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退休規劃實務



退休課程大綱

 1.退休金從那裡來，你的退休金夠嗎?

 2. 開始為退休做準備，正確投資心態

 3. 以金融工具做退休規劃.

 4. 樂活退休建構退休規劃藍圖



廖 義 榮 TAYLOR   CFP™

• 曾是拎著007手提箱各國跑生意的資訊業外銷老手，

• 擁有兩岸國際理財規劃認證CFP證照

• 現在是專職的獨立理財顧問，提供客戶公益信託、

私益信託、理財規劃顧問諮詢服務，企業EAP

員工協助方案:員工理財教育與諮詢

名人堂:理財宅急便
CFP宅急便-TAYLOR

• Smartlife明智理財生活網: 

http://www.ifa-cfpsite.com

http://wealth.businessweekly.com.tw/FColumnList.aspx?Column_No=0087
http://www.businesstoday.com.tw/list-content-80499
http://www.ifa-cfpsite.com/
http://www.businesstoday.com.tw/list-content-80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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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故事是什麼?
你的故事是什麼?

退休金績效









完整退休規畫藍圖怎麼做?

https://lifemoneyblogdotcom.files.wordpress.com/2015/10/20150928e98080e4bc91e694afe587ba.jpg


你的退休願景VISION是什麼?

 退休後想做什麼?

 你的Wish List(許願單)內有那些
項目?

 過去很喜歡做這件事情,   退休後
也許重拾舊愛?

 一直想去做什麼事情, 但是都沒
時間去做…

 現在很喜歡做的, 退休後也想繼
續下去





投資≠理財

投資理財沒有方法，錢會愈理愈少!

投資跟理財不一定畫上等號

投資成本愈少愈好

投資報酬—成本(手續費、贖回費用等)=實際獲利



理財避免踩地雷

理財商品

投資 詐騙

1. 不要衝動購買

2. 看起來吸引人的商品，背後都有玄機

3. 錢根據財務目標安排好儲蓄或投資，就
不會誤入陷阱



台灣基金周轉率是美國三倍
共同基金類別/周轉率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台灣境外
基金

股票型 97 58 94 104 100

固定收益型 77 67 89 74 73

台灣境內基金
(不含國內貨幣)

71 58 74 87 92

美國共同基金
(不含貨幣型)

32 29 30 28 約30

資料來源: 中時電子報

大家拼命在
轉來轉去!



基金周轉率高損失的是你

 投資人一年只要基金多轉換幾次，本金就被手續費給侵蝕大半。

 舉例來說，本金100萬元，手續費率若1.5％，申購第一次就1.5萬元，多轉換幾
次，10萬元就不見了。



怎麼準備退休金?

 先付錢給自己Pay Yourself First

 先付錢給自己，你可以為未來生活保障建立一個存款、成立
一個備用金，萬一未來有財務緊急需求:車子拋錨、意外的醫
療支出………

 把每個月固定要存錢或投資當成是一筆必須要付的帳單，而
且是比其他帳單都要重要的

 讓它變成自動執行



支出管理計畫性運用金錢

 整理一下你的財務目標

 財務目標需要完成的時間及金額

 找出你最多可投入的財務資源

 記帳管理收支

 投資適當的金融工具做好投資管理



收支管理

長期儲蓄投資

帳戶1 帳戶2 帳戶3 帳戶4

基本支出 年度支出 計畫儲蓄 生活品質

保險費
稅賦

進修學習
定期旅遊
興趣嗜好

生活費/房貸費
伙食費/撫養費
娛樂休閒
雜費

50% 10% 20% 20%



訂定一個投資計劃



投資上的迷思

1. 做沒有目的的投資

 投資資產配置應該是要反映你的風險承受度，它跟你的財務目標需求額度與時間軸的規劃是一
致的。

2. 情緒化投資

 高收益債的標的，每年可以配息6%，報酬率：在10年內淨值已經跌了38%，雖然配息率勉強
維持6%~8%的水準，但是報酬率卻一直上下起伏頗大

3. 忽略了隱藏的成本

 隱藏的成本：基金經理費、行政管理機構之費用、保管費用…等等，因為都是直接從基金淨值
內扣除，



◼資產配置(Asset allocation)
因應投資人個別的需求和投資目標，把資金分配在不同項目的資產類別
上。

◼特點

- 降低整體資產波動

- 提高總體資產報酬率

資產配置(ASSET ALLOCATION)



