適用或按要求）向客戶披露所有資料。財務策劃專

業人士可就其服務、能力範圍及經驗提供初步資料，亦可在了解客戶的需要後才提供

有關資料。財務策劃專業人士需要與客戶建立了解和互信的關係，以便在探索的過程

展開雙向溝通及分享資訊。 

 

1.2: 釐定財務策劃專業人士能否符合客戶的需要 

財務策劃專業人士與客戶一同釐定前者的服務範圍及能力範圍是否符合後者的需要。

財務策劃專業人士衡量本身的技能、知識及經驗是否足以提供客戶要求或可能要求的

服務。財務策劃專業人士釐定本身是否有任何利益衝突並予以披露。 

 

解釋 

財務策劃專業人士向客戶提供資料，讓客戶釐定是否能滿足其需要。這些資料包括財

務策劃專業人士的技術能力範圍、經驗或向客戶提供服務的方法，從而為雙方提供機

會，以釐定能否建立有效的合作關係。客戶與財務策劃專業人士根據客戶所表明的財

務及人生目標、優先項目及目的，共同衡量財務策劃專業人士及／或其職員是否有合

適的能力、技能及知識去實現客戶的期望。財務策劃專業人士衡量本身是否有利益衝

突而影響他向客戶提供周全的服務。財務策劃專業人士釐定是否有其他情況、關係或

事件引致他與客戶之間或客戶與客戶之間出現利益衝突。財務策劃專業人士應把任何

利益衝突告知客戶。財務策劃專業人士亦應講述如何保護客戶資料的機密性。 

  



 

 

1.3: 界定協議範圍 

財務策劃專業人士與客戶就服務範圍達成共識。財務策劃專業人士在提供財務策劃服

務之前，以書面形式描述協議範圍，包括各方（包括第三者）的責任、協議條款、財

務策劃專業人士的報酬及利益衝突。協議範圍以正當格式書寫在一份經雙方簽署或客

戶明確接受的文件中，並包括一個終止協議的過程。 

 

解釋 

一個經客戶與財務策劃專業人士共同界定的協議範圍，可以為雙方確立實際的期望。

明確及共同界定的期望能支持協議雙方達致成果。財務策劃專業人士與客戶可以協定，

讓協議範圍覆蓋一個或以上（甚至全部）的財務策劃項目（即財務管理、資產管理、

風險管理、稅務策劃、退休策劃及遺產安排）。  

 

財務策劃專業人士與客戶亦可以就聯絡次數、客戶的溝通偏好、財務策劃專業人士應

否採取輔導或其他行為技巧，以及雙方協定為重要的其他項目達成共識。一份書面的

文件，確保財務策劃專業人士與客戶都明白及同意財務策劃協議的條款。財務策劃專

業人士應該在委聘書或披露文件的條款中列明：  

 提供或不提供哪些具體的服務，例如推行計劃及覆核理財計劃；  

 財務策劃專業人士的報酬安排，包括由客戶支付的費用；  

 現存的利益衝突，包括第三者的報酬安排，及同意日後有利益衝突出現時披露那

些利益衝突；  

 財務策劃協議涉及的人士（包括可能存在的法律關係及代理人關係）；  

 確保為客戶資料保密；  

 協議年期；  

 客戶的責任，包括全面及適時披露資料；  

 財務策劃專業人士的責任；   

 終止協議的條文；及  

 客戶向財務策劃專業人士索償及投訴的程序。  

 

可列入正式書面文件的其他資料包括：   

 協議中可能需要尋求的其他專業人士；  

 向客戶提供服務的其他人士的資歷、執照及經驗；  



 

 

 客戶資料在使用上的具體限制； 

 在經任何一方決定、雙方協議或財務策劃專業人士在情有可原的情況下無法繼續

履行其專業責任而終止關係時須進行的程序，以及轉介客戶給另一位專業人士須

採取的步驟；及  

 必須讓客戶充份獲悉的任何其他資料。  

 

在界定協議範圍時，財務策劃專業人士協助客戶釐清短期目的與長期目的，定下先後

次序，並與客戶討論任何看來不切實際的目的的價值及可行性。 

 

