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台灣最佳財務策劃師選拔
標準財務策劃個案
聲明︰
1. 此標準財務策劃個案由美國註冊財務策劃師協會提供，個案內所載的個人與
公司名字純屬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2. 關於【台灣最佳財務策劃師選拔】
，請參賽者閱讀主辦機構於網站上所公佈關
於的評分標準。
3. 參賽者須就此標準財務策劃個案策劃撰寫完整的「財務策劃書」（不超過 40
頁）和「財務策劃書摘要」（不超過 8 頁），並將一式六份的紙本和載有財務
策劃書和摘要電子檔的光碟送到「11051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432 號 5
樓之 7」RFPI 台灣管理中心收，截止時間為 2019 年 9 月 5 日下午 6:00 止，
逾時者作棄權論。

主辦單位︰

美國註冊財務策劃師協會 台灣管理中心

社團法人台灣註冊財務策劃師協會

王中強出生於台灣豐原，現年 43 歲(1976/5 月)，22 歲前往北京科技大學研究所攻讀高分
子材料專業，於北京完成碩士學位後到美國史丹福大學繼續深造，29 歲取得博士學位，並且
獲得美國矽谷科技材料公司 Applied Cavitation 的實習工作機會，於工作期間王中強取得
Applied Cavitation 三個高容量奈米材料的應用技術認證。
王中強 33 歲(2009 年)時王父提供了 1000 萬人民幣創業基金，於是回到中國深圳特區成立
了穩中科技(Win-tech Co.)有限公司，資本額 1000 萬人民幣，廠址設在廣東省深圳南山區，
與眾多科技大廠為伍，周邊也有好的高校(大學)數家，訂單與科技人才都豐沛。穩中科技得到
Applied Cavitation 的支持，授權專利技術，以低成本、高品質的技術不斷地快速開發新一
代產品。高容量奈米材料的應用範圍包括目前市場規模為數百億美金的半導體材料市場與柔性
電路和電池市場、汽車電子市場，產品涵蓋 3D 列印耗材、先進感測器、高級陶瓷、透明傳導
塗層，以及近千億美金的塗層和鍍膜市場等。
穩中科技公司創業初期只有員工 10 人，公司成立一年後就已達損益兩平，王中強在 2012
年為因應全球龐大的市場需求與 Applied Cavitation 的要求，引進股東王東興、邵李津、卓
梅英等三人(全部為陸籍)，每人出資 1000 萬人民幣入股穩中科技公司，辦理增資到 5000 萬人
民幣，王中強占股份 55%，其餘股東各占 15%。公司產品毛利率 60%，員工人數也從 10 名增加
到 80 名，增資後第一年營收 3000 萬人民幣，之後每年營收數字皆大幅增長超過 50%，直到去
年中美貿易摩擦開始，整體市場銷售情況似乎放緩，營收出現了首次下滑，與前一年度相比只
成長 18%。往年年終分紅，員工固定享有稅後淨利的 20%，股東則採用階梯式級距，稅後淨利
1000 萬元人民幣以下時，50%作為股東分紅比例，稅後淨利超過 2000 萬元時股東分紅 45%，稅
後淨利超過 3000 萬元時股東分紅 40%，稅後淨利超過 4000 萬元股東分紅 35%，稅後淨利超過
5000 萬元股東分紅 30%。未分配盈餘中 50% 於次年度轉入資本，剩下 50% 作為公司帳上資金
週轉之用。由於業務成長迅速，因此於 2015 年第二季王中強和股東們共同決策，決定在深圳
灣科技生態園區租用 2000 平方米廠區，每一年租金 100 萬人民幣 10 年期約，每 2 年換約一次，
每換約一次租金上漲率 10%。近年來有感於大灣區發展飛快，今年又將更換租約，租金成本跟
著上揚，股東們建議長期著眼，應該購置廠房，以利成本管控與未來興利。隨著穩中科技資本
逐漸增長，王中強本想於香港成立控股公司持有穩中科技，以利將來若考慮 IPO，香港更適合
吸引國際資金挹注。然而 2018 年爆發中美貿易摩擦，以及台灣政策吸引產業回台投資，王中
強也認真地思考另一個選項，把公司遷回台灣的可行性，只是礙於工作繁忙尚無時間仔細研究
相關法規，因此，此部分也還未與股東們提及，暫時只是王中強個人想法罷了!但另一方面
Applied Cavitation 也數次向王中強提出併購穩中科技的構想，並且希望能將工廠移至大陸
地區以外，以降低中美貿易戰所帶來的傷害，雙方已經見過幾次面，著實讓王中強多了另一個
選擇，他預計可於第三季末開股東會議時，將這些提案與股東們討論，希望可以為穩中科技下
一個 10 年的里程碑做出最好的決定。

