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 灣 R F C 案 例 分 享

壹、客戶背景介紹
　　劉先生與劉太太是在公司相識而結婚，目前

育有2個小孩，劉先生現年40歲，在公司擔任技

術部主管，工作年資14年，年收入約$90萬，劉

太太現年40歲在公司擔任生產部主管，年資17

年，年收入加年終獎金約$60萬，兒子現年5歲就

讀幼兒園中班，女兒今年9月份才出生，目前由岳

母照顧。

　　劉先生雙親皆已退休，居住於台北市萬華，

雙親擁有無憂的退休規劃，不須仰賴子女奉養。

因公司位於桃園觀音工業區，及小孩的照顧，目

前居住於岳父母家中，每月支付$8,000元給岳母

當作生活費及褓母費。

　　劉先生與劉太太了解到台灣即將面臨「少子

化」及「老年化」的嚴重問題，政府負擔越來越

大，財政惡化，社會福利的減少，下一代的子女

生活大不易，希望可以趁早做好規劃，不要造成

子女的負擔，讓晚年生活有尊嚴而自在，所以擔

心自已未來退休金準備得夠不夠？健保費用入不

敷出，未來的醫療費用越來越高，自己準備得夠

不夠？

表一：客戶資料

家庭成員 關 係 年 齡 職 業

劉先生 夫 40歲 技術部主管

劉太太 妻 40歲 生產部主管

大  寶 子 5歲 幼兒園中班

小  妞 女 1歲 嬰幼兒

貳、財務目標設定
　　經與劉先生、劉太太討論及溝通後，定了幾

項重要的財務需求目標如下：

（一）短期規劃目標：

　　1、購買新車，約$90萬左右的休旅車。

　　2、在中壢地區購買約$1,000萬左右的房

子。

（二）中期規劃目標：

　　子女教育規劃，希望兩名子女都能完成大學

學業。 

（三）長期規劃目標：

　　退休規劃，夫妻倆預計能在65歲退休，每月

有5萬元的生活費，享受無憂的退休生活。

RFC課程結訓案例報告
文◎許象欽（RFC）

現職：南山人壽襄理

表二：目標需求表

時 程 財務目標 預計達成時間 金額（現值） 說明

短期目標
1.購買新車 2年 90萬 目前的車已開10年，為了安全考量，購買新車

2.購買房子 4年 1000萬 在中壢區擁有屬於自己的房子

中期目標 子女教育基金 13年 150萬 就讀國內大學費用

長期目標 退休金規劃 25年 每月5萬 劉先生夫妻預計65歲退休，假設平均餘命為8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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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財務資料蒐集

