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務策劃書摘要 

 張金龍先生我們已經瞭解和檢視您們個人與家庭、公司的整體財務狀況，為您

們清晰釐訂財務策劃目標，並向您們提出達到平衡開支及規劃完善退休生活的理

財目標之財務建議。 

您的公司狀況：張金龍先生現年48歲，開設御龍(股)公司,其公司業務為代理法‵義

等歐洲服飾及精品品牌並批發給服飾精品店，且在台北SOGO以及新光三越設有

專櫃販售服飾及精品 

營運狀況: 

公司營運狀況除 2008 年及 2009 年受金融海嘯影響，營業額負成長外，近 2 年

每 年公司營業額皆有 5-8%的正成長。2011 年批發部門接受訂單額度達 2 千 3 

百萬 元，淨利約 16%。百貨專櫃零售額，新光三越營業額約 830 萬，SOGO 約 

1000 萬，百貨公司專櫃費用抽成營業額之 20%，公司淨利約有營業額的 26%。 

 

 



參考依據: 

 

 

 

 

 

 

 



您的家庭背景: 

婚姻狀況 單身   已婚    

（備註）    已離婚 3 年，目前有一現年 35 歲之陳姓女友，感情穩定準備  

 明年結婚。      

 客戶的準未婚妻先前任職於  SOGO，因工作接觸而相識，現時 
 

 月薪 45,000 元，打算明年結婚後離職，轉任負責御龍（股）公 
 

 司百貨專櫃銷售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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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備註 1.     客戶離婚後，大女兒之監護權歸張先生， 目前就讀私立衛 
 

  理高中二年級，小女兒之監護權歸前妻，目前就讀私立衛  

  理國中二年級     

     

 2. 客戶與母親同住，聘僱外傭照顧生活起居  
 

 

 

 

 

 

 



客戶財務狀況: 

1. 客戶擁有銀行活期存款 1,600 萬元（新台幣，下同），定期 1,000 萬元。  
 
2. 目前名下有 2 間房產，一間 35 坪，13 年屋齡，位於台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 南

京東路附近，零貸款，但因進口生意因素有設定銀行信用狀額度 1200 萬。  
 

3. 另一間於 2009 年初購買，位於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33 坪，購入價 1,320 萬

元，屋齡 5 年，目前尚有貸款 600 萬元，年利率 2.1%（採浮動利率），年 期

尚餘 10 年，原為母親及外籍看護同住，於 2012 年開始因母親身體考量， 連

同外傭接回與張先生同住，故暫時空置，正考慮把房子出租。  
 

4. 客戶於 1995 年購買「南山人壽康寧終身壽險」，20 年期，一般身故保障 

200 萬元，意外身故 1,000 萬元，附加癌症加重大疾病保障 100 萬元，

住院日額 2,000 元，手術費用實支實付，最高 10 萬元，年繳 39,000 元，

後因保險業務員建 議加強醫療保障及提高意外身故保障至 2,000 萬元，

於 2003 年以附約方式加購保 險，年增加保費約 28,000 元，保單現值約

為 57 萬元。  
 
5. 客戶於 2010 年購買一張「中泰人壽福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的甲型保單， 

年供 24 萬元，保額 10,800,000 元，保單現值約 75 萬元。  
 

6. 自 2007 年 2 月 1 日起，以兩個女兒的名義開股票戶頭（已有 6 年），

每年贈 與 50 萬元，保守型投資，平均分配買入台積電（股票代號︰2330）

及台塑 （股票代號︰1301）二檔，並且長期持有，現共持有 30 張台積電

加上 820 零股，與及 27 張台塑加上 770 零股，現時股票總值約 

4,900,000 元。並且， 股票戶口內尚有約 725,000 元。  

整理簡表如下: 

 

註: 

據實價登錄目前的資料,估張先生您目前的房地產現價有: 

35(坪) * 45 (萬) = 1,575 萬  (中山區) 

33(坪) * 70 (萬) = 2,310 萬  (松山區) 

資產項目: 價值:(萬元)   

不動產 3885  (實價登錄) 

保險(現值) 132   

新台幣存款(活期) 1600   

新台幣存款(定期) 1000   

股票(含未成年子女)) 562.5 
 

負債 -600   

總資產 6579.5   



家庭收支狀況 

張金龍先生每月為家庭提供薪資收入22萬元，近兩年可領年終獎金132萬元 

 