王中強在 40 歲時和 34 歲股東卓梅英結婚，卓梅英是王中強碩士班的學妹，兩人因在校時
熟識，之後成為創業夥伴，日久生情進而共組家庭。卓梅英的父親卓坤成是中國共產黨開國元
老卓元的兒子，卓梅英的娘家人脈為穩中科技成立之初免去許多不必要的麻煩。卓梅英於今年
5 月，剛剛生下一女王勤勤。一家三口居住於深圳福田區卓梅英名下一間 92 平方米的 30 層電
梯大廈(2015 年 8 月購入，每平方米 10.7 萬人民幣，當時貸款 300 萬人民幣，本息攤還 10 年
到期)。10 年前王父給王中強 1000 萬人民幣作為創業基金時，同時也給弟弟王中勝購買台中
七期綠園道由鉅三希社區豪宅一戶，同時王父、王母也於名下也各自購買一戶、 每戶皆各附
有 2 個坡道平面車位，總共 3 戶房產加上 6 個車位全部零貸款。妹妹王中欣當時已在日本，因
此為中欣匯入 2 億日幣，在其名下購置東京都港區南青山 7 丁目表參道站附近的電梯公寓，當
時購買價為 1.588 億日幣(99.31 平方米，管理費: 23,710 日幣/月，修繕積立金: 14,460 日
幣/月)，購房所剩金額則存入中欣在日本的銀行帳戶，作為中欣日常生活的緊急預備金。
王中強的父親王念祖已 71 歲，早年為台灣建設公司之承包商，參與了許多台中市知名建案，
20 年前因緣際會將事業主軸轉往大陸發展，主要開發建案於上海、崑山、蘇州、杭州等地區，
經過 20 年努力，目前資產已由當初約 3000 萬人民幣，累積至今約有 8 億人民幣，王父名下資
產分散於上海房產普陀區 2 間，每間價值約 1200 萬人民幣、蘇州吳中區太湖花園別墅 2 間每
間價值約 1000 萬人民幣、杭州陽明谷獨棟別墅 2 間，每間價值約 2800 萬人民幣，以及崑山維
景國際大酒店持股 8%，目前市價約 3.2 億人民幣，以及銀行存款 1.62 億人民幣，台灣房產、
台灣銀行存款約新台幣 1.1 億元，香港 UBS 私銀帳戶 2800 萬美元。王父早年打拼事業，多數
時間居住於上海，在 13 年前與公司秘書陳瑋(蘇州人，現年 50 歲)為情侶關係，多年前為陳瑋
購置別墅 1 間，與王父名下吳中區太湖花園別墅為同一社區，兩人育有 1 子陳歡(現年 13 歲)，
陳瑋母子多數時間居住於王父名下上海普陀區房子，放假期間常回陳瑋名下蘇州別墅小住。王
父有感於年歲漸增，於 2014 年 6 月開始，每年皆會為 4 位子女各自存入於香港 UBS 私銀帳戶
100 萬美金。王母早年則是台灣上海兩地住，近 5 年來因患有糖尿病身體大不如前，為方便就
醫與療養，便長住於台灣。
王中強名下除了每月從公司支領薪酬 5 萬人民幣以及每年股東分紅與王父每年贈與的 100
萬美金外，除此之外已無其他資產。UBS 私銀帳戶中的錢由於是父親贈與再加上本身公司業務
繁忙，因此從未主動做過積極性理財，只有透過私銀理專推薦的一些短期債券型基金或固定收
益基金，目前 UBS 帳戶總資產增加 5%。至於弟弟妹妹如何運用各自私銀帳戶中的錢，王中強
並未過問。太太卓梅英則是每年從公司支領股東分紅，夫妻二人的生活開銷每月約 2.5 萬人民
幣，卓梅英每月給她父母孝養金 1 萬人民幣。太太卓梅英中國建設銀行有儲蓄 103 萬人民幣，
上證成分股三檔股票，分別是 600104 上汽集團、601318 中國平安、600050 中國聯通，目前各
持有 5,000 股，自 2016 年起每年參加配息，長期持有也不看盤，把上述持股當成定存。今年
女兒誕生後，希望能幫她選 2-3 檔績優基金或股票，可以有配息或更好的配股，就當幫女兒勤
勤存錢。王中強與卓梅英皆有公司購買的中國平安人壽重要經理人責任險，若工作中因職災導
致失能理賠 30 個月工資，還有附加意外醫療。其他並沒有額外的保單，有鑑於女兒的出生，
王中強夫妻透過保險顧問的推薦，也認為應該為女兒的未來加強一些家庭保障規劃。

