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 灣 R F C 案 例 分 享

壹、前言
　　俗話說“你不理財，財不理你”，就財富管理我認為應該是管理三件事，第一是風險轉嫁，不論是

賺來的錢還是存下的錢都不應該來付風險損失的費用，所以做好風險轉嫁是理財的第一步，第二是管理

賺錢的能力，不論是專業財或機會財，每個人都有心裡期望的年收入，第三是投資的機會，因為有能力

的人才會有錢，有錢才有用錢參與投資的機會，且經營之神王永慶說過一句名言「賺一塊錢不是一塊

錢，存一塊錢才是一塊錢。」所以投資理財沒有需要而是必要。

貳、背景介紹
　　游小姐是位單親媽媽，有一個4歲的兒子，2年前踏入了金融保險業，開始對理財有了認識，於是幫

自己跟小孩做了財務規劃，並且在最近剛賣掉房子，所得金額全數放在銀行活儲中，想對金錢做更有效

的安排。

目前家庭成員結構如下：
稱謂 性別 年齡 職業 年資 年薪 消費習慣 投資屬性

本人 女性 33 業務主管 2年 175萬 理性 穩健

小孩 男性 4 幼兒

參、財務目標設定

短期

每年兩次國外的旅遊，年度預算15萬，包含本人與小孩

如東南亞鄰近國家一人預算3萬／次，一年兩次，其餘的錢為購物金

如歐美較遠的國家一人預算7萬，一年一次，其餘的錢為購物金

中期
子女教育金

大學4年＋研所2年，一年預計40萬，6年總計240萬

長期

退休金

單親媽媽的家庭財務規劃
文◎游雯婷（RFC）

現職：中國人壽業務襄理

對象 退休年齡 距今準備時間 平均餘命 退休準備金

游小姐 60歲 25年 25年 5萬／月

肆、家庭財務資料收集
　　依據游小姐提供的資料，分別製作成相關報表，依序如下：

　　1.收入支出表、2.年收入比重圖表、3.年支出比重圖表、4.資產負債表、5.資產比重圖、6.負債比重

圖、7.生息資產明細表、8.保障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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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支出表
　 每年 每月 年比重 　 每年 每月 年比重

1. 工作收入 ● 基本支出

　‧薪資 1,740,000 145,000 90％ 1. 食   144,000  12,000 11％

　‧佣金 0％ 2. 衣   12,000   1,000 1％

　‧獎金  0％ 3. 住 　

　‧紅利 0％ 　‧房租   144,000  12,000 11％

　‧年終獎金  0％ 　‧房貸                         0％

　‧其他 0％ 　‧房屋保險 0％

◎工作收入總額 1,740,000 145,000 90％ 　‧水電瓦斯電話    12,000   1,000 1％

2. 理財收入                            　‧房屋稅／地價稅 0％

　‧利息                 0％ 　‧其他費用               0％

　‧保險滿期金 0％    △住小計  156,000 13,000 12％

　‧基金配息  204,000  17,000 10％ 4. 行 　

　‧股利                 0％ 　‧車貸              0％

　‧租金收入              0％ 　‧車險      800 0％

　‧資本利得                  0％ 　‧油料費                  0％

　‧ 　‧保養修理費 0％

　‧其他 　‧牌照稅／燃料稅 600 0％

◎理財收入總額   204,000  17,000 10％ 　‧停車費               0％

3. 其他收入 0％ 　‧交通費  24,000 2,000 2％

　‧退休金 0％ 　‧其他費用             0％

　‧撫恤金   0％    △行小計  25,400 2,000 2％

　‧ 　 5. 育-進修費用 132,000 11,000 10％

　‧其他    0％ 6. 樂 　

◎其他收入總額                         0％ 　‧娛樂休閒    60,000  5,000 5％

　　 　 　 　 　‧交際公關費 － 0％

　 　‧觀光旅遊  60,000 － 5％

※總收入 （1） 1,944,000 162,000 100％    △樂小計  120,000  5,000 9％

　 7. 保險費 　

　 　‧社會保險 7,200 6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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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壽保險    84,000 7,000 7％