2. 收集客戶資料 

 

2.1: 識別客戶的個人及財務目的、需要及優先項目 

財務策劃專業人士在提出及╱或推行建議之前，應該與客戶共同識別協議範圍內有關

客戶的個人及財務目的、需要及優先項目。 

 

解釋 

財務策劃專業人士要明瞭客戶的現況及財務目的、需要及優先項目。客戶的人生目標，

以及其與財務目的的關係，可為財務策劃協議提供指引，也是構成財務策劃協議的基

本元素。除客戶所表明的目標以外，財務策劃專業人士應把握機會發問，從而明瞭客

戶的理財經驗、處理金錢的態度及與財務事宜有關的行為及動機，從而了解這些因素

如何可能影響客戶的財務決策及財務策劃專業人士的建議。  財務策劃專業人士協助客

戶釐清短期目的與長期目的，定下先後次序，並與客戶討論任何看來不切實際的目的

的價值及可行性。 

 

2.2: 收集定量資料及文件 

財務策劃專業人士在作出及╱或推行建議之前，充份地收集協議範圍內有關客戶的定

量資料及文件。 

 

解釋 

財務策劃專業人士盡力收集協議範圍內有關客戶的資料及文件，這些資料及文件必須

完整及準確。部份資料可透過採用合適的科技收集，例如網上問卷或經網上查閱客戶

的財務記錄或銀行帳戶。財務策劃專業人士倚賴客戶及其他來源提供的資料，作為輸



 

 

入分析程序的數據。財務策劃專業人士應向客戶表達收集完整、當時及準確的資料的

重要性。若財務策劃專業人士收集得來的資料不足以制定建議及作為理據，財務策劃

專業人士便應該向客戶表達，解釋這些局限如何影響協議及財務策劃建議。這些局會

導致財務策劃專業人士可能需要修訂協議文件或終止與客戶的協議。 

 

2.3: 收集定質資料 

財務策劃專業人士在作出及╱或推行建議之前，充份地收集協議範圍內有關客戶的定

質資料。 

 

解釋 

財務策劃專業人士收集資料來了解客戶的價值觀、態度、期望及理財經驗。這包括在

整個財務策劃程序中運用主動聆聽、發問、對客戶表現出好奇心及探究精神等有效的

溝通技能，從中釐定客戶的人情世故及財務學識。財務策劃專業人士應明瞭其對客戶

在定質方面的了解是主觀的，而且客戶如何表述，往往會影響財務策劃專業人士對這

方面的了解。 財務策劃專業人士可透過一次溝通或約會，或多次網上互動或面談，向

客戶收集定質及定量資料。財務策劃專業人士與客戶確定定質及定量資料的準確性及

完整性。根據所收集的資料，財務策劃專業人士向客戶分享其對客戶狀況的初步了解。 

 

3. 分析及評估客戶的財務狀況 

 

3.1: 分析客戶資料 

財務策劃專業人士按照協議範圍分析客戶資料，以了解客戶的財務狀況。 

 

解釋 

財務策劃專業人士分析客戶的現況及資料，與客戶攜手就客戶資料或所表明的目標或

目的上有任何明顯的事實遺漏及╱或不一致、含糊不清或差異尋求解決方法。進行分

析的主要目的是根據所收集的資料以識別能實現客戶的個人及財務目標、目的、需要

及優先項目的可行方法。財務策劃專業人士在分析工作中，利用客戶指定而雙方同意

的目的及其他合理的假設，包括客戶的退休年齡、預期壽命、收入需要、風險因素、

投資期及特殊需要，以及通脹率、稅率及投資回報等與經濟有關的假設。一般而言，

財務策劃專業人士亦倚賴資產負債表、現金流量運算、風險狀況及損益表等資料，以

了解客戶的財務狀況。 



 

 

 

3.2: 評估客戶的目的、需要及優先項目 

財務策劃專業人士評估客戶目前財務狀況中的強項和弱項，然後拿來與客戶的目的、

需要及優先項目比較。 

 

