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務策劃書 
 

 

客戶 張金龍 先生 

東亞證券 業務經理 江孟昊 

二○一二年十一月九日 

重要資訊 

1. 本人為客戶提供的分析，包含了基於歷史數據而推斷的假設與估計，本人作 

出這些假設和估計時，會採取較保守且適當的判斷，以增加準確性。 

2. 財務策劃書內所提出的任何理財建議，因應未來所發生的事情的不確定性,本

人不保證任何假設和回報會如策劃書所寫發生。 

3. 客戶需留意因執行本財務策劃書內之建議所面對之風險，包括利率、匯率和 

市場等各項風險。 

4. 本人會盡力協助客戶明白此財務策劃書之內容，客戶如有疑問，亦歡迎提 

出。 

5. 本人向客戶所收集的個人資料，將會保密，並小心處理。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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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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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法令依據: 

 

 

 

 

 

 

 



本人所屬公司及本人之背景 

本人目前在香港最大獨資銀行-東亞銀行所100%持有台灣子公司-東亞證券 投

資顧問部擔任業務經理,主要工作為輔導全球前十大資產管理公司-美盛集團的

旗下基金之本地銀行的通路輔導工作;自1996年進入投資市場以來,至今已經邁

進第十六個年頭,期間在市場遭遇的風風雨雨與挑戰,始終堅持陪著客戶一起度過

市場的大跌煎熬與分享多頭來臨時苦盡甘來的成果,也更深刻感受到「人情冷暖,

點滴在心頭!」,雖然自身所學以資訊及管理方面的知識居多,不過,在出社會工作

前幾年均從事與國際貿易的相關工作為主,進而產生對全球經濟運作的濃厚興趣,

也更喜愛上金融領域的工作,在此之後,曾陸續從事了證券營業員(一年)`研究員

(七年)等投資領域的相關工作,更在此期間取得包括高級營業員`期貨信託`結構

債銷售人員及投信投顧業務人員`理財規劃等相關認證的及格證書,並且擁有人

身`產物`投資型保單及非外幣收付之投資型保單等相關保險證照;進而利用自身

資訊專長設計獨特且唯一的『程式轉折指標訊號』,在過往十幾年來對於市場的

預測分析深得長官及客戶肯定,並在過往幾年將近百場大小不一的客戶說明會中

與投資大眾分享,如今更將要結合自身專長優勢服務更為眾多的理專同仁與客戶! 

 

 

 

 



瞭解客戶 

藉由此次資料，本人向您們瞭解財務狀況如下，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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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偶姓名 （現不適用）   年齡  
 

        

供養父母數目  

1 

名（客戶母親）  年齡 

82 

 

      

供養子女數目 

  

名 

 

年齡 

  

 

2 

 

17 

 

      

     

年齡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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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兩年平均可領年終獎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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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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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退休金總額＝預估退休當時的每月薪資×12×所得替代率×（平均餘命－退休年齡） 

所得替代率是指退休後每月所得除以退休前每月收入所得之比例，所得替代率愈

高，表示退休後可享受的生活品質愈好。 

 



 

資料蒐集與分析 

為家庭提供收入年期 :7 年 (現年48歲至55歲退休) 

目前定存為:1600萬 元 

1年期 定存 1.38% 

 

可供儲蓄金額(稅後): 316,128  元 (四捨五入取至整數位)(扣除所得稅) 

 

未考慮通膨: 

10966000 + 2306646 =13,272,646 



 

考量近年的年均通賬率 2.5%  年利率: 一年期定存:1.38% +通貨膨脹率:2.5% 

未來七年家庭收入保障需要為︰ 

 

 

考量通膨因素: 

12716000 + 2487795.5 =  $15,203,796 (四捨五入取至整數位) 

 

 

 

 

 



所得稅率:( 夫妻合併申報)(明年與陳姓女友結婚): 

 

 

# 

考量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 定存利息(每年) (138000-5000) * 2% =2,660 (元) 

明年開始因應物價增長稅準將增加免稅金額以及調整課稅門檻的級距,據估計每

人約可節省約2000元,此部分與定存利息可具有互抵效果,故在計算時未來可儲

蓄金額時,可以暫時不用考慮! (除非法令又改) 

 



另外若單筆累計獎金累計超過每月薪資所得 * 4,則就超過的部分將會被課2%的

健保補充保費,但在預估未來會被課稅的狀況時,大多數公司可能就會選擇以不超

過四個月的年終獎金或是因為景氣的變化來機動調整,未必每一年都領到較好的

獎金水準,所以這層面的考量之下,可以暫時忽略這方面的的因素而做調整。 

(資料來源:聯合報) 

註: 

1. 

