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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 

 卓越資產管理集團 投資長 

 實踐大學 財務金融系 助理教授 

 台北市華茂扶輪社 2017-2018 財務長 

                    2018-2019 扶輪基金主委  

                              節目主委 

 個人資歷 

富景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資深顧問         2014.2  

富蘭克林華美證劵投資信託(股)公司           2011.4 

 投資長兼基金經理人 

匯豐中華投信HSBC 資深副總經理 

 股票部門主管&基金經理人  

 曾管理操作中國動力、成功與龍鳳、和龍騰科技等股票基金                   

 民國91年11月至93年3月期間曾任政府基金代操經理人，管理資產約23     
億台幣 

中華證券投資信託(股)公司 資深基金經理人    1998.4 

(民國91年被 HSBC Asset Management 收購) 

富邦證券投資信託(股)公司   基金經理人      1996.4  

光華證券投資信託(股)公司   產業研究員      1990.8 

 

 

 

 

 

 

 

 

黃世洽 投資長 
Alan Huang  



 報 告 大 綱 

 卓越資產管理集團介紹 

 資產配置的迷失 

 投資理財的目的為何? 

 您過去投資經驗與績效如何? 

 財務目標?如何達到? 

 卓越固定收益管理與實例 

 卓越財顧方案是您最佳的選擇 

 何時參與卓越財顧方案是最好時機 

 如何進行財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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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辦公室業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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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 
 ˙卓越資產管理集團  執行長 
 ˙IFPC國際理財規劃顧問(股)公司  顧問 
◎學歷◎ 
 ˙美國德州州立大學阿靈頓分校 MBA 
 ˙淡江大學企管系畢 
◎經歷◎ 
 ˙個人財產規劃人員協會 秘書長 
 ˙信實會計師事務所 稅務經理 
◎專業資歷◎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財稅及家庭信託』講師 
 ˙CFP認證『財稅及家庭信託』講師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發展基金會『財稅及家庭信託』講師  
 ˙華南、世華、聯邦、台新、永豐金等銀行『財稅及信託』講師 
 ˙安泰、南山、全球、保誠…等各大壽險公司『信託及財稅規劃』 
   專題講師、文官培訓所『理財規劃』專題講師 
 ˙中國大陸福建、溫州、上海等企業主”家庭財富永恆計劃”主講 
 ˙銀行個人信託業務輔導案顧問 
 ˙財金雜誌SMART、MONEY錢、今周刊等個人財富規劃及信託 主筆 
 ˙工商時報、YAHOO、PCHOME『稅務規劃專欄』主筆 
 ˙TVBS、年代、非凡財金、中天等節目理財規劃議題來賓及受訪 
◎著作◎ 2012年一月出版 “傳財家業富過三代” 
 最新2014年三月出版”藏富七卷私房筆記” 
 ◎專業規劃◎ 
家庭信託規劃、個人稅務規劃、保財傳承規劃、退休理財、企業主財
富規劃、雙重國籍稅務規劃、中港台美加澳律師及會計師團隊 

李雨珊 執行長
Sandy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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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資產管理集團 Summit Capital  
International Group Ltd. 

李雨珊 執行長 

創富 

維富 傳富 守富 

享富 徐瑞昌會計師、黃麗明會計師 

何美惠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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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證券 
 

 

 

直營業務 

交
易
佣
金 

產
品
銷
售 

交 

易 

客戶 

以投資業務 

為主，著重 

商品行銷。 

整
合
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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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客戶利益進行 

最大考量 

儲蓄穩健增值 

守護財富價值 

卓越專注成為企業家族的財富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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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富保障 

稅務 

風險 

國籍 

風險 

財富管理 

現金流 

規律 

保值收息財

顧管理 

財富傳承 

建立傳承制

度 

接班人 

計劃 

卓越資產管理集團 
Summit Capital  
International Group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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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越固定收益財顧管理架構 

鑽石財顧 

鈦金財顧 

白金財顧 

•私人銀行帳戶 

•100萬美金 

•7%~10% 

•IB(盈透證券帳戶) 

•20萬美金 

•5%~7% 

•元大銀行信託部  
(固定收益案) 

•500萬台幣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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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越固定收益財顧專案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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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配置的迷失? 

14 



2008年美國次貸爆發以來，過去10年主要國際股
市雖表現強勢，但今年以來股價拉回有作頭疑慮
，須居高思危! 