1. 孝養母親每月  8,000 元。   
2. 外傭每月約 22,000 元（含返鄉機票）。  
 
3. 家用（連水電、飯菜）與其他每月約 35,000 元，從中提撥 5,000 元給大

女兒 作零用金。  
 
4. 有一輛汽車，由公司擁有，相關支出（車輛保險、汽油等）每月約 10,000 

元，由公司支付。   
5. 個人開支（含交際費、交通費等）由公司支付。   
6. 客戶的母親除健保外，沒有醫療保險。  

備註: 前妻的部分，除離婚時已給 1,000 萬元贍養費外，因小女兒與她同住，

每月須支出 15,000 元撫養費直到大學畢業，每半年支出 8 萬元給小女兒付學

雜費。  

目前總收支狀況(每年): 

目前總收支狀況(每年): 金額:(元) 

固定支出(外傭&孝養) 60000 *12 

零用金(大女兒) 5000 *12 

撫養費(小女兒)(ps:尚須支出八年) 15000 *12 

學雜費(每半年) 80000 *2 

勞健保費(含眷屬) 37546 *12 

房貸支出 55480 *12 

贈與(以兩位女兒名義開立股票戶頭) 500000 

保險費用 307000 

總支出 117546 *12+ 80000 *2+55480 *12+ 500000+ 307000 

總所得(稅前) 3960000 



可供儲蓄總額(稅前) 916328 

個人支出(交通費:10000元、交際費) 由公司支付 

 

 

客戶的財務需求 

1. 客戶希望 55 歲退休，可以有安穩的退休生活。  
 
2. 子女教育方面，兩個女兒都希望可以出國唸大學——大女兒個人意願首選

美 國，小女兒個人意願澳洲。  
 
3. 希望在明年結婚前，針對現有的資產以及保障，為所有家人做好詳細規劃， 

更希望可以在能力範圍內給太太更好的生活保障，考慮應否開始規劃資產

轉 移或是否需要做遺產規劃。  
 
4. 目前公司營運穩定，張先生是獨資股東，其他股東都是用張先生的親戚掛名， 

並無實質資金股份，希望可以透過專業的策劃，在公司與個人之間，達到合 

理、合法的節稅。  

所以本人先與您們進行「財務需要分析」（Financial Need Analysis），以掌握您

們的個人資料、選購金融產品的目的、投資目標年期、支付投資項目的負擔能力

等等。然後，本人再為您們進行「風險評估分析」，完成「風險評估問卷」（KYC），

結果顯示您們屬於「積極型」的投資者，特徵是「願意承擔較高程度的風險」。 

（ KYC的結果，顯示投資者的風險承受程度，由低至高共分5項程度，分別為「低」、

「低至中」、「中」、「中至高」和「高」，您們屬於「中至高」程度，可承受

中等程度之上的風險。） 

 

 

 

 



財務建議 

針對張金龍先生未來夫婦倆的財務狀況而言，本人提出以下三項建議︰ 

一.考量利率以及匯率的變化，將公司營運資金及小孩未來出國留學生活所需，

妥善規劃外幣存款及相關商品的投資規劃 

二.針對未來退休安穩生活所需，規劃完善的信託投資與保險需求，來照顧全家

人日常生活所需 

三.在合法及合理的基礎下，對於贈與、資產轉移與遺產規劃及個人與公司稅務

規劃等方面，提供完善建議說明選項供其參考！ 

按您們的「風險評估分析問卷」結果所顯示，您們屬於「積極型」的投資者，「願 

意承擔較高程度的風險」，故此，建議您們考慮以下的「較高程度風險投資組合」，

有關此組合的投資期內變化，本人會為您們密切監察，定期檢討有關組合的是否

要作出資產配置上的調整︰ 

 

後續服務 

1.本人希望與您們能保持緊密的聯繫，若遇上突發事情，本人會第一時間聯絡您

們，以檢視是否需要調整您們的財務安排；而您們若有任何個人資料和家庭狀況

的變動，或有其他財務諮詢，歡迎您們隨時與本人聯絡。 

2.本人很高興成為您們的客戶經理，本人將每月與您們會面，以評估您們的財務

狀況和檢視您們的理財計劃是否有效地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