表三：劉先生之家庭收入支出表

收入 每年 每月 年比重

1. 工作收入

　‧薪資 1,260,000 105,000 80%

　‧佣金

　‧獎金

　‧紅利 105,000 7%

　‧年終獎金 105,000 7%

　‧其他

◎工作收入總額 1,470,000 105,000 93%

2. 理財收入

　‧利息 25,167 2%

　‧保險滿期金 70,000 4%

　‧基金配息

　‧股利 15,375    1%

　‧租金收入

　‧資本利得

　‧其他

◎理財收入總額 110,542 7%

3. 其他收入

‧退休金

‧保險滿期金

‧跟會到期

‧其他

◎其他收入總額

※總收入（1） 1,580,542 105,000 100%

◆家庭可支配餘額＝（1）－（2）

　每年結餘 669,386

　每月結餘 58,772

　平均每月結餘 55,782

◆收入結構比：（支出／總收入）

　工作收入佔 93%

　理財收入佔 7%

　其他收入佔 0%

◆支出結構比：（支出／總收入）

　生活支出佔 20%

　保費支出佔 21%

　個人所得稅佔 1%

　借貸支出佔 0%

　儲蓄支出佔 0%

　理財支出佔 5%

　其他支出佔 11%

　自由儲蓄佔 42%

100%

基本支出 每年 每月 年比重

1. 食 120,000 10,000 13%

2. 衣 24,000 2,000 3%

3. 住

　‧房租

　‧房貸

　‧房屋保險

　‧水電瓦斯電話 24,000 2,000 3%

　‧房地產稅

△住小計 24,000 2,000 %

4. 行

　‧車貸

　‧車險 9,500 1%

　‧油料費 84,000 7,000 9%

　‧保養修理費 6,000 1%

　‧牌照/燃料稅 11,920 1%

　‧停車費

　‧交通費

　‧其他費用

△行小計 111,420 7,000 12%

5. 育-進修費用

6. 樂

　‧娛樂休閒 36,000 3,000 4%

　‧交際公關費

　‧觀光旅遊

△樂小計 36,000 3,000 4%

7. 保險費

　‧社會保險 77,760 6,480 9%

　‧人壽保險 260,000 29%

△保險費小計   337,760   6,480 37%

8. 個人所得稅

　‧所得稅（公司代扣） 14,976 1,248 2%

　‧所得稅（年度繳納）

△所得稅小計 14,976 1,248 2%

9. 其他借貸

10. 儲蓄（無風險）

11. 理財支出

　‧定期定額投資

　‧投資型保險費 72,000 6,000 8%

　‧跟會（活／死會）

△理財支出小計 72,000 6,000 8%

◎基本支出總額 740,156 37,728 81%

其他支出 每年 每月 年比重

　‧醫療費用 6,000 500 1%

　‧捐獻/贊助

　‧奉養金    96,000 8,000 11%

　‧年節紅包 43,000 5%

　‧其他 26,000 3%

  ◎其他支出總額 171,000 8,500 19%

※總支出（2） 911,156 46,22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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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收入支出分析圖表

收入類別 每年 每月 年比重

1.工作收入總額 1,470,000 105,000 93%

2.理財收入總額 110,542 7%

3.其他收入總額

總收入 1,580,542 105,000 100%

基本支出 每年 每月 年比重

1. 食 120,000 10,000 13%

2. 衣 24,000 2,000 3%

3. 住 24,900 2,000 3%

4. 行 111,420 7,000 12%

5. 育-進修費用 0%

6. 樂 36,000 3,000 4%

7. 保險費 337,760 6,480 37%

8. 個人所得稅 14,976 1,248 2%

9. 其他借貸 0%

10. 儲蓄（無風險） 0%

11. 理財支出 72,000 6,000 8%

● 其他支出 171,000 8,500 19%

※總支出（2） 911,156 46,228  100%

工作收入
總額 93%

其他收入
總額
0%

理財收入
總額 7%

年收入
比重圖

1.食 13%

2.衣 3%

3.住 3%

4.行 12%

5.育 0%

6.樂 4%

7.保險費 37%

8.個人所得稅 2%

9.其他借貸 0%

10.儲蓄（無風險） 0%

11.理財支出 8%

12.其他支出 19%

年支出
比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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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資產負債表

資    產

生

息

資

產

1. 流動性資產 金額 比重

　‧現金／活儲    2,000,000 18%

　‧定期存款               -   0%

　‧短期票券               -   0%

　‧其他               -   0%

◎流動性資產小計    2,000,000 18%

2. 投資性資產 　 　

2a.流動性投資 　 0%

　‧活會累積款               -   0%

　‧外幣存款               -   0%

　‧投資型保單現價      332,000 3%

　‧共同基金               -   0%

　‧股票（上市櫃）      365,600 3%

　‧債券               -   0%

　‧期貨               -   0%

　‧其他               -   0%

2b.非流動性投資 　 　

　‧傳統型保險現價    8,320,888 76%

　‧事業股份               -   0%

　‧股票（未上市櫃）               -   0%

　‧投資不動產               -   0%

　‧其他（黃金…）               -   0%

◎投資性資產小計    9,018,488 82%

自

用

資

產

3.自用性資產 　 　

　‧自用住宅               -   0%

　‧自用汽車               -   0%

　‧其他               -   0%

◎不動產小計               -   0%

※資產總計（1）  11,018,488 100%

負    債

1.消費性負債 金額 比重

  ‧信用卡 － 0%

  ‧消費性貸款 －  0%

  ‧一般借貸分期付款 －  0%

  ‧標會（死會） － 0%

  ‧其他 －  0%

◎消費性負債小計 －  0%

2.投資性負債 　 　

  ‧證券融資 － 0%

  ‧投資性不動產抵押貸款 －  0%

  ‧其他 － 0%

◎投資性負債小計 －  0%

3.自用性負債 　 　

  ‧車貸 －  0%

  ‧自用不動產抵押貸款 －  0%

  ‧其他 －  0%

◎自用性負債小計 －  0%

※負債總計（2） －  0%

　 　 　