15 
資料來源：卓越資產，
永豐証劵,2018/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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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4 2010/11/19 2011/11/4 2012/10/19 2013/10/4 2014/9/19 2015/9/4 2016/8/19 2017/8/3

美股(S&P 500) +136% 歐股(德國DAX) +113% 日股(日經225) +119%

陸股(上海A股) -5% 台股(台灣加權) +29%

2010~今累計報酬



過去10年投資工具的報酬率，短線操作除非你能避開
2008金融海嘯的重挫，高點賣出退場，否則只有長期投
資債劵與特別股報酬率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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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卓越資產 
富邦投信 



股債市處歷史高檔，今年好景不常，面臨
資產價格偏高，報酬率偏低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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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卓越資產 
經濟日報 



去年外資買超台股1552億元，近日賣超並匯出，致使股
匯市多下跌。今年以來，四個月已賣出約1500億元多，
未來若持續賣出，熱錢撤出，台幣續貶壓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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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卓越資產 
經濟日報 



國際主要不確定因素 
 

美國央行升息幅度與速度 

各國央行QE政策何時退場 

 川普政策的不確定性 

貿易戰啟動 

地緣政治衝突風險 

英國脫歐Brexit的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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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財富的秘訣在於建立下檔保護， 
避開大賠做穩健投資，獲取穩健收益。 

 

 100萬元的投資，一次崩盤損失50萬元(-50%報酬率)；
從50萬元再回到本金100萬元，需要100%的投資報酬， 

股市走空時，您需要等待多少年才能掙回本金? 
但是若能穩健投資，以每年報酬率8%複利計算，只要九
年，100萬元就可以翻倍。 

在規劃退休養老階段，從已有財富基礎上出發，以穩健
收益的投資作為主要資產配置最大比重，即能做到輕鬆
管理財富，樂活退休，成為不受市場波動影響的財富自
由人! 

如果沒有健康，財富再多也享用不到。穩健的資產配置
，可以讓你睡好覺，保持健康! 
 
 
 

20 



高資產客群對未來三年投報率的期待 

21 



「特別股」基金已成為國人資產配置新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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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工商時報、柏瑞 



特別股ETF規模大幅長，特別股已成為新
的金融熱搜關鍵字 

23 
資料來源：卓越資產 
Bloomberg，富蘭克林華美投信 



特別股的獨特優點 

24 
資料來源：卓越資產， 
富邦投信 

 巴菲特最愛的資產配置工具，特別股償債優先
於普通股；公司有資金需求時以發行特別股來
籌措，屬於股東權益項下，非負債項下。 

 特別股的發行價格固定(一般25美元) 

 特別股的股息每季固定 

 發行一定期間後（約5-7年不等)，發行公司可
隨時用發行價25美元贖回 

 類似債券性質：本金固定、利息固定、到期贖
回還本 



中長期股息報酬為投資報酬率勝出的
原因，不怕市場的波動 

25 
資料來源：卓越資產 
富邦投信 



特別股過去五年平均股息率高達6% 

資料來源：卓越資產 

柏瑞投信 



特別股納入資產配置，可有效降低波動與
追求報酬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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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卓越資產， 
富邦投信 



誰需要固定收益的資產 
 

投資人訴求保值穩息 

企業或個人希望有每季穩定現金流入 

台商企業有世代傳承信託規劃者 

想養老樂活退休者 

準備長期照護的資金者 

 

28 



高齡社會更需要保值穩息的資產配置工具
，以穩定現金流支應退休支出需要 

29 



想樂活退休，該如何資產配置 
 退休理財，配置首重「保本穩息」 

   -固定收益的比重多少與退休年齡相當。 

   -資產安全且流動性高、高於定存報酬率之投資工 

    具，例如特別股，為不可或缺的工具之一 

 退休後的醫療尚須考慮「長期看護」支出。平均餘
命提高，醫療看護支出也須隨之提高準備 

 健康的身體、快樂的心靈與保本穩息的理財，就是
讓人生幸福富足的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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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投資理財的目的? 

31 



答案可能是： 
累積財富 

實現夢想 

追求刺激 

考驗判斷 

… 

… 

… 

財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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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過去投資經驗與績效如何? 

 看錯市場或商品 

 買錯個股或基金 

 買賣時機錯誤 

 聽消息買明牌 

 受制於人性弱點 

 黑天鵝滿天飛 

 系統風險 

 … 

 … 

 資產配置沒做好 

33 



財務目標?如何達到? 