解釋 

財務策劃專業人士根據客戶財務狀況及目前的行動方針評估機會、掣肘及風險，釐定

客戶繼續以現時的活動（或修改現時的活動）實現目的的機會。這包括評估客戶應對

突如其來的個人及財務事件的能力。客戶可選擇參與這個過程，並向財務策劃專業人

士提供仍能實現客戶所表明的目的、需要及優先項目的可行的取捨或可接受的其他途

徑的資料。由於客戶的人生狀況或目標會改變，或其偏好會變得更加清晰，財務策劃

專業人士可在整個財務策劃過程中重複進行評估。當財務策劃專業人士識別其他可能

影響客戶實現目的的事件時，他便應與客戶討論。財務策劃專業人士或許適宜修改協

議範圍及╱或取得額外資料。 

 

4. 制定財務策劃建議及向客戶陳述這些建議 

 

4.1: 識別及評估財務策劃策略 

財務策劃專業人士考慮一個或以上適用於客戶現況的策略，務求合理地實現客戶的目

的、需要及優先項目。 

 

解釋 

財務策劃專業人士識別可行的策略來達到客戶明確的目的。財務策劃專業人士向客戶

提供合適的資料，協助客戶了解每一個策略，及它如何合理地處理客戶的目的、需要

及優先項目。在評估策略時，可能涉及講述客戶目的及需要的重要性、優先性及時間

性，考慮多個假設，以及╱或進行研究或諮詢其他專業人士。結果可能是得出一個或

以上的策略，或者對客戶目前的行動方針沒有更改。或會有多於一個的策略能實現客

戶的目的、需要及優先項目。由於專業判斷是很主觀的，所以財務策劃專業人士識別

的策略及結果，或會與其他從業員或顧問的不一樣。  



 

 

 

4.2: 制定財務策劃建議 

財務策劃專業人士根據客戶選擇的策略制定財務策劃建議，務求合理地實現客戶的明

確目的、需要及優先項目。 

 

解釋 

當財務策劃專業人士識別及評估不同的策略及客戶目前的行動方針之後，他便制定一

些可合理地實現客戶目的、需要及優先項目的財務策劃建議。這些建議可能是一項獨

立的行動或一組需要聯合推行的行動，亦可能需要為反映客戶衡量為合理及可行的反

饋意見而作出修改，或者維持目前的行動方針不變。若財務策劃專業人士建議修改，

它可以為一般或特定的修訂。財務策劃專業人士或需建議其客戶修改目的、需要及優

先項目。財務策劃專業人士可運用專業觀察及判斷能力來評估多個策略，以制定建議

及在多個策略間作評估。基於專業意見的性質，財務策劃專業人士制定出來的建議，

或會與其他顧問的不一樣，然而兩者都能合理地實現客戶的目的、需要及優先項目。

在某些情況下，財務策劃專業人士與客戶可選擇根據客戶的目標及對一項行動的可行

性的意見，以及財務策劃專業人士的技術專長，從而共同制定建議。財務策劃專業人

士妥善地記錄這個在財務策劃程序的部份是十分重要的。 

 

4.3: 向客戶陳述財務策劃建議 

財務策劃專業人士陳述財務策劃建議及理據，讓客戶在知情的情況下作出決定。 

 

解釋 

當財務策劃專業人士陳述財務策劃建議時，他協助客戶了解其目前的狀況、對建議起

關鍵作用的因素及假設、建議中的策略的風險，以及這些建議如何影響實現客戶所表

明的目的。財務策劃專業人士避免把其意見陳述為事實。財務策劃專業人士應告知客

戶建議或會因應客戶的個人狀況、經濟狀況及其他狀況的變化而修改。在這財務策劃

程序中的階段，客戶可以評估這些建議是否合適，客戶是否願意執行建議，以及是否

有需要修改建議。當財務策劃專業人士與客戶共同制定建議時，須確保客戶充份參與，

並為初步及最終的財務策劃建議提供反饋意見及作出回應。 

 

  



 

 

5. 為客戶推行財務策劃建議 

 

5.1: 就推行計劃的責任上達成共識 

財務策劃專業人士與客戶就協議範圍內有關推行計劃的責任達成共識，客戶接納財務

策劃建議，認同財務策劃專業人士推行財務策劃建議的能力。 

 