※淨值總計（3）＝（1）－（2） 11,018,488

表七：負債比重圖表 

項目 比重

1.消費性負債 0%

2.投資性負債 0%

3.自用性負債 0%

Total 0%

表六：資產分類比重圖表

項目 比重

1.流動性資產 18%

2a.流動性投資 6%

2b.非流動性投資 76%

3.自用性資產 0%

Total 100%
資產分類
比重表

2a.流動性投資 6%

2b.非流動性投資
76%

3.自用性資產 0% 1.流動性資產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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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生息資產明細表

銀行存款

持有人 銀行名稱 分行 帳戶餘額

劉太太 華南銀行 桃園分行 $2,000,000

總計 $2,000,000

投資型保單

持有人 保險公司名稱 險種名稱 現金價值

劉先生 南山人壽 伴我一生變額壽險 $159,000

劉太太 南山人壽 伴我一生變額壽險 $173,000

總計 $332,000

股票投資

持有人 日盛證券帳戶（以104.11.18收盤價計算）

劉太太 NO. 股票名稱 代號 股數 現價 現值

劉太太 1 立隆電 2472 2,000 $28.70 $57,400 

劉太太 2 康舒 6282 4,000 $26.15 $104,600 

劉太太 3 英業達 2356 2,000 $18.25 $36,500 

劉太太 4 智原 3035 2,000 $46.75 $93,500 

劉太太 5 創惟 6104 2,000 $36.80 $73,600 

總計 $365,600

表九：家庭風險保障一覽表

劉先生傳統型壽險保單現金價值

公司 壽險名稱 保險訂立日期 已投保期間 保單現金價值 說明

台灣人壽 富利長紅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 100／01／06 4年 $3,204,366 可隨時解約領回

南山人壽 鑫富利美元養老保險 100／08／29 4年 $444,634 106年還本45萬

南山人壽 鑫富利養老保險 101／06／04 5年 $1,056,386 108年還本115萬

　 　 　 TOTAL 4,705,386

劉先生保障彙整表

險種 項目 保額 說明

人壽險
終身壽險 326萬 　

定期壽險 　 　

意外險

意外保障 576萬 　

意外醫療 5萬 　

意外失能 50萬 　

意外住院 4,179~7,179元／日 　

醫療險

病房費（含膳食） 3,000～6,000元／日 含終身醫療險給付

加護病房 5,000～8,000元／日 含終身醫療險給付

燒燙傷病房 5,000～8,000元／日 含終身醫療險給付

外科手術 4～17萬 依手術類別表定額給付

癌症險

罹癌保險金 95萬 含重大疾病險給付

住院醫療 5,400～8,400元／日 含終身醫療險給付

癌症手術醫療 8～23萬 依手術類別表定額給付

癌症出院療養 2,020元／日 　

癌症門診醫療 1,720元／日 　

癌症身故保險金 237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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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太太傳統型壽險保單現金價值