34 



財務目標 
 資產安全下財富穩健增值 

 而不是追求超額報酬，一夕致富 

 每年每個月有穩定的現金流 

 有高於定存利息倍數的報酬 

 既安全又有流動性 

 安心投資，保本配息 

 不怕市場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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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達成 
 依投資屬性與財務目標--多元資產配置 

 全職工作，全心投入 

 良好的投資紀律 

 不怕波動，不短線進出 

 不必預測市場、挑時機 

 輕鬆智慧管理資產， 

 樂活退休、達到財富自由 

 … 

 卓越如何幫您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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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財富管理與實例 

37 



您作資產配置時，最主要會考慮因素 

 是否保值? 

 年化收益率多少? 

 投資金額大小? 

 投資期間多久? 

 成本是多少? 

 在哪裡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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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越固定收益財顧管理配置 

39 



卓越財顧專案客戶績效實例 

40 資料來源：卓越資產  

• 以上挑選卓越財顧客戶在二年前及近一年來各月份簽約財顧客戶績效表現！ 
• 卓越客戶以美金20萬元進行帳戶資產配置，其任一時點進行財顧服務，皆能達到年收

益率6%-8%目標，不受美股走勢影響。 
• 最新一季收益率比前一季稍有下降，主要是因為持有個股價格稍有回檔。 
＊以上客戶績效皆屬實，惟因個資法規範，無法提供客戶真實姓氏。 

基本資料 收益率 

姓名 財顧起始日 績效結算日 成立以來 最新一季 最近半年 近一年 

陳先生 2015/09/04 

2018/03/31 

19.83% 0.41% 2.72% 8.89% 

林小姐 2016/12/01 12.52% 0.32% 2.45% 8.12% 

游先生 2017/01/15 10.67% 0.37% 2.49% 7.66% 

徐先生 2017/06/01 5.15% 0.49% 2.62% - 

簡小姐 2017/09/01 3.33% 0.85% 3.29%  - 

A特別股基金累積型-美元 2017/01/23 4.70% -0.20% -0.50% 4.30% 

B特別股基金累積型-美元 2017/06/21 -1.54% -1.62% -1.74% - 

C特別股ETF基金-新台幣 2017/11/28 -4.25% -2.65% -  - 



卓越財富管理實例一：林小姐 

背景說明： 

 中小企業主，做進出口貿易。 

 2016年來卓越做財務規劃諮詢。 

 資金在海外，過去大部分都放美元定存。 

 只希望有5%預期報酬率，但風險不要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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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年財顧金額:美金199,950元(2016/12/01-2017/11/30) 

 

 

 

林小姐：財顧配置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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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3)+(2)-(1) =(4)/(1) 

財顧金額 庫存現金+在途現金+股息 庫存股票市值 收益 收益率 

199,950  10,668  213,854  24,572 12.29% 

資料來源： 
卓越資產 

 第二年財顧金額:美金224,522元(2017/12/01-2018/03/31) 

(1) (2) (3) 
(4) (5) 

=(3)+(2)-(1) =(4)/(1) 

財顧金額 庫存現金+在途現金+股息 庫存股票市值 收益 收益率 

224,522  14,668  210,378  524 0.23% 



財務顧問收益報告—林小姐實例 

43 

報告為實際案例，惟因遵
循個資法，客戶及顧問非
真實姓名。 

16個月 

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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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顧問收益報告—林小姐實例 

報告為實際案例，惟因遵
循個資法，客戶及顧問非
真實姓名。 



 

 

林小姐：財顧資產總收益率 

45 
資料來源： 
卓越資產 2018/03/31 



 

 

林小姐：財顧資產收息率(剔除價格波動因素) 

46 
資料來源： 
卓越資產 2018/03/31 



卓越財富管理實例二：徐先生 

背景說明： 

 中小企業主，製造業及進出口貿易 

 資金在海內外都有配置 

 私人銀行的客戶，收益未盡滿意 

 希望有5%以上報酬率，且有穩定的現金流 

 看好美元的未來強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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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顧金額:美金200,000元 

 
徐先生：財顧配置績效 

48 

2017/06/01-2018/03/31 

(1) (2) (3) 
(4) (5) 

=(3)+(2)-(1) =(4)/(1) 

財顧 
金額 

庫存現金 
+ 

在途現金 
+ 

股息 

庫存股 
票市值 

投資損益 投報率 

200,000  47,501  162,808  10,309 5.15% 

資料來源： 
卓越資產 2018/03/31 



財務顧問收益報告—卓越客戶實例 

49 

報告為實際案例，惟因遵
循個資法，客戶及顧問非
真實姓名。 

10個月 

5.15% 



財務顧問收益報告—卓越客戶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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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為實際案例，惟因遵
循個資法，客戶及顧問非
真實姓名。 



 

 

徐先生：財顧資產總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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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卓越資產 2018/03/31 



 

 

徐先生：財顧資產收息率(剔除價格波動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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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卓越資產 2018/03/31 



卓越(林小姐)、PFF(特別股ETF)與某特別股基金
同期間績效比較，卓越勝出! 