影響投資績效表現的關鍵因素

資產配置 91.5%

投資標的與其他因素 6.70% 

預測進出場時機
1.80%



投資報酬率波動度(變異數)



以理財目標進行資產配置

資產配置原則:

 投資是達到理財目標的手段，必須先設定短、中、長期的理財目標，
才能針對目標進行投資規劃。

 由於投資規劃年限愈短，複利的效果愈小，且風險性資產處於短期
景氣循環與市場波動中，不確定性愈大，

因此投資規劃的原則是：
距現在愈近的理財目標，安全性資產的比重應愈高；
距現在愈遠的理財目標，可適度提高風險性資產的比重。



克服人性弱點的投資策略

時間與複利

建立投資核心策

略

戰術策略的

投資選擇



美國CFP HAROLD EVENSKY三水桶退休金提領策略



三水桶退休金提領策略

第一個水桶: 1,2年內就要用到的錢，幾乎都是現金的形式，可能1年要用的錢
是在活儲內，第二個1年的錢可能在短期債券、貨幣基金等。

第二桶: 3~10年內需要用的錢，主要以可以固定配息的標的為主。可能是投資
等級的債券、基金、ETF等，如果是股票是配息固定的傳產股、金融股等。

11年以上: 長期投資，是以穩健型的配置為主，例如全球型股票、新興國家等
類型的標的，建議以ETF可以做比較好的配置。





網路基金平台—基富通

https://www.fundrich.com.tw/


網路基金平台--鉅亨投顧

https://www.anuefund.com/


目標導向的財務計劃

 Investopedia對它的定義是: 「基於目標的投資是一種相對較新的財富管理方法，

該方法強調以實現特定人生目標為目標的投資。

基於目標的投資（GBI）涉及財富管理公司或投資公司的客戶，

衡量其在實現特定人生目標（例如為子女的教育儲蓄或建立退休金）上的進度，

而不是著眼於產生最高的投資組合收益或擊敗市場。」

目標導向的財務規劃最主要目的是安全的完成財務目標，

基於目標的投資要維持投資的成長獲得報酬。但是同時要考量到風險，

而不是以獲取最大報酬為考量。

https://www.investopedia.com/


目標導向的的財務計劃

 1. 設定目標：

SMART原則：

S……Specific（具體的）
M……Measurable（可量化的）
A……Achievable（可達成的）
R……Realistic（現實的）
T……Time-related（有期限的）

 2. 找出費用預算：

 3. 評估風險承受能力：

 4. 根據目標和風險承受能力進行資產配置



ETF (EXCHANGE TRADED FUNDS)是什麼?

 「ETF」，台灣證券交易所定名為
「指數股票型基金」，另一個中文
名稱「交易所買賣基金」可能更貼
近ETF的特性。
「ETF」通常投資於一籃子證券或
商品，追蹤特定指數(或商品)績效
表現，且在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
兼具股票和共同基金的特性。
以全球最大的ETF－SPDR S&P 
500 ETF (SPY)為例(1759億US$)。
SPY在紐約證券交易所(NYSE)上市，
追蹤美國股市最具代表性的S&P 
500指數

https://www.spdrs.com/product/fund.seam?ticker=SPY


資產管理模式

主動式管理

被動式管理

http://www.yuantaetfs.com/#/EtfConcept/Index



父母空難賠償金遭親人賭光租不起房棄念台大

2005. 09.25、

美林證券集團前
亞太區常董羅勃
吉索(簡崇諾)被妻
子南西殺害遺留
子女:11歲、8歲、
5歲, 三人繼承約
1800萬美元

叔叔安德魯吉索、
嬸嬸、姑姑等爭
奪撫養權與永久
監護權

當年他未滿18歲，死亡賠償金得由法
定監護人親戚代管，親人沉迷大家樂，
一夕間把錢輸光，何新松只能自立自
強，下課後來不及換掉建中制服，就
衝到海霸王打工洗碗，冬天即使雙手
龜裂也不願改當外場服務生，只因洗
碗工時薪較高。時間、精力都花在打
工上
鏡周刊



不動產給下一代

子女會把
房子賣掉?