公司 壽險名稱 保險訂立日期 已投保期間 保單現金價值 說明

南山人壽 康寧終身壽險 87／06／20 17年 $179,691 　

南山人壽 新金美滿還本終身保險 88／06／27 16年 $97,422 　

南山人壽 年年春還本終身保險 88／06／27 16年 $372,893 　

南山人壽 美寶外幣終身分紅壽險 99／04／09 5年 $376,213 　

南山人壽 鑫富利美元養老保險 100／08／29 4年 $978,196 106年還本103萬

南山人壽 增鑫動養老保險 100／11／11 4年 $1,151,766 106年還本123萬

　 　 　 TOTAL 3,156,181

劉太太保障彙整表

險種 項目 保額 說明

人壽險
終身壽險 480萬 　

定期壽險 　 　

意外險

意外保障 940萬 　

意外醫療 2萬 　

意外失能 50萬 　

意外住院 3,279～5,129元／日 　

醫療險

病房費(含膳食) 3,600～5,450元／日 含終身醫療險給付

加護病房 4,800～6,650元／日 含終身醫療險給付

燒燙傷病房 4,800～,6650元／日 含終身醫療險給付

外科手術 3～16萬 依手術類別表定額給付

癌症險

罹癌保險金 135萬 含重大疾病險給付

住院醫療 9,200～11,000元／日 含終身醫療險給付

癌症手術醫療 4.8萬～25萬 依手術類別表定額給付

癌症出院療養 3,400元／日 　

癌症門診醫療 4,200元／日 　

癌症身故保險金 540萬

大寶傳統型壽險保單現金價值

公司 壽險名稱 保險訂立日期 已投保期間 保單現金價值 說明

南山人壽 鴻利年年2增額還本終身保險 102／07／18 2年 $366,530 　

南山人壽 幸福久久3外幣增額終身壽險 103／06／18 1年 $92,791 　

　 　 　 TOTAL 459,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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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寶保障彙整表

險種 項目 保額 說明

人壽險
終身壽險 270萬 　

定期壽險 　 　

意外險

意外保障 420萬 　

意外醫療 3萬 　

意外失能 　 　

意外住院 4,000～6,500元／日 　

醫療險

病房費(含膳食) 3,000～5,500元／日 含終身醫療險給付

加護病房 5,000～7,500元／日 含終身醫療險給付

燒燙傷病房 5,000～7,500元／日 含終身醫療險給付

外科手術 3～16萬 依手術類別表定額給付

癌症險

罹癌保險金 77萬 含重大疾病險給付

住院醫療 4,000～6,500元／日 含終身醫療險給付

癌症手術醫療 3. 3~ 16萬 依手術類別表定額給付

癌症出院療養 1,500元／日 　

癌症門診醫療 1,000元／日 　

癌症身故保險金 280萬

   

小妞傳統型壽險保單現金價值

公司 壽險名稱 保險訂立日期 已投保期間 保單現金價值 說明

　 　 　 　 　

　 　 　 　 　 　

　 　 　 TOTAL 0

小妞保障彙整表

險種 項目 保額 說明

人壽險
終身壽險 35萬 　

定期壽險 　 　

意外險

意外保障 185萬 　

意外醫療 3萬 　

意外失能 　 　

意外住院 4,000～6,500元／日 　

醫療險

病房費（含膳食） 3,000～5,500元／日 含終身醫療險給付

加護病房 5,000～7,500元／日 含終身醫療險給付

燒燙傷病房 5,000～7,500元／日 含終身醫療險給付

外科手術 3～16萬 依手術類別表定額給付

癌症險

罹癌保險金 7萬 　

住院醫療 4,000～6,500元／日 含終身醫療險給付

癌症手術醫療 3. 3～16萬 依手術類別表定額給付

癌症出院療養 1,500元／日 　　

癌症門診醫療 1,000元／日 　

癌症身故保險金 4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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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財務資料分析、診斷與評估