 

 

 



2. 

 

 

 

 

 

 

 

 

 

 



3. 

 

 

勞保年金&勞退金 

勞保老年年金是以所有一生中加保最高的60個月平均計算平均投保薪資，年

資在15年以內為一次金，年資一年發給一個月；年資15年以上，則以維持退休

後基本開銷的原則，只能選擇按月領，能領到「平均投保薪資x年資x1.55%」，

年資沒有上限。 

勞退金，請領額度就看勞工個人帳戶退休時有多少。從94年7月起實施的勞退

新制，雇主每個月固定為勞工提撥6%退休金，60歲可開始提領，金額為提撥總

計再加上每年收益分配。與勞保年金相同，年資未滿15年一次領，15年以上月

領。 



客戶:張金龍 先生,若在55歲退休後,只能在60歲時領到一次提領勞保年金: 

43900 * 15= 658,500 

(最大級距投保金額) * (至55歲勞保年資) 

 

 

勞退金: 

雇主預設是沒有勞退金,除非在每月公司支付薪資所得中自行提撥6%至勞退金

帳戶! 

 

 

 

 

 

 

 

 

 

 

 



持有房產分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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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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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考慮把房子出租。 

 

註: 國泰房地產指數 

 

實價登錄: 

 

 



 

 

 

 

 

 

 

 

 

 

 

 

 



現有保單分析: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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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年期 總共須繳保費: 

 

39000*13 + (39000+28000)*7  =  $3,433,00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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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資料來源:中泰人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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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建議: 

(一.)客戶希望55歲退休,可以有安穩的退休生活。 

建議： 

1. 維持公司營運資金所需,善用銀行信用狀額度1200萬,及做好外匯避險措施,如: 

御龍(股)公司若須於六個月後須支付一筆USD1,000,000.-之貨款為例： 

(1) 客戶可預購 六個月期USD1,000,000.-之遠期外匯，訂約時議定

USD/NTD 為 29.3475。意謂貴公司已鎖定進口成本在NTD29,347,500 

(2) 六個月到期時，該客戶依約向銀行售出NTD29,347,500/購入

USD1,000,000。  

(3) 若六個月到期當時USD/NTD即期匯率若如預期地上漲至29.80，由於已

事先預購遠期外匯，本筆交易預計可節省 NTD452,500【＝USD1MIO ×

（29.80-29.3475）】,因貨款成本已固定，到期時USD/NTD即期匯率升或貶，

皆不會改變支付之價金。 

   信用狀是（開狀）銀行依照進口商的請求而開給出口商（受益人）的文書，

開狀銀行承諾在該文書上規定條件下，代替進口商負責支付貸款的責任。 

對進口商而言： 

融通便利：買方中需付貨款的10﹪保證金即可要求銀行開發信用狀而不 需全部

付清貨款。可使買方在銀行承兌匯票貼現利率最低的市場中獲得資金融通的便

利。 

 



1.張金龍先生至您55歲退休尚餘有七年,若未考慮未來通膨因素及可立即動用的

現金款(活期:1600萬),則未來七年內帳面上可用現金為:(1600萬+13,272,646);而

考慮通膨因素的話,帳面上的可用現金須準備 (1600萬+15,203,796);若至55歲

退休之後,再考量所得替代率能至五成之上的水準,方能有較安穩的退休生活: 

則以平均餘命(退休至死亡時間)為30年來計算,目前月薪資收入:22萬元來計算,

則要達到安穩的退休生活共計需要: 4356萬   (22萬*12*0.55*30年),換句話說,

無論考量通膨因素與否? 則產生的缺口約有三成三,若要填補產生的缺口最好的

方式有兩種: 1)積極處分目前手中所持有位於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的房地產,除

了可減少房貸支出外更可以增加可運用的現金部位(處分房地產收益(扣除600萬

貸款)(平均每坪:70萬 * 33坪)  ; 

2)積極投資,且做好分散風險控管,以期能以資產配置做好累積資產收益之效! 

例如: 活期存款:1600萬 (四成當作緊急運用金)+ 至退休前每年約可儲蓄:31.6

萬  : 1181 萬  

建議 股: 債 => 3:7 ,標的如附表: (平均每月增加收益 > 22萬* 0.33) 

 

 



(建議理由): 

若以全球景氣面的判斷來看,可以先參考全球最大貨櫃船公司(Maersk)的走勢來

預估(下圖為自身設計的程式交易圖);以目前狀況來說,可以用一句話來形容:『險

中求勝！』;也就是說,年底之前若全球股市都有較亮麗的演出,則景氣面真的要上

演一齣”逆轉勝”的戲碼,反之,則會真的回不去了! 