53 

比較期間：2016/12/01-2018/03/31 

資料來源：卓越、PFF 

卓越
12.52% 

PFF 
8.62% 

某特別
股基金
4.70% 



卓越(徐先生)、PFF(特別股ETF)與某特別股基金
同期間績效比較，卓越照樣勝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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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期間：2017/06/01-2018/03/31 

資料來源：卓越、PFF 

卓越 
5.15% 

某特別
股基金 
-1.54% 

PFF 
0.62% 



卓越財顧方案 

是您最佳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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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期望...  

 追求每年收益率5%以上 

 類似債劵到期還本保值的商品 

 保有流動性而不被長期綁住 

 高收益、低波動又稅負最低 

 不用拿出100萬元美金，就擁有私人銀行財務管理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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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您最佳的選擇  卓越財顧方案  



卓越財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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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固定收益財顧專案的優勢 
 

委託門檻低(US$200,000) 

委託期間短(至少一年) 

隨時可以設立委託帳戶 

年報酬率高(相對其他固定收息工具) 

資產價格波動度低 

交易手續費低(萬分之2左右) 

無交易的隱含成本 

中英文平台介面，容易懂，容易操作 

 

58 



客戶進行財顧管理最常問的問題 

 Q1：股市在高點，現在不是好時間點？ 

 Q2：會不會賺了利息，賠了匯差？ 

 Q3：專案有沒有保障？ 

 Q4：手續會不會很麻煩？有沒有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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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2/26期間，當美國10年債劵殖利率上升至2.9%之上，美股道瓊指數
大幅下跌後反彈，此期間共下跌4.53%，但卓越精選標的反而逆勢上漲將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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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股市在高點，現在不是好時點？ 

卓越精選標的 

美股道瓊指數 

資料來源：卓越資產 

雅虎財經 



卓越配置實例：某英國大型國際金融公司特別股 
在過去六年多以來，特別股(藍色)波動比普通股(紫色)小很多，且其
期間的報酬率約正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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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卓越資產 

雅虎財經 



事實證明，特別股相對普通股，特別股受特殊事
件衝擊較小，波動風險較小 

62 
資料來源：卓越資產 
Bloomberg，富蘭克林華美投信 



Q2：會不會賺了利息，賠了匯差？ 
過去的二次升息循環，特別股在升息後績效多均呈現正報酬；在
緩步升息的環境下，特別股不受干擾，績效表現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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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卓越資產 
富邦投信 



緩步升息的情況下，利息收益抵銷利率上升時的
價格波動 

資料來源：卓越資產 

柏瑞投信 



台幣對美元去年升值7.5%；二年內升值10.5%，
今年繼續升值0.75%，現在是買進美元的好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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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XQ贏家2018/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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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帳戶有沒有保障？ 

平台 
保障機制 

配合海外券商平台為美國Securities Investor 
Protection Corporation(SIPC)成員之一，該券商
下每個證券客戶享有美金50萬元保障(含股票及
現金，現金上限美金25萬元)，客戶財產有基本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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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 ：手續會不會很麻煩？有沒有稅？ 

手續相當簡便： 
 
挑選美國優質網路券商--IB盈透證劵(美國上市公司，
連續七年獲得Barron雜誌全球劵商評比第一名)，中文
介面，方便易懂，只需護照與個人身分證上網即可在
台灣開戶。 
該戶同時擁有銀行戶(保管銀行為花期銀行紐約分行)
及證券戶功能，輕輕鬆鬆配置海外資產。 
 
基本上，無稅負負擔的問題。 



固定收益以海外投資特別股最省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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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參與卓越財顧方案是最好時機 

優勢一：匯率 

優勢二：市場 

優勢三：安全 

優勢四：稅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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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答案: 

就是現在!! 