   △保險費小計 91,200   7,600 7％

8. 個人所得稅 　

　‧所得稅

　　（公司代扣）

   0％

　‧所得稅

　　（年度繳納）

 35,000 3％

   △所得稅小計    35,000             3％

9. 其他借貸   204,000  17,000 16％

10. 儲蓄（無風險） 240,000 20,000 19％

11. 理財支出 　 　 　

　‧定期定額投資 0％

　‧投資型保險費    48,000  4,000 4％

　‧跟會（活／死會）   0％

   △理財支出小計 48,000  4,000 4％

   ◎基本支出總額 1,207,600  92,600 94％

● 其他支出 　 　 　

　‧醫療費用   0％

　‧十一／捐贈  0％

　‧奉養金    60,000  5,000 5％

　‧年節紅包   18,000 1％

　‧其他   0％

◎其他支出總額  78,000  5,000 6％

※總支出 （2） 1,285,600  97,600 100％

◆ 家庭可支配餘額＝（1）－（2）

 每年結餘 658,400 

 每月結餘  64,400 

 平均每月結  54,867 

　

　

◆ 收入結構比：（收入／總收入）

 工作收入佔 90%

 理財收入佔 10%

 其他收入佔 0%

　

　

◆ 支出結構比：（收入／總收入）

 生活支出佔 30%

 保費支出佔 5%

 個人所得稅佔 2%

 借貸支出佔 10%

 儲蓄支出佔 12%

 理財支出佔 2%

 其他支出佔 4%

 自由儲蓄佔 34%

  100%

年收入比重圖

收入支出分析圖表	 	
　 每年 每月 年比重

收入類別

1 工作收入總額   1,740,000   145,000 90％

2 理財收入總額      204,000 -   17,000 10％

3 其他收入總額                -               -   0％

總收入 1,944,000 128,000 100％

每年 每月 年比重

● 基本支出

1. 食 144,000 12,000 11％

2. 衣 12,000 1,000 1％

3. 住 156,000 13,000 12％

4. 行 25,400 2,000 2％

5. 育 132,000 11,000 10％

6. 樂 120,000 5,000 9％

7. 保險費 91,200 7,600 7％

8. 個人所得稅 35,000 3％

9. 其他借貸 204,000      17,000 16％

10. 儲蓄（無風險） 240,000      20,000 19％

11. 理財支出  48,000 4,000 4％

● 其他支出 78,000 5,000 6％

※總支出 （2）     1,285,600      97,600 100％

工作收入總額

90%

理財收入總額

10%

其他收入總額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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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圖

資產負債表
資    產 負    債

生

息

資

產

1.流動性資產  金 額 比重 1.消費性負債  金 額 比重

  ‧現金／活儲 2,600,000 68％ ‧信用卡 0％

  ‧定期存款 0％ ‧消費性貸款 0％

  ‧短期票券 0％ ‧一般借貸分期付款 0％

  ‧其他 0％ ‧標會（死會） 0％

 ◎流動性資產小計 2,600,000 68％ ‧ 0％

2.投資性資產 ‧其他 0％

2a.流動性投資 ◎消費性負債小計 0％

  ‧活會累積款 0％ 2.投資性負債 　

  ‧外幣存款 240,000 6％ ‧證券融資 0％

  ‧投資型保單現價 32,000 1％ ‧投資性不動產抵押貸款 0％

  ‧共同基金 0％   ‧ 0％

  ‧股票（上市櫃） 0％   ‧其他 1,300,000 100％

  ‧債券   700,000 18％  ◎投資性負債小計 1,300,000 100％

  ‧期貨 0％ 　 　

  ‧其他 0％ 3.自用性負債 　

2b.非流動性投資 　   ‧車貸 0％

  ‧傳統型保險現價    240,000 6％   ‧自用不動產抵押貸款 0％

  ‧事業股份 0％   ‧ 0％

  ‧股票（未上市櫃） 0％   ‧其他 0％

  ‧投資不動產 0％  ◎自用性負債小計 0％

  ‧其他（黃金…） 0％ 　 　

 ◎投資性資產小計 1,212,000 32％ ※負債總計（2） 1,300,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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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2,000 100％ ※淨值總計（3）＝（1）－（2） 2,512,000