所以股債比暫時先維持 3:7 ,再視當下市況再來做比重上的調整! 其次,股票型標

的會以近幾年表現不錯的東協市場為優先考量,因該地區在歷經輸出外勞的過程

後,大量回歸的外匯收益也在返鄉潮中創造出不可忽視的內需動能;而債券型基金

則是考量目前市場氣氛太過於集中追逐高風險的債券,建議退而求其次,修選挑選

1.)綜合信評較高 2.)配置內容多元化且收益率維持不錯成長的複合式債券為主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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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  

  考量出國留學所需: 學費、生活費（包括食衣住行）約需要： 

大女兒：(留學美國) (美元) 

 

(資料來源: http://www.eapply.com.tw/dl/dl/dlser/goplan/go-usa.htm) 

小女兒: (留學澳洲) (澳幣) 

留學澳洲的學費與生活開銷： 

雪梨 每年約需 A$ 14,400 – 18,000；  

墨爾本 每年約需 A$ 13,920- 17,400； 

布理斯本每年約需 A$ 12,000-15,000。 

(資料來源: http://www.young-edu.com.tw/university/index.htm) 

大女兒 小女兒 

留學美國 43,450 (USD) 留學澳洲 18,000 (AUD) 

目前匯率: (2012/11/6) 

美元/新台幣 : 29.275    澳幣/美元: 30.5553 

1.)大女兒留學美國一年需花費: 43450 * 29.275 = 1,271,999 新台幣 

http://www.eapply.com.tw/dl/dl/dlser/goplan/go-usa.htm
http://www.young-edu.com.tw/university/index.htm


2.)小女兒留學澳洲一年需花費: 18000 * 30.5553=549,995  新台幣 

分析: 目前距大女兒出國留學剩下一年的時間,最佳與較為簡單的做法為利用張

先生您個人在2012年可以贈與子女的免稅額度220萬元,除原先贈與開立的股票

戶頭中50萬元的額度外,還可以有170萬元的免稅可贈與額度,如此則可考慮先贈

與大女兒約130萬元的額度,並開立美元存款帳戶來適時規避可能有的匯率損失

風險! 另一方面考量距小女兒赴澳洲留學的時間還有四年,利用剩餘免稅可贈與

額度40萬元,開立澳幣外幣存款帳戶,在未來四年每年約可存1.3萬(40/30.5) 澳幣,

參考下表之外幣存款利率(資料來源:台企銀) 

 

 

 



 

四年後約可存54,000,換句話說,小女兒在前三年在澳洲留學的開支費用已有著

落,只須在其大一那一年再贈與40萬新台幣在其所開立的澳幣存款帳戶,則留學

澳洲四年的主要支出已算充裕!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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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 

   因為張先生您已經以兩個女兒名義開股票戶頭,每年贈與50萬元,平均分配買

入台積電及台塑,目前共計持有30張台積電及820零股,27張台塑及770零股,現時

股票總值約4,900,000元且股票帳戶尚有725,000; 雖然不容否認這兩家公司在

所屬產業的龍頭地位,但畢竟長期投資股票所面臨的最大風險就是不知未來10年,

這家公司是否依然具備競爭力? 是否已被長江後浪推前浪給掩沒了呢? 沒人知

道未來10年世界的經濟如何改變? 但當下我們可以選擇「改變」！例如,將目前

股票交割帳戶:整個價值約5,625,000元,分批轉入台灣50ETF(代號:0050)且長期

持有,為何挑選台灣50呢? 主要理由:1.) 指數成分股票的管理由專業機構來進行，

指數變動的損益直接反映在憑證價值的漲跌中。2.) 因為連動指數成分股內容及

權重改變而調整投資組合之內容或比重以符合「被動式管理」之目的。簡單來說,



告訴我們投資台股龍頭權重個股,若不想費心地挑選產業龍頭來投資的話,可以優

先考慮讓台灣50ETF幫助我們調整權重來追蹤大盤指數變化~ 

台灣50 

 

保險規劃: 

  過去買保險大多是人情壓力而購買，但在國人老人人口的比重逐漸增加之下，

加上對於保險的認知愈加接受的狀況下，保險所帶來人身與財產的保障也日趨重

要！所以若能在子女年紀還小時,積極規劃相關的保險商品,也更為容易提早享受

完整保障與退休規劃;所以茲提供下列商品供您參考選擇: 

