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   張金龍 先生 
 

 永達保經   尚蘋 

 
人生有永達，萬事皆騰達 

永達尚蘋是您財富管理的one&only 

 

 

富裕一生  
      富足人生 



策劃師簡介~專業證照 

 淡江大學統計系畢業 

 期貨營業員執照 

 證券高級營業員執照 

 投信投顧業務員執照 

 信託業務員執照 

 理財規劃人員執照 

 產險業務員執照 

 壽險業務員執照 

 投資型商品業務員執照 

 IFP財產規劃師 

 大陸保險經紀人執照 

 壽險業最高榮耀MDRT 

 

 

 



實務經歷及得獎紀錄 

 外匯期貨交易員 

 富邦證券業務副理 

 萬通證券分行經理人 

 宏利人壽周年慶競賽副會長 

 宏利人壽年度區經理第一名 

 IFP財產規劃師 

 壽險公會優秀外勤人員 

 永達保經籌備處經理 

 IDA國際龍獎 

 

MDRT百萬圓桌會員 

(2007~2012) 



規劃目的 

退休規劃~ 

   財務自主，富足一生 

教育金規劃~ 

   協助子女完成進修夢想 

家庭美滿計畫~ 

   資產保全，安心移轉 

稅務管理~ 

   合法節稅，企業永續經營 

緊急預備的風險管理 

   現金流量彈性，自主且獨立 
 



資產配置現況~ 

資產種類 金額(所有人) 佔比 

動產:台幣活存   1600萬  (父) 23.5% 

動產:台幣定存   1000萬  (父) 14.7% 

動產:保單現金價值 

(中泰保價75萬) 

(南山保價57萬) 

    132萬  (父)   2.0% 

動產:股票(現值) 

           交割戶活存 

    490 萬  (子女) 

    72.5萬  (子女) 
  8.3% 

不動產:中山區物業(市價)    1600萬  (父) 23.5% 

不動產:松山區物業(市價)    1900萬  (父) 28.0% 

合計 6794.5萬 100% 



資產配置現況分佈圖 



目前資產配置檢核表 



目前資產獨立狀況 



目前年度收支概況 

收支狀況 金額 佔比 

個人收入(22萬/月) 

(加年終6個月) 
   396 100% 

房貸支出(600萬) 

貸款尚餘10年 
   -60 15.2% 

家庭支出(7.5萬/月)    -90   22.7% 

保費支出    -30.7 7.7% 

其他支出(小女兒) 

(1.5萬/月+ 16萬/年) 
   -34 8.6% 

假設所得稅(30%)    -80 20.2% 

年度結餘    101.3 25.6% 

單位:萬 



目前家庭資產負債分佈圖 



                                 家庭資產負債表 
資產     負債     

流動性資產 金額(萬) 比重 短期負債 金額(萬) 比重 

活期存款 1600 23.50% 信用卡     

定期存款 1000 14.70% 消費性貸款     

壽險現金價值 132 2.00% 保單貸款     

其他     其他 
 

294.7 
 

33% 

◎流動性資產小計 2732 40.20% ◎短期負債小計 0 0 

流動性投資     長期負債     

股票(上市) 490 7.20% 車貸     

共同基金     自用不動產抵押貸款 600 67% 

其他 72.5 1.10% 
投資性不動產抵押貸
款 

    

◎流動性投資小計 562.5 8.30% 其他     

非流動性投資     ◎長期負債小計 600 

事業股份     負債總計       894.7   100% 

股票(未上市)         理想值 

投資不動產     ●短期償債能力強弱 9.3 >=1 

其他     若數據<1，生活容易 流動性資產除以 

◎非流動性投資小計 0 0 陷入周轉不靈 短期負債   

自用不動產     歐美數據設定為>=1.5     

住宅 3500 51.50%   (脫貧選擇)   

商辦     ●負債比例大小 0.13 <=0.5 

其他     若數據>0.5，容易造成 負債總額除以 

◎自用不動產小計 3500 51.50% 生活壓力過大，顯示資 資產總額   

其他資產     產大部分是舉債購得 (留本計畫)   

汽車     ●生活週轉金充裕度 111 >=3 

黃金     數據<3，太冒險；數據 緊急預備金倍數= 

收藏品/珠寶     >6又太保守；數據>3時，流動性資產除以每月 

其他     建議可將多餘資金挪放 生活開支   

◎其他資產小計 0 0 做其他相對安全的投資 
(每月生活開支約24.6
萬) 

資產總計 6794.5 100% 工具(例如債券……等)     



目前財務狀況~ 

 短期償債能力極強 

 負債比例極小 

 生活周轉充裕度極高 

    

分析及建議～ 

   透過資產負債表分析，短期內雖不會陷入

周轉不靈或有生活壓力過大之情況，若不

小心造成財產受禁止處分與假扣押、假處

分等狀況，九成以上的流動性資產與投資

將無法因應短、長債的支應，而造成資產

配置不當的風險，而解決之道應從配置中

檢核並予部分資產重置！ 

 

 

 

 



說明一： 

 近幾年張老闆公司營運狀況良好，手中

現金及資產持續增加中，身為一位企業負

責人，應注意企業經營中需負擔之~    

 
人生三把火～ 

 稅務管理風險 

 民事責任風險 

 天災人禍風險 

 