食 11%

衣 1%

住 12%

行 2％

育10％

樂9％

保險費9％

個人所得稅3％

其他借貸16％

儲蓄19％

理財支出4％

其他支出6％

34



台 灣 R F C 案 例 分 享

股票投資

金Ｘ證券帳戶 （以94.10.6收盤價計算）

持有人 NO. 股票名稱 代號 股數 現價 現值

　 　 　 　 　 　 　

　 　 小計（A） 0

　富Ｘ證券帳戶

持有人 NO. 股票名稱 代號 股數 現價 現值

　 　 　 　 　 　 　

　 　 小計（B） 0

總計＝（A）＋（B）  0

生息資產明細表
銀行存款

持有人 銀行名稱 分行 帳戶餘額  

本人 A銀行 建成分行  $  60,000 

本人 B銀行 館前分行 $190,000 

本人 C銀行 新竹分行  $ 50,000 

本人 D銀行
忠孝東路分

行
 $2,300,000 

總計 2,600,000

外幣投資

持有人 銀行名稱 幣別 匯率 帳戶餘額

原幣 新台幣

　 　 　 　 　 　

總計 0

投資型保單

持有人 保險公司名稱 險種名稱 現金價值

本人 甲保險公司 **變額壽險 32,000

　 　 　 　

總計 32,000

基金投資

持有人 銀行名稱 基金名稱 現值

　 　 　 　

總計 0

資產比重圖

負債比重圖

1.消費性負債 1％

3.自用性負債 73％

2.投資性負債 

26％

1.流動性資產 68％

2a.流動性投資

25％

2b.非流動性投資 6％

3.自用性資產 0％ 

項目 比重

1.流動性資產 68%

2a.流動性投資 25%

2b.非流動性投資 6%

3.自用性資產 0%

TOTAL 100%

項目 比重

1.消費性負債 1%

2.投資性負債 26%

3.自用性負債 73%

TOTAL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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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彙整表
險種 項目 保額

人壽險
終身壽險 150萬元

定期壽險 　

意外險

意外保障 100萬元

意外醫療 　

意外失能 　

意外住院 6000元／日

醫療險

病房費（含膳食） 5000元／日

加護病房 7000元／日

燒燙傷病房 　

外科手術 35萬元／次

癌症險

罹癌保險金 36萬元

住院醫療 15750元／日

癌症手術醫療 45.5萬／次

癌症出院療養 3750元／日

癌症門診醫療 3500元／日

癌症身故保險金 15萬元

其他 長期照護金額 1萬元／月

伍、財務資料分析、診斷與評估：
　　依據上述的家庭財務數據，分別就財務收支、資產負債表等細部進行分析，詳細內容如下：

一、財務指標分析、家庭財務分析、退休金試算表、教育金試算表

家庭財務分析
項目 數據 理想值 說明

儲蓄率 48.68％ >25％

 公式＝年儲蓄額（含固定儲蓄投資＋年結餘）÷年收入 

目前固定儲蓄24萬，有達成理想值，每年尚有結餘65萬元，還可調配部分至固定儲

蓄，才可加速達成財務目標

負債比例 34.10％ ≦30％

公式＝總負債÷總資產 

雖然負債比例超過理想值，但因為案主有個人投資理財考量，運用信貸來做投資性

負債，可在七年後多一筆130萬的自由運用金錢，並且不綁約可隨借隨還

生活週轉金 24.27 3～6

公式＝流動性資產÷家庭平均月支出

目前流動性資產（活儲）260萬，約可支持家庭支出將近26個月，為提升資金運用

效率和達成財務目標，可以保留約家庭支出半年資金在活儲，將多餘資金轉作其他

儲蓄投資計畫，以幫助達成財務目標。

財務自由度 0.04 >1.0

公式＝（生息資產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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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權平均報酬率 3％ 目前公式中，家庭年支出有扣除儲蓄和理財支出

以目前家庭理財收入÷ 目前家庭年支出，與理想值有落差，若能善用資產進行長期

穩健的投資，有機會提高財務自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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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金試算表
項目 游小姐

距退休年期 25

預計退休生活年數 25

退休月開支 （現值）  $ 50,000 

退休月開支 （未來值）  $ 82,030 

退休金應備總額 （未來值）  $ 19,602,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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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備：預估公司退休給付 （未來值）