（一）數據分析與建議
項目 數據 理想值 說明

儲蓄率 46.91% ＞25%

公式＝年儲蓄額（含固定儲蓄投資＋年結餘）÷年收入 

◎※比率愈高，代表每年儲蓄愈高

　劉先生夫妻有不錯的儲蓄能力。

負債比例 0.00 ≦0.3

公式＝總負債÷總資產 

◎比率愈低，代表負債愈小

　劉先生夫妻目前無負債。

生活週轉金 26.34 3～6

公式＝流動性資產÷家庭平均月支出

◎比率愈高，代表生活週轉金很充足

26.34＞3～6 代表劉先生夫妻的生活週轉金很足夠，也表示其流動性的資

產比例高，建議可將目前多餘資金做更有效的運用。

財務自由度 0.40 ＞1.0

公式＝（淨資產×投資報酬率）÷（家庭年支出）

或是

家庭理財收入＋其他收入÷家庭年支出

預定投資報酬率　4%

◎比率愈高代表愈不需要依賴工作收入生活

（11,018,488×4%）／911,156＝0.4

劉先生夫妻雖1100萬的淨資產，但有76%在於保守低風險的傳統型保險

現價，導致財務自由度偏低僅0.4，建議可以重做配置，提高理財效果。

（二）財務診斷與評估

　　1、理財收入比例過低：收入項目中，93%來

自工作收入，僅有7%來自理財收入，建議要多增

加『非工資收入』。

　　2、生活週轉金過高：通常以3～6個月的固

定消費支出來估算，劉先生夫妻所需的緊急預備

金約為30萬元，建議將銀行帳戶保留30萬做為緊

急預備金，其餘的存款170萬轉至其他規劃。

　　3、財務自由度過低：財務自由度比率愈高，

代表愈不需要依賴工作收入生活，建議可以減少

不必要的支出，並選擇可承擔的風險下，投報率

較高的理財工具，達到財務自由。

表十：換購車試算表

劉先生

目前預計購買房車之自備款  $ 900,000

預計幾年後買房車 2

新房車未來值 $954,810

新房車未來自備款 $954,810

現有房車市價（現值） $0

現有房車於換車時之預估價（未來值） $0

已有準備金（單筆） $0

已有準備金（單筆）（未來值） $0

換購車準備金資金缺口 （未來值） $954,810

現在一次存入 $900,000

每年應存 $470,350

每月應存 $38,652

假設條件：

通貨膨脹率 3.0%

投資報酬率 3.0%

貳手車折舊率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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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購換屋試算表

劉先生

距離預計置換屋時間（年） 4

欲購房屋市價（現值） $10,000,000

欲購房屋市價（未來值） $11,255,088

欲購房屋未來自備款 $11,255,088

現有房屋市價（現值） $0

現有住宅於換屋時之預估價（未來值） $0

賣掉現有房屋淨值 $0

需準備的換購屋金額 $11,255,088

已有準備單筆資金（現值） $5,000,000

已有準備單筆資金（未來值） $5,627,544

購換屋準備金資金缺口（未來值） $5,627,544

現在一次存入

每年應存 $1,345,135

每月應存 $110,493

假設條件：

通貨膨脹率 3.0%

年投資報酬率 3.0%

欲購屋房價成長率 3.0%

現有屋房價成長率（扣除折舊率） 2.0%

表十二：子女教育金試算表

子女姓名 大寶 小妞

距離預估上大學時間 14 19

目前上大學所須金額大約（每年） $150,000 $150,000

未來值 （每年） $226,888 $263,026

預估子女唸大學可能要讀幾年 4 4

子女教育金需求總額 $979,930 $1,136,007

子女教育金單筆已備資金（現值） 0 0

子女教育金單筆已備資金（未來值） $0 $0

子女教育準備金資金缺口（未來值） $979,930 $1,136,007

  