子女是否
會棄父母
於不顧?

子女用房
子抵押貸
款?



失智被騙一億財產給兒子就被棄養小心銀色財務危機！

生病後4年，一個陌生人多次來電聯
繫，讓封閉多時的吳運生頻繁外出。
劉慧芳起初還為丈夫病情好轉，後來
才獲知是與電話那頭的陌生人一起合
夥投資房地產，一個350萬元的投資
計畫，吳運生不但拿出了3百萬元，
房子居然還登記在對方的名下，劉慧
芳這才驚覺不妙。

失智，還不是最大的打擊，劉慧芳發
現先生離家2個多月間，存款被提領、
保險箱中的珠寶被取走、房產被抵押、
過戶，前前後後一共被騙走1億1千
多萬元。她的10年惡夢就此展開，
不斷跑法院、打官司，但失智症幾乎
成了「合法」詐騙的掩護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392/post/201903060040/%E5%A4%B1%E6%99%BA%E8%A2%AB%E9%A8%99%E4%B8%80%E5%84%84%20%E8%B2%A1%E7%94%A2%E7%B5%A6%E5%85%92%E5%AD%90%E5%B0%B1%E8%A2%AB%E6%A3%84%E9%A4%8A%20%20%E5%B0%8F%E5%BF%83%E9%8A%80%E8%89%B2%E8%B2%A1%E5%8B%99%E5%8D%B1%E6%A9%9F%EF%BC%81


退休後老年失智無法照顧自己

85歲女性有一半失智

如果失智無法管理自己的
財產

今周刊





你的財產對子女是蘋果還是毒藥?

 王總經商累積了不少資產，他
開始在思考身後財產如何傳承
給小孩

 如果不做規畫，一次給小孩一
大筆錢好嗎? 怎麼做可以照到
到他們，又可分批給小孩?

 王太太以前買了不少壽險，用
小孩當被保險人，她當要保人
及受益人，這樣可以節稅嗎?



信託法第二條：信託，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以契約或遺囑為之。

第 71 條
法人為增進公共利益，得經決議對外宣言自為委託人及受託人，並邀公
眾加入為委託人。

前項信託對公眾宣言前，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
第一項信託關係所生之權利義務，依該法人之決議及宣言內容定之。

宣言信託則是委託人對外宣告將自己的特定財產指定為信託資產，並由
自己處分管理，同時也可邀請大眾一同加入委託人的行列，將信託資產
交付給受託人，一同達成公益信託之目的。

成立公益信託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20024&flno=71


完全按照自己的
意思使用捐款

避免資源過度
集中在知名慈
善團體

愛心善款，可以全額用
在最適當的需求！

為何要做公益信託?

低門檻
低成本



完整規劃的三支柱

遺囑

保險

信託

完整規劃



我們的服務

1. 個人/家庭財務規劃: 財務檢視與建議、
保險整合規劃、投資管理、信託稅務規
劃、資產傳承

2. EAP員工協助方案--企業機關理財教育

3. EAP員工協助方案--企業機關員工財務諮
詢: 電話、視訊會議, 或面對面諮詢

4. EAP員工協助方案--線上理財課程



CONTACT US
聯絡資訊

網站:明智理財網

https://ifa-cfpsite.com

Line:

taylorliao

Email:
ifa8862@gmail.com

Phone:
0932-027236



免費財務規劃諮詢

 http://ifa-cfpsite.com

 E-mail:  ifa8862@gmail.com

Line群組

http://ifa-cfpsit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