解釋 

財務策劃專業人士與客戶就推行財務策劃建議達成共識，包括為客戶物色產品及服務，

或改變客戶的購物或儲蓄行為等活動。財務策劃專業人士與客戶釐定推行建議的先後

次序、各自的責任及應急方案。財務策劃專業人士確定客戶的理解及取得其知情同意。

財務策劃專業人士可根據他與客戶達成的共識，修改原本界定的協議範圍。財務策劃

專業人士的責任包括：識別各項就推行計劃所需的活動；釐清財務策劃專業人士與客

戶各自的責任；轉介給其他的專業人士，及與他們協調；在客戶授權下向其他人士提

供客戶資料；選擇及購得產品及╱或服務。財務策劃專業人士須就轉介提供理據及轉

介人士的資歷。若財務策劃專業人士純粹為推行財務計劃而受客戶所聘，財務策劃專

業人士應與客戶在協議範圍中以書面清楚界定。這個協議範圍可包括財務策劃專業人

士倚賴由他人提供的資料、分析或建議的程度。 

 

5.2: 就推行計劃識別及陳述產品及服務 

財務策劃專業人士根據協議範圍識別及陳述合適的產品及服務，務求與客戶接納的財

務策劃建議吻合。 

 

解釋 

財務策劃專業人士因應客戶財務狀況而建議合適的產品、服務或行動，以便合理地處

理客戶的目的、需要及優先項目。財務策劃專業人士以專業判斷識別符合客戶利益的

產品、服務或財務行為的轉變，而專業判斷合併定質與定量兩方面的資料。有關產品、

客戶行動或專業服務的建議，可以與財務策劃策略及建議一同陳述。在客戶了解及滿

意所建議的產品及策略後，財務策劃專業人士須取得客戶支持推行策劃建議的承諾。 

 

  



 

 

6. 覆核客戶狀況 

 

6.1: 就覆核客戶狀況上的責任及條款達成共識 

財務策劃專業人士與客戶就覆核及重新評估客戶狀況一同界定條款及達成共識。 

 

解釋 

由於財務策劃程序是一個動態過程，有需要因應客戶的個人狀況、經濟狀況或其他狀

況的變化而需要更新。財務策劃專業人士與客戶共同明白各自的責任，對彼此的責任

達成共識，以確保客戶的狀況得以合適地覆核。在客戶能以實時、持續或綜合方式查

閱其財務數據的情況下，以及客戶與財務策劃專業人士在決策方面協同合作時，覆核

週期可以更加仔細、頻密、互動和持續，不再局限於在訂立財務策劃協議時預先界定

的或固定的覆核時間。財務策劃專業人士與客戶共同界定覆核工作的性質及覆核活動

的範圍，以及各自在過程中的角色及責任。覆核過程可能需要修改原本的協議範圍或

展開一個全新的協議範圍。財務策劃專業人士與客戶定期覆核在實現客戶目標上的成

效，並在有需要時更新或調整財務策劃建議。 

 

6.2: 覆核及重新評估客戶狀況 

若進行覆核，財務策劃專業人士與客戶一同覆核客戶狀況，以評估財務策劃建議在實

現客戶目的上的成效、釐定財務策劃建議是否仍然適合，以及確認共同考慮是否需要

修改。 

 

解釋 

客戶或財務策劃專業人士可基於不同理由啟動覆核過程，例如客戶目的的變化；客戶

希望（再次）確認現時的財務策劃建議；財務環境的變化或客戶狀況或計劃的變化。

財務策劃專業人士可事先安排定期覆核，以確認客戶對財務策劃建議的承諾或在有需

要時調整計劃；覆核過程亦可融入財務策劃專業人士與客戶的持續互動之中。覆核過

程包括：確認客戶與財務策劃專業人士都同意已推行的財務策劃建議、評估財務策劃

建議至今在實現客戶目的上的成效、重新評估當初或其後由財務策劃專業人士作出的

假設的合理性、釐定是否需要因應客戶的狀況或目的的改變而調整財務策劃建議，以

及就任何所需的修改達成共識。 由於客戶的狀況與需要改變了，財務策劃專業人士與

客戶可能要從頭展開財務策劃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