弟弟王中勝現年 35 歲未婚，小時候因車禍受傷，腿疾無法復原，雖不良於行但也不至於需
要輪椅拐杖，目前還在台灣交通大學應用材料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預計 2 年後可以順利取得
博士學位，中勝受哥哥影響對於高分子材料應用也頗有心得，在課業之外時間，也會到哥哥公
司實習，為穩中科技的產品製程提出不少的建議。妹妹王中欣 37 歲，於日本完成大學、碩士
學業後，便在日本企業擔任公關工作，工作期間經常於中國、日本兩地往返。5 年前與工作關
係認識的小林信長結婚，之後便辭去工作，去年底剛取得日本國籍。中欣每年最少往返台灣日
本 3 趟，每次約停留台灣 1 個月，主要是陪伴 68 歲王母林阿嬌，王中欣與日本夫婿至今雖尚
未生子，卻也不強求，聲稱一切順其自然即可。
王父身體健壯，但有感於年歲漸增，除了於事業上早已萌生退休之外，也希望趁著自己仍
擁有主控權時，將家族的未來作好規劃。有感於長子王中強為人謙厚善良，既有學者的內涵氣
質又有企業家的實務精神。因此，王父與中強討論資產的傳承分配，更重要的是能夠和諧的安
排，於是王父將自己考量的情況提出如下，想知道長子中強的想法，一來是希望除了得到中強
的認同外，更重要的是將來落實執行規劃時，中強將擔任執行者的角色。
1.

穩中科技發展良好，加上中國國家政策發展大灣區計畫，未來應是發展可期。因此王父向
中強建議，可全力支持穩中科技資金需求，擴大產業規模，自己的資產事業逐步退場，轉
而投資穩中科技，讓弟弟妹妹們入股，未來可朝向上市準備。

2.

王母林阿嬌幾十年結髮情，希望晚年的生活能得到無微不至的照護。

3.

陳瑋有共同打拼事業的情感，加上么兒陳歡才 13 歲，希望他可以接受良好教育，長大有
好的發展，近期台灣政府鼓勵資金回台，陳瑋對台灣很有好感，如果到台灣居住也是願意
的，只是不想兒子陳歡在台灣受教育，陳瑋希望陳歡高中畢業後可以到英國或澳洲讀書，
因此近期正研究著倫敦、雪梨的大學，也打算在倫敦或雪梨置產，方便將來安置陳歡。如
果陳瑋陪同陳歡到國外就學，王父希望回台灣居住，在寒暑假時則可去陪伴陳瑋母子。

4.

二子王中勝身體稍有不便，但上進成材且與哥哥中強感情深厚，但至今仍未有好姻緣，將
來娶妻生子兄弟感情會不會有所改變?女兒中欣只要不亂揮霍，此生應是衣食無憂，但夫
婿是日本人，異國婚姻的維繫，王父也著實擔憂，在安排資產分配時，王父特別強調資產
的掌控權必須是在王氏兄妹身上。
王中強日常工作及事業已經相當忙碌，雖為高分子材料專業人士，但對於金融理財這個領

域非常陌生，因此希望可以借助專業，協助王中強，規劃王氏家族未來財務目標。
各位專業的財務策劃師，請發揮各位所學及運用實際經驗，規劃您所認為最適切的計劃。(以
上資訊或有不盡詳細的地方，請依據上述情況，可做必要假設，但必須是合法、合理以及可執
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