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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潘文進 / 吳美玉
永豐金證券理財科
襄理 唐國淯
2015 年 10 月 20 日

重要聲明
1.本人為客戶提供的分析，包含基於歷史數據而預估假設值，會採取較保守的判斷，以增加準確性。
2.財務策畫書內所提供的任何理財建議，因應未來所發生事情的不確定性，本人不保證任何假設和回
報會如財務策劃書所寫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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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利率、匯率和市場等各項風險。
4. 本人將盡力協助客戶明白此財務策劃書之內容，客戶如有疑問，也歡迎隨時提出。
5. 本人向客戶所收集的個人資料，將會嚴加保密不會外流，並小心謹慎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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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務策劃書流程說明

數據假設：
1.參考 1996-2014 年消費者物價指數統計表，取年平均 1.26%作為通貨膨脹率預估參考值。
2.國人的平均壽命為 80.02，其中男性為 76.91 歲，女性為 83.36(內政部戶政司及衛福部)
3. 台灣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以 19,416 為計算值(行政院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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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客戶基本資料介紹
潘文進於 1999 年 12 月與吳美玉結婚，1999 年 8 月有了女兒妤萱，人生展開新的階段。文
進目前任職於航空維修公司擔任專業經理人，長時間在大陸，公司詢問是否願意派至挪威。
美玉目前則是從事房仲業，但目前正面臨房市不景氣，考慮是否跟隨丈夫至大陸或者挪威生
活，因為長時間分開兩地是非常大的考驗。
下圖為針對所提需求整理成現況分析記錄，考量財務目標需求及風險承受度，擬定可行的財
務策劃書。

3-1.家庭成員基本資料
姓名

稱謂

年齡

現況說明
1、1971 年 4 月生
2、軍校航空機械工程畢業
3、2008 年到大陸工作至今，年薪 33 萬人民幣，年調薪３～５％
5、父母親已逝世，無孝養責任
6、保險保障
(1)1995 年 4 月買了新光人壽防癌醫療，壽險 50 萬保額，另有意
外身故及死殘 1000 萬，意外傷害醫療 10 萬，終身醫療癌症險 100
萬，住院日額 2000 元，以及住院醫療 10 萬，已於今年(2015)繳

潘文進

先生

44

費結束。
(2)1999 年 4 月購買了 20 年期安泰人壽重大疾病終身壽險保額 100
萬，季繳 3538 元，年繳 14,152 元。
(3)2008 年 4 月購買三商美邦人壽的終身醫療險，年繳 26,070 元。
＊美玉舊同事推銷購買三商美邦人壽平安久久殘廢照護終身健康
保險(PAD)加強保障，以及購買三商美邦人壽金加倍終身保險(GJB)
做為日後養老退休金準
7、夫妻倆銀行帳戶目前有台幣存款 330 萬元、62 萬人民幣存款。
8、1996 年中買台北市忠駝國宅 24.6 坪，總價 536 萬，分 20 年
期貸款 400 萬，年利率 3.85%，2011 年年底已還清房貸。
9、有轉職至挪威總公司考量

吳美玉

太太

44

1、1971 年 2 月生
2、育達商職商科畢業
3、目前從事房仲業，年薪 100 萬元
4、每年孝養美玉媽媽 6 萬元及母親節 1 萬元
5、保險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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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99 年 2 月投保安泰分紅終身壽險，主險保額 65 萬，住院醫療定
期保險附約計劃 C(2048 年)，意外身故及殘廢 1000 萬(2038 年)，
意外傷害醫療 10 萬(2038 年)，終身癌症醫療 6 單位，終身日額型
住院醫療 20 萬，半年繳 19,557 元，年繳 39,114 元。
(2) 2008 年 2 月購買 20 期三商美邦人壽的終身醫療險年繳 23,350
元
＊舊同事推銷購買三商美邦人壽平安久久殘廢照護終身健康保險
(PAD)加強保障，以及購買三商美邦人壽金加倍終身保險(GJB)做為
日後養老退休金準
6、目前正評估是否跟隨丈至大陸居住或者隨丈夫之後調至挪威而
搬遷。

潘妤萱

女兒

16

1、1999 年 8 月 30 日生
2、今年仁愛國中畢業。
3、父親用壓歲錢購買鴻海股票，已累積 11,620 股。
4、美玉替女兒購買了三商美邦人壽的終身醫療與防癌險，年繳
55,371 元。

四、財務目標評估與需求分析
文進與美玉一家人未來人生及理財目標需求如下：
1.轉職考量
文進考量轉換跑道，工作薪資收入必然有所改善與調整
文進總公司提出了年薪 400 萬台幣的條件希望他到挪威總公司上班，但挪威生活指數非常
高，一家三口租間 2 房的房子大約每月租金十萬台幣左右，所得稅也很高。
2.教育計畫
（１）美玉及妤萱一樣留在台灣，妤萱在台灣完成高中教育。
（２）文進選擇持續在崑山工作，美玉及妤萱跟隨文進，妤萱在崑山國際學校完成高中教育。
（３）文進選轉職至挪威工作，美玉及妤萱跟隨文進，妤萱在挪威國際學校完成高中教育。
教育養成需花費不少，對於收支開銷的管理，須有計劃性的安排。
3.孝養計畫
美玉的媽媽，每年過年給媽媽６萬元孝養金，另外母親節也給媽媽１萬元。在可支配所得允
請下，規劃退休金及醫療照護。
4.儲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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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薪家庭，沒有上一輩的資產加持，結婚、生子、小孩教育養成等皆須自己負責，希望能有
夠高的薪資或薪資外的收入，使家庭資產增長，實現財務自由。
5.退休規劃
文進、美玉規劃在退休前先幫自己準備，不希望在屆齡退休時造成子女的經濟負擔，老年生
活目標在金錢上自給自足，建立樂趣有尊嚴的未來。

五、財務計畫建議與執行方案
項目

轉職評估

評估重點

補充說明

* 評估所得稅率

1.評估大陸及挪威當地稅率

* 薪資收入增長

2.比較台灣、大陸及挪威生活成本

* 評估生活成本

3.比較所帶來的收入效益
目前，文進有防癌險、意外險、重大疾病險及終身
醫療險；美玉有防癌險、意外險、年金保險及終身

* 文進 - 壽險及醫療
人身保障與責任準備

醫療險；妤萱有防癌險、終身醫療。

* 美玉 - 壽險及醫療

另可運用的工具：

* 妤萱 - 壽險及醫療

公家［勞健保］
民營［保險保障］醫療險、年金保險

教育計畫

* 經濟狀況

1.經濟收入結構的改變

* 養育費用

2.教育金準備
可運用工具：

孝養計畫

＊吳媽媽

［勞保退休年金］
、
［勞保退休金］
、
［保險年金］
、
［
信託］

儲蓄投資

＊理財投資

退休規劃

＊文進、美玉

做好資產分配：透過股票、ETF、黃金、外匯、房
地產及投資型保單等商品
退休金提前準備，可運用工具：
［勞保退休年金］、
［勞保退休金］、［保險年金］、［信託］
妤萱將上高中，可提早規劃，可運用的工具：

資產傳承

＊不動產－台北忠駝國宅

［贈與］每年 220 萬免稅額

＊現金存款

［遺產］免稅額 1200 萬+遺產扣除額
［信託］享有控制權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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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計劃執行三階段
短期目標：轉職評估、人身保障與責任準備
中期目標：薪資成長、資產增長、教育計畫
長期目標：文進＆美玉退休規劃、資產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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