台幣對美元今年以來還升值0.75%；二年約升值
9.7%，現在是買進美元的好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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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一：
匯率 

資料來源： 

XQ贏家2018/4/23 



在歐日等國施行負利率下、國際熱錢流入使台幣強勢升
值表現，但其基本面不足以支撐，現在國際股市拉回，
熱錢撤出，其貶值壓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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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XQ贏家2018/4/23 

優勢一：
匯率 



美元指數由2016年底高點至今年4/23下跌
11.3%，未來的反彈空間高於再下跌的空間，是
做美元資產配置的好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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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一：
匯率 

資料來源： 

XQ贏家2018/04/23 



任何時間點進場，持有特別股指數1年複利計算的正報酬
機率為88.5%，平均報酬為6.42%;持有2年正報酬機率為
100%，平均報酬為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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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卓越資產 
柏瑞投信 

優勢二：
市場 



特別股較其他投資工具波動低，可降低市場波動
風險與避開大跌修正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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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卓越資產 
柏瑞投信 

優勢三：
安全 



特別股股息率優於政府公債和投資級債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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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卓越資產 
柏瑞投信 

優勢三：
安全 



多頭時有機會獲取資本利得；空頭時，價
格波動明顯低於股市，又可定期配發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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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卓越資產 
群益投信 

優勢三：
安全 



卓越財顧方案下，台灣人擁有的稅負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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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 台灣人 
美國人(美國公民、
美國綠卡、美國稅

民居民) 

本金(遺產稅) X O 

利息所得(所得稅) X O 

資本利得(所得稅) X O 

股息所得(所得稅) X O 

註：台灣境外所得(股利所得、利息所得及財產交易所得)，未達新台幣100 
   萬元免稅。100萬元以上，併入最低稅負制基本所得計算   

優勢四：
稅負 

配置非美國公司在美國上市發行特別股，稅負比較： 



卓越財顧服務如何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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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財顧服務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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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商盈透證券，連續七年IB奪得 Barron’s  全球券商評比
全球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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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世界、一個帳戶，IB客戶可在全球進行投資
、借款、賺錢、和消費等業務 

 

81 
資料來源：卓越資產， 
盈透證劵 



盈透證券，為美國最大的非銀行券商 
 
從1977年成立以來，IB一直全心投入於交易科技
的研發。盈透證券在納斯達克上市，股票代碼為
IBKR。 
 
IB的業務有造市、自營及經紀，處理著全世界
14.1%的股票期權交易量。 
 
在IB的多功能交易平台Trader Workstation (TWS)
上，客戶透過平台即可交易全世界26個國家120多
個交易所的股票、期貨、外匯、期權、債券及ETF。 
 
 

Interactive Broker(IB) 美商盈透證券 

盈透證券總部設在Greenwich Connecticut 
(美國康奈提州的格林威治)。全球的分部有 
芝加哥、瑞士、加拿大、香港、倫敦和悉尼。
IB受SEC(美國證券交易監督委員會)、NASD 
(國家證券經紀商協會)、NYSE(紐約股票交易
所)、FSA(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和世界其他 
監管機構的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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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頻繁交易人  交易成本/月 頻繁交易人  交易成本/月 
最低 最低 

盈透證券(Interactive Broker) $20.00 盈透證券(Interactive Broker) $839 

eOption $20.00 eOption $875 

Merrill Edge $28.90 Lightspeed Trading $1,200 

Lightspeed Trading $24.94 Livevol $1,339 

OptionsHouse $49.60 Merrill Edge $1,633 

最高 最高 

億創理財(E’Trade) $94.24 億創理財(E’Trade) $2,947 

嘉信理財(Charles Schwab) $86.96 嘉信理財(Charles Schwab) $2,758 

斯考特證券(Scottrade) $81.00 斯考特證券(Scottrade) $2,831 

宏達理財(TD Ameritrade) $79.60 富達國際(Fidelity) $2,529 

平均(18個經紀商) $59.85 平均(18個經紀商) $2,122 

資料來源：巴倫週刊
Barron’s 

一般客戶常用 哪家網路券商提供真正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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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網路平台亦可做股票融資和融券 

 以保證金借入款項餘額利息計算，不用再提供
擔保品。 

 IB平台融資的自備款為50%，若帳戶餘額為
US$200,000，則可以融資US$200,000。 

 利用融資融劵槓桿投資以提高報酬率。 

 

 

84 



融資US$200,000，目前IB的融
資利率為年利率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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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卓越資產， 
盈透證劵2018/4/23 



有獎徵答-問題一 

 請問卓越財顧專案服務，以保值收息為理財目的，
財顧目標的年收益率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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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獎徵答-問題二 

 請問卓越建議客戶作資產配置的劵商交易平台是哪
一家?它有開戶方便安全、收續費最低、與中文介
面等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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