已備：退休金總額 （未來值）

退休金準備金資金缺口 （未來值）  $ 19,602,543 

　

現在一次存入  $ 4,567,366 

每年應存  $ 357,290 

每月應存  $ 28,287 

缺口＝應備－已備 

假設條件

通貨膨脹率 2.0％

退休前投資報酬率 6.0％

退休後投資報酬率 4.0％

子女教育金試算表
子女姓名 龍寶

距離預估上大學時間 14

目前上大學所須金額大約（每年） 400000

未來值 （每年） $ 527,792

預估子女唸大學可能要讀幾年 6

子女教育金需求總額 $ 3,166,749

子女教育金單筆已備資金（現值） 0

子女教育金單筆已備資金（未來值） $0

子女教育準備金資金缺口（未來值） $ 3,166,749

現在一次存入 $ 2,400,000

每年應存 $ 198,245

每月應存 $ 16,349

假設條件： 龍寶

通貨膨脹率（學費年成長率） 2.00％

準備期間投資報酬率 2.00％

就學期間投資報酬率 2.00％

二、財務數據分析：

1、資產項目：

（1）流動性資產

　　流動性資產的特性是變現性

高，但報酬率偏低，包括現金

（活儲）、定存等等，游小姐流

動性資產約260萬，佔整體資產的

68％，活存比率偏高，以生活週

轉金概念（家庭基本生活開銷總

額的3～6 個月）來看，已超出許

多，建議將部分資金做其他有效

運用，並重新設定財務目標及投

資屬性，重新調整。

（2）投資性資產（流動性投資）

　　由表中可看出游小姐對投資

有配置，佔總資產比率25％，顯

示游小姐對於全球趨勢與國際觀

有一定程度之涉獵與了解，但是

對長期投資似乎不願意投入更多

的金額，但如果以長期財務目標

建議全球通用貨幣可以美元、人

民幣做為貨幣配置的另一選擇，

以穩健的角度出發，基金部分，

建議增加平時投資金額停利不停

損，持續定時定額，並定期檢

視，以達成長期財務目標。

（3）投資性資產（非流動性投

資）

　　表中看出有傳統型保單，佔

總資產比例6％。

（4）自用性資產

　　無此項目，原因係游小姐考

慮房價持續下跌短期房市低迷，

所幸將自有住宅出售並不考慮買

房，現因交通便利因素在台北市

租房，加上停車一位難求，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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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買車。