現在一次存入 $433,424 $375,465

每年應存 $46,630 $33,650

每月應存 $3,736 $2,682

假設條件：  

子女姓名 大寶 小妞

通貨膨脹率（學費年成長率） 3.00% 3.0%

準備期間投資報酬率 6.00% 6.0%

就學期間投資報酬率 0.00% 0.0%

伍、擬定財務規畫建議書
　　（一）風險規劃：生命中無法預料的風險及

各類醫療品質，以保障生命財產的安全。劉先生

全家規劃的壽險保障、意外險保障、醫療險保

障、癌症險保障，規劃的大致完整，劉先生夫妻

目前正值中壯年，也是責任最重大的期間，建

議：

　　1、購買定期險來增加奮鬥期的壽險保障。

　　2、隨著醫療科技的進步，健保有許多不給付

的項目，提高實支實付醫療保險。

　　3、因應老年化、少子化到來，趁年輕儘早規

畫好長期看護險，才不會造成家人難以承受的壓

力。

　　劉氏夫妻購買南山人壽美滿人生長期照顧終

身保險保額1萬加500萬定期壽險加實支實付計畫

20，劉先生每年保費$45,793元，劉太太$41,959

元，夫妻兩人每年增加$87,752元保費支出。

　　（二）購車規劃：劉先生目前的車齡已近10

年，為安全考量，希望在2年後能購買一輛約全新

的休旅車，依據【表十】換購車試算表，2年後的

購車需求金額為$96萬元，建議由劉太太的保單

滿期金$103萬元來支付新車費用，購車計畫輕鬆

可完成。

　　（三）購屋規劃：劉氏夫妻希望在4年後能

在中壢地區購買一間屬於自己的房子，房價約

在$1,000萬左右。依據【表十一】換購屋試算

表所列，4年後購屋需求金額$1,125萬，建議將

106~108年共有保單滿期金$369萬元，扣除$96萬

購車，尚餘$273萬，及將台灣人壽富利長紅利率

變動型年金保險解約領回保價金約$350萬，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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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四：退休金試算表

項目 劉先生 劉太太

距退休年期 25 25

預計退休生活年數 20 20

退休月開支 （現值） $25,000 $25,000 

退休月開支 （未來值） $52,344 $52,344 

退休金應備總額 （未來值） $12,562,668 $12,562,668 

已備:單筆金額 （現值） $ -   $  -   

已備:單筆投資金額 （未來值） $ -   $ -   

已備:每年定投金額 （現值） 　 $ -   

已備:每年定投累積金額 （未來值） 　 $ -   

已備:保險年金累積給付 （未來值） $ -   $ -   

已備:預估社會保險退休給付 （以現制估） $6,368,880 $6,858,720 

已備:預估公司退休給付 （未來值） $2,572,320 $2,572,320 

已備:退休金總額 （未來值） $8,941,200 $9,431,040 

退休金準備金資金缺口 （未來值） $3,621,468 $3,131,628 

現在一次存入 $1,729,633 $1,495,683 

每年應存 $99,329 $85,894 

每月應存 $8,120 $7,021 

缺口＝應備－已備 

假設條件：

通貨膨脹率 3.0%

退休前年平均投資報酬率 3.0%

退休後年投資報酬率 3.0%

表十三：

授信條件 本金 期數（月） 貸款利率 每月攤還金額

還本期（第1年） $4,500,000 240 1.96% $22,680

還本期（第2年以後） $4,500,000 240 2.20% $23,169

備款，不足的資金缺口$450萬元向銀行貸款。

房貸金額：$450萬，第1年貸款利率1.96%，第2

年起貸款利率2.2%，約定期數240期，每月攤還

本利和如【表十三】。

　　經試算後每月增加$23,169元，每年增加

$27.8萬元房貸支出，劉先生夫妻的購屋規畫可達

成。

　　（四）女子教育規畫：政府實施十二年國

教，從國小至高中階段的費用不高，僅需準備大

學 4年的費用。

　　1、大寶：目前5歲，就讀幼兒園中班，距離

上大學的時間有14年，依目前上大學每年所須金

額大約$150,000元，學費年成長率3%來試，如

【表十二】子女教育金試算表所列，子女教育準

備金資金缺口（未來值）$979,930元，劉太太多

年前已透過投資型保單，每個月$3,000元定時定

額做準備了，只要做好基金配置，每季檢視投資

績效，大寶的大學教育費應不是問題。

　　2、小妞：目前1歲，距離上大學的時間有19

年，依目前上大學每年所須金額大約$150,000

元，學費年成長率3% 來試算如：【表十二】子

女教育金試算表所列，子女教育準備金資金缺口

（未來值）$1,136,007元，劉太太多年前已透過

投資型保單，每個月$3,000元定時定額做準備

了，只要做好基金配置，每季檢視投資績效，小

妞的大學教育費也不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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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退休金規劃：劉氏夫妻兩人預計65歲退休，距離退休時間25年，希望退休時兩人每月有5萬元