對抗財產強制執行及假扣押的風險~ 

 留本計劃之脫貧選擇 

 (保單價值不可沒收) 

              



說明二： 

企業永續經營為客戶主要訴

求，富過三代亦是規劃重點 

錯誤的規劃比不規劃更慘！ 

  (所以要找對專業與工具) 

無論未來子女是否接班，人

退休但錢不退休~富足退休 

長期低利及負實質利率之對

抗，鎖利+保本+履約 

    

 

 

 



 



說明三： 

每年高存量的現金透過保單轉換成

類信託財產的保單現金價值。 

不動產應考量未來持有成本及維持

成本的問題。（公告現值於104年

將調整接近市價） 

以本人為不動產自益信託之委託人，

配偶為受託人，可避免不測之難發

生時的風險(留本留灶計畫) 

 

 



說明四： 

規劃前的保單以保障型為主，

可透過專業之保單健診、活化、

定位與校正再予增減 

此次規劃以累積保價金為主，

整體而言，免稅及不計入資產

具有防火牆效果之保價僅2%，

故依所應有之風控而有大幅提

高之必要。 
 

 



說明五～ 
公司帳務正常化，買回股權 

  利用人頭股東持有公司股權之風險 

 萬一人頭股東不幸身故，他的繼承人是否

願意返還資產？ 

 萬一人頭股東發生債務問題，導致該財產

被人頭的債權人查封！ 

 萬一人頭股東將以取得之股權出售他人。 

 萬一人頭股東獅子大開口，要求“工本費、

遮口費”否則檢舉你，你給不給? 

 萬一人頭股東被其他知情的人向國稅局提

出檢舉，賺取高額檢舉獎金，後果又如何? 

 人頭股東的財力≠金主(原始股東)的財力 

 

贈與稅、遺產稅、所得稅… 
   (與會計師討論如何買回股權確保自身權益) 

 



說明六～配偶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 
確保財產獨立性，可避免夫妻財產被第三者代位求償 



規劃建議~資產重置 
 
現金→保費化→保價化 
 活存現金應預留生活週轉金 

 保守預留半年薪資，200萬 

 兩個女兒的留學基金 

    (每人預估大學4年學費+生活費=500萬)，轉入躉繳萬能 

  終身壽險，宣告利率2.3%，適合短期資金運用。 

 (500萬*2=1000萬) 

 前置資產池~ 

 定存目前為負實質利率，可考慮以萬能壽險部位持有，獲 

  得較高利率(宣告利率2.3%)，並可免除健保二次稅。 

 後置資產池~ 

  萬能壽險部分解約後再分年分次轉入美金保單(預定利率 

  3.5%)  

 末代高利美金保單鎖定高利率 

 繳費期滿後，運用保單部分解約，領取解約金，做為退休 

  終身俸 

 

不動產→自益信託 



美金保單=鎖利+保本+履約 

 



 
 
 

朝陽人壽萬能終身壽險 

 

 

 

 

   

 
 
全球人壽安心360美元增額終身壽險 

 

 

 

 
(運用每年220萬免稅贈與額)假設匯率1:30 

繳費期滿時，張老闆58歲時可退休，每年可領72萬類 

終身俸的保險給付，自己領完，兩個女兒每人每年還 

可領36萬，當生活津貼；保單剩餘價值之身故保險金 

尚可留給第三代或轉入保險金信託之中。 

 

 

 

 

 

 

 

 

 

 

 

 

 

 

 

 

要保人 被保人 受益人 保費*躉繳 

父 長女 父 500萬 

父 次女 父 500萬 

父 父 女、妻 1400萬 

 
 

要保人 被保人 受益人 保費*年期 

父 長女 父 3.6萬USD*10 

父 次女 父 3.6萬USD*10 





 



 



保險商品的優勢及特性 

 唯一不參與遺產分配、不受特留分影響，是受益人的特

有專屬財產 

 唯一不須清償被繼承人所遺留債務之財產 

 可變更名義人(指要保人、受益人)掌控財產的控制權 

 受益人取得完全零時差，沒有繼承等待期 

 同時解決稅、人、分、管四大問題 

 具有履約保證及財務槓桿效果 

 最佳的一筆緊急(應急)之準備金，回填可立刻將應稅、

計入資產轉為免稅、不計入 

 因保單要保人及受益人均可彈性調整變更之範圍，故可

避免成為債務人而被假扣押 

 創造身後的免稅保證收入，是兩代移轉的最佳工具 

 可避免租稅債務禍延子孫，並完成最高效能的資產傳承 

 



 



總結~ 

  過去保險規劃以保障家庭責任風險為主，故以保障型(消費型)商

品為規劃重點，現今透過正確的保單及合法的運用保險法帶來的優勢，

為客戶真正做到富足退休、資產保全、傳承規劃及有效累積財富! 

 

       ~ 機制勝於數字 ~ 

藏，緣自堅定的價值信仰 

富，蘊於曠達的生命氣度 

富人，皆因及早出手， 

方能 

         富 貴 長 傳 

       您財富管理的one&only 

          永達保經 尚蘋  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