2、負債項目

　　此項目數據為130萬，主係因信貸130萬（投

資性負債）、無車貸及房貸（原因如上-自用性資

產所述），因游小姐與銀行信貸加上平時消費皆

有使用信用卡之習慣，每月繳清，藉以累積並活

化資產跟與銀行之信用，之後若需要資金周轉或

再有貸款上的需求，可獲得較優惠之額度、利率

或條件。

陸、擬定財務規劃建議書

一、短期財務目標規劃建議：（旅遊基

金）

　　建議游小姐每月可另外提撥1.2萬至帳戶內，

並利用國內旅展優惠或者是旅行社朋友不定期舉

辦的特惠活動來達成旅遊基金，其餘款項可另做

投資理財打算，讓自己和小孩創造旅行的回憶。

二、中期財務目標規劃建議：（子女教育

金）

　　游小姐計畫子女教育金的特色在於資金必須

保守穩健零風險，且大學的花費將是佔所有求學

生涯當中最高的，故考量目前整體資產配置後，

係已準備利率變動型十年美元保單與六年台幣保

單已準備192萬，拆成兩張保單規劃，主要原因

係專款專用，享受較高利率優惠，也可期待未來

的匯率利差；期滿後，繼續複利滾存，至

小孩大學。

　　以目前私立學校來看，每學期學雜

費約7萬元，一年約14萬元；若為外宿生

（非住校內宿舍），一個月租金1萬元，

一年12萬元，再加上每月生活費1萬元，

一年也是12萬，六年下來須準備240萬

元，考量通貨膨脹及學費上漲等因素，未

來一年之學雜費及住宿費大約為53萬，

大學四年加研究所二年共約296萬，故透

過現在開始準備，每月游小姐需提撥16,349元做

為未來孩子之教育金，因保單滿期有192萬，加

上複利增值，故維持不變。

三、長期財務目標規劃建議：（退休金）

　　經過游小姐充分了解，游小姐期待退休的生

活品質能維持每月現值5萬元的購買力，考量通

膨2％，投資報酬率6％的情況下，25年後退休，

現值5萬相當於未來82,030元；由於游小姐目前

有為未來退休金設置投資型保單帳戶，年投4.8萬

元，游小姐退休缺口每月尚應存28,287元，依目

前收支狀況來看是可完成的目標，可以基金定時

定額來做達成投資報酬率6％。

　　另外游小姐為單親媽媽，考量到財務目標以

外更重要的是責任，小孩目前是4歲距離自力更

生的時間最少還有16年，從保障表看出壽險保障

150萬明顯不足，建議考量到時間與通膨的情況

下增加到1000萬，這方面可將投資型保單定期定

額投資提高6000元／月，善用投資型保單槓桿的

做法拉高壽險並同時做好信託規劃保障小孩的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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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游小姐理財性收入為17,000／月，每月

需還1.7萬信貸，此投資情形下7年後游小姐會償

清信貸，實拿130萬現金。

柒、執行計畫
　　將財務計畫書提交給游小姐並經說明後，游

小姐對於此份規劃與建議對於未來感到安心。執

行計畫的第一步驟係調整資產負債表，將銀行之

活儲來活化資產，做更有效率之運用，除了留下

緊急預備金之外，運用投資型保單將壽險保額拉

高，並且同時累積退休金，另外需要增加長期照

顧的保額，因應為了老齡化的來臨也不給兒子加

重照顧負擔，另外每年收入扣除開銷後，一年還

有多65萬的資產，可將這65萬配置旅遊基金、退

休金及長期照護的保險金，讓游小姐在未來的退

休生活可以過得更好。

捌、追蹤與檢視
　　針對目前財務目標設立、流動性資產的配置

比例進行調整，本案已初步完成規劃，後續洽談

閉鎖基金配置與投資型保單和長照險的簽約事宜

中，預計以計劃表做定期追蹤。其次，對投資中

的現有共同基金績效做定期檢視，除追蹤是否符

合原先預計之報酬達成率外，並針對總體經濟、

區域概況、產業前景、股債比例、匯率變化等，

做為基金續留或轉換的依據。另安排游小姐參加

投信公司之財經趨勢講座，讓自身了解各種基金

屬性與市場目前狀況，最重要的是明瞭報酬與風

險的相關性，進而增加理財能力。

玖、結語：
　　理財規劃不是有錢人的專利，也並非成為富

人作為目標，而是經由理想有效的財務規劃，讓

每個人都可以擁有健康、自由、安穩的人生，達

成自己的目標，同時也擁有好的退休生活。

　　透過此次RFC 課程的訓練讓我對金融理財的

視野更加寬廣，加上實際案例研討報告，了解到

財務規劃並非是單一商品的銷售，真正全方位財

務規劃要做到創富、維富、傳富，把三項架接起

來，並且根據每個人或家庭的需求做的組合及一

個定期檢視、動態調整的過程。透過不斷修正與

調整，進而實現自己的人生夢想或是達成設定的

財務目標，過著心中理想的生活。

　　尤其現代人工作都相當忙碌，無論收入高

低，大多數人對於自己的財務狀況都不是很了

解，說到投資理財更是沒有做到克服人性有紀律

穩健的投資，只是盲目看電視聽專家報明牌一窩

蜂地投入金錢與時間，唯有透過專業的RFC認證

財務顧問師的協助，才能讓人達成財務自由，進

而完成個人的財務目標。

　　經由這次的進修，財務顧問師的使命感油然

而生，從現在起，我會協助身邊的客戶及朋友

們，透過財務規劃及風險轉嫁，進而幫助他們

可以按照自己想要的生活來過日子，無須擔心受

怕，有紀律計畫性的來達成個人的財務目標，完

成財務自由，感謝協會讓我扎實透過學習及實例

報告精進我的專業，謝謝所有老師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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