的生活費。

1、劉先生預定退休的時間歷程：

◎勞保退休金計算：

　選擇  一次請領勞保老年給付＝退休前3年平均投保薪資×基數

 $43,900元×50個月＝$2,195,000元

　選擇  勞保年金

 B式：平均月投保薪資×年資×1.55%

 $43,900元×39年×1.55%＝$26,537元／月

◎勞退新制退休金計算：進入勞保局網站，輸入基本條件試算，每月可領取$10,718元，劉先生

勞保加勞退年金，每月共可領取$37,225元。

　　依據【表十四】退休金試算表所列，劉先生退休月開支（未來值）：$52,344元，故劉先生

每月退休金資金缺口（未來值）：$15,119（$52,344–$37,225）。

　　人一定會老，所以退休金一定要有，退休金不但要有，且一定要夠！並且要在無風險下才

能享受無憂的退休生活，建議劉先生購買南山人壽25年期鑫旺年年外幣終身保險，每年保費

$5,257美元（匯率1：30，台幣157,710元），65歲退休時可領回$18,000元美元（台幣54萬台

幣），之後每年可領回$6,000美元（每月500美元，台幣15,000元），這樣就可以過一個富足而

有尊嚴的晚年。

勞保年資39年 退休期間20年

勞退新制年資35年

90.7 94.7.1 104.7 129.7

26歲 30歲 40歲 65歲 85歲

勞退新制年資35年

87.7 94.7.1 104.7 129.7

26歲 30歲 40歲 65歲 85歲

勞保年資42年 退休期間20年

2、劉太太預定退休的時間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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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執行計劃
　　依劉氏夫妻的目前的財務狀況要達成短、

中、長期的目標，並不困難，只是缺乏有系統

性、數據化的規劃與建議，在多次與劉先生夫妻

討論確定財務目標後，對於此次所提出的財務規

劃的建議非常的認同與讚賞，決定依照我所提出

的建議方案，逐步來完成。

柒、追蹤結果與後續服務
　　為確保財務目標能順利達成，必須與客戶保

持聯繫，至少每半年或一年定期與客戶檢討及更

新計劃，對實施成果進行評估與了解，確定原有

的計劃是否仍能滿足客戶有關的需求，是否有出

現新的需求？

　　財務狀況會隨著人生不同階段而有所改變，

所以要定期的檢視財務狀況，並對客戶當下之財

務狀況而做調整，並且時常留意各種財經情勢及

經濟景氣有重大變化時，適時提共客戶參考，調

整資產配置的比例，以掌握現況。

捌、結語
　　在為期8天的RFC訓練課程，每位老師都非常

用心的準備課程內容，讓我受益良多，並了解到

財務規劃是經由合適的財務管理，來達成個人生

活目標的過程。透過相關財務的彙整、現有財務

狀況的檢視、人生目標的設定、以及合宜的投資

策略、並定期檢視修正，幫助客戶達成未來的財

務計劃。期許自已未來能用全方位財務顧問的角

度，作出最有利於客戶的建議，並選擇最適當的

商品，提供最佳的解決方案，來達成客戶的財務

目標。

◎勞保退休金計算：

　選擇  一次請領勞保老年給付＝退休前3年平均投保薪資×基數

 $43,900元×50個月＝$2,195,000元

　選擇  勞保年金

 B式：平均月投保薪資×年資×1.55%

 $43,900元×42年×1.55%＝$28,578元／月

　　◎勞退新制退休金計算：進入勞保局網站，輸入基本條件試算，每月可領取$10,718元，劉

太太勞保加勞退年金，每月共可領取$39,296元。

　　依據【表十四】退休金試算表所列，劉太太退休月開支（未來值）：$52,344元，故劉太太

每月退休金資金缺口（未來值）：$13,048（$52,344－$39,296）。

　　建議劉太太購買南山人壽25年期鑫旺年年外幣終身保險，每年保費$4,651美元（匯率

1:30，台幣139,530元），65歲退休時可領回$16,200元美元（台幣48.6萬台幣），之後每年可

領回$5,400美元（每月450美元，台幣13,500元），這樣就可以過一個富足而有尊嚴的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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