  未來您太太會在公司任職,假設公司支出其個人薪水: 5 萬/每月 (一年+年終獎

金<四個月);其年收入約為80萬元,也不至於會影響張先生您目前綜合所得稅的級

距{(22萬*12)+80萬}=344 萬 (以明年最新級距234-438萬) 仍為30%;另一方面

因為小孩年紀尚小,壽險保障以基本為主,而健康險隨著保費調漲而調升加上

DRGs支付實施上路,所以愈早提高醫療投保相對有利! 所以相對比重與張太太

相比,醫療險的保障規劃就來得多些,而張太太在保險的規劃則以壽險及醫療險並

重,並盡可能適時逐年提高保額,來為您太太做更完善的周全計畫 。 



張太太(35歲) 

 

張小妹(17歲) 

 

 



張小妹(14歲) 

 

資產轉移與贈與 : 

  張先生若您與未來太太沒有在結婚時主張財產分別制,則夫妻財產屬於共同制,

此時夫妻間的財產轉移並未涉及贈與,可利用每年投資與儲蓄收益尚有餘與空間

時,以及可將部分現有的資產分批轉移至未來太太名下;另一方面:依據實際扶養

子女的事實,可善用單一贈與 220 萬元的免稅額度,將部分資產轉移至子女身上,

尤其若子女結婚時,考慮跨年度加總贈與的額度最高可達1080 萬元{220 *2+220 

*2+100 *2(禮金)}; 將不動產與貸款一同贈與給子女，稱為「附有負擔的贈與」；

依據遺贈稅法第 21 條規定，「贈與附有負擔者，由受贈人負擔部分應自贈與額

中扣除。」即房貸可以再當作贈與金額的扣項;在這種方式下，贈與稅計算是以



公告土地與房屋現值減去房貸 600 萬元，再減去免稅額 220 萬元，或許可能完

全不必繳交贈與稅。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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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 

   

 

1.) 假設張太太未來至公司上班後,公司新增人事成本的費用為:80萬元,整體公司

的營利事業所得稅也下降,但與個人綜合所得稅(30%>17%)相較,仍然免不了

有一筆新增的個人綜合所得稅的費用! 但若從這個角度思考,若肯為員工加薪

或增加退休金提撥及職工福利金提撥, 而雇主也要加收「差額補充性保費」，

費率2％，亦即，雇主每個月付給員工的總薪水，扣除員工的月投保薪資總額

後之餘額乘以2％;雖然也會讓公司短期利潤下降,但就中長期的人員流動與

訓練成本相比,更可凝聚公司向心力及創造更多附加價值! 

2.) 考慮明年即將實施的二代健保補充保費課徵及證所稅等等綜合考量下,盡可

能以增加員工月薪所得的水準來彌補年終獎金>四個月水準時,將會被課徵健



保補充保費2%的稅賦增加,其次,若公司盈餘部分有設定專責部門如財務部門,

則可利用長期投資海外債券型基金的方式,獲取固定收益利潤的增加,但要注

意最低稅負制規定海外收益所得以不超過600萬為限,避免新增被課稅的費用

~ 

3.) 利用資產重估的條件:物價水準達25%以上才可重估已具備時,可按重估後價

值提列折舊,折舊額愈大,所得稅有降低的效果;另一方面資產重估價值實現時,

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4.) 就考量個人薪資收入與繳稅費用的平衡來說,若明年公司營運持續不錯,且也

能維持與前兩年發放的六個月年終獎金水準,建議您可在維持總收入不變的

前提之下,將超過四個月多出兩個月獎金的部分(課徵補充保費),分均分散至

每個月薪資所得,約每個月調升薪資所得水準為1/6,但因您每個月勞健保支出

級距已達最高上限,也不會有再額外新增勞健保的費用,加上張先生您為公司

的獨資股東,每年產生的盈餘簡單來說可視為自有資產,假設您不領取公司薪

資直接利用此筆節省的費用當作員工的激勵獎金,除可達到個人節稅最大化,

也可避免公司新增一筆提撥獎金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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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險聲明︰ 

1. 期間投資涉及風險，包括相關指數成份股的市場交易情況、指數的表現、政 治、 

經濟和社會動向以及台灣之外全球其他地區存在的風險，投資者可能損失部份或 

全部投資額。 

2. 股票型基金須承受因投資於單一地區而引致的集中風險。 

3. 基金的費用及支出、市場的流動性及指數基金所採用的投資策略等因素，基

金的回報與其相關指數(benchmark)可能會有所偏差。 

4. 基金價格可升可跌，基金過往表現並不反映未來走勢。 

 

 

 

 

 



我們的客服服務 

1.定期寄送或親訪 

本人和公司會將各份配置的綜合月/年報表寄給您們，並且就您們的投資組合為

您們提供季度投資操作分析建議。 

2.固定聯繫 

於每一次會面之前，本人接會與您們保持緊密的聯繫，若市場遇上突發事情，本 

人也會第一時間聯絡您們，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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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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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