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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投資理財基因！就用 Excel 省錢賺現金

本書特點
理財和存款一樣，一步步來，書中分享了最實用的八大理財主題，幫助你輕鬆存

錢、謹慎花錢、聰明賺錢，快速累積人生第一桶金：

．Part01 個人理財規劃   ．Part02消費數據統計

．Part03 貸款、分期精算評估  ．Part04 家庭財務管理

．Part05 幸福退休試算   ．Part06 投資高報酬

．Part07 即時線上理財分析  ．Part08 化繁複數據為圖表

最後於 附錄 A 聰明應用理財範本 與 附錄 B  公式與函數的基本操作 分享如何下載並
套用免費又便利的 Ecxel 理財範本檔，以及公式與函數基本技巧。

單元編號與名稱

章節與範例檔

編號

範例完成檔展示

範例主題

範例分析： 
此主題常見的 Q、A 
以及表單預設狀況

立即試算： 
透過預先設計好表單配置，

Step by Step 練習實做 。

方案比較： 
若主題較複雜，會以表格

條理化的整理方案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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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式： 
條列式的說明運算方式。

操作說明： 
圖解操作說明，步驟中完整的函數公式

會以藍色粗體字加強標示。

書末附上 "常用函數與快速鍵功能索引表"，熟悉常用操作與功能函數也有助於提升
效率。

函數說明：

名稱、用法說明，格式

以及引數定義。

名詞說明：

解讀理財名詞，投資新手必看

不再搞得頭昏腦脹。

理財知識：

更多消費觀念、投資品、

條文與制度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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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個人理財規劃

1.1 理財從記帳開始
每天花 5 分鐘記錄收入與支出金額，養成記帳好習慣。

Q  才剛領了薪水，為什麼荷包一下子就見底，不知不覺成了月光族？到底錢都花到哪
裡去了？

A  控制支出之前，透過記帳幫助你認識自己的消費習慣，在超支之前就開始控制花
費，通常只要開始記帳，90% 的人都可以解決存不了錢的問題！

此份家計簿，左側固定類別分別為：收入、固定支出、生活雜支總計、總收入支出四

個區塊，右側則是生活雜支記錄：伙食費、日用品...等項目的每日花費明細，可依自
己平日花費習慣調整項目名稱。

範例分析

凍結窗格讓瀏覽更方便。用 SUM 函數合計各類別項目的金額後，
以公式統計本月的總收入與總支出，最後

再計算這個月的收支。

每張工作表代表

一個月份。

自動填滿日期數值與星期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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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Part 1想致富先學會記帳 個人理財規劃

立即試算

1  此範例 2018 年 8 月有 31 天，因此選取 F4 儲存格輸入：「1」。

2  按住 F4 儲存格右下角的 填滿控點，再按住  鍵不放往右拖曳，至 AJ4 儲存格
再放開滑鼠左鍵，即可填入日期數值「1」~「31」。 

輸入收支項目的數值

於範例原始檔已預先設計好家計簿常用的項目與表單配置，接著請輸入年份 (A2 儲存
格)、月份 (C2 儲存格)，以及 生活雜支記錄、收入、固定支出 金額以利後續運算。

自動填滿日期與星期

使用自動填滿功能，可以在連續儲存格中填入連續的數值、編號或相關文字。這個例

子要填入該月 "日期" 值與下方的週幾文字，方式如下: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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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貸款、分期精算評估

3.1 手機綁約方案比一比
輸入各家電信業者的資費，幫你算出最划算的方案。

Q  每到有新手機上市時，各大電信業者紛紛推出優惠專案，到底哪個方案最划算呢？

A  千萬別被表象數字給騙了，細算每個月的平均費用才能找出最優惠的方案。

此份電信資費比較表，分別輸入了三大電信業者的月租費與約期，加上手機優惠價後，

計算每月平均月租費，比較出最便宜的電信業者資費方案。

已知 月租費、約期 計
算綁約期間支出的 月
租費總金額

計算綁約與購買手機後，每

個月月租費的平均金額。

已知 月租費總金額 和 
手機優惠價，計算 綁
約與手機總金額。

輸入各電信業者所提供資費資訊，包含 型號、月租費、約期、手機優惠價...等。

範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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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Part 3斤斤計較才能累積財富 貸款、分期精算評估

此範例以相同 月租費、型號 但不同 約期、手機優惠價 情況下，比較三家電信資費方案：

月租費 型號 約期 手機優惠價 空機價

A 電信 799
64 G 24 期 23100 28900

256 G 24 期 28700 34500

B 電信 799
64 G 36 期 22000 28900

256 G 36 期 28500 34500

C 電信 799
64 G 30 期 21500 28900

256 G 30 期 28200 34500

1  選取 B6 儲存格計算綁約期間月租
費總金額，輸入公式：  
=B4*B5。

1

計算綁約期間月租費總金額

 ■ 月租費總金額 = 月租費 × 約期。

輸入資費方案的值

於範例原始檔中已預先設計好電信資費項目與表單配置，上方是手機綁約的月費表，

下方是搭配購買手機的優惠價格，接著輸入手機 型號、月租費、約期、手機優惠價、
空機價...等相關內容。

立即試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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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Part 3斤斤計較才能累積財富 貸款、分期精算評估

3.4 房屋貸款精打細算不踩雷
每間銀行的貸款利率、攤還方式都略差異，找出最適合自己的方案。

Q  可能長達二、三十年的貸款可要好好精打細算，該怎麼選擇適合自己的房貸方案呢？

A  每一家銀行的貸款不盡相同，哪間銀行的利率較好？哪個方案利息較少？精算出每個
月應償還的金額，找出最適合的方案，才不會被房貸壓垮。

此份房屋貸款方案試算表，詳列出 A、B、C 三間銀行的貸款利率、年限、分段式利
率...等相關資料，藉此計算每期需償還的金額與實際貸款利率、利息總繳金額，再評
估哪一間銀行的貸款方案最適合自己的現況。

範例分析

用 DATE 函數推算
每期的繳款日期

輸入貸款

期數

用 IF 函數判斷使
用 分段式利率 或 
機動利率 計息

輸入各項文字說明、貸款金額、開辦費用、

貸款年限...等相關資料。
用 IRR 函數計算 實際貸款利率；
用 SUM 函數計算 利息總繳金額。

用 IF 函數判斷是否有提前還款，再計算
每期 本金償還、利息償還 以及 貸款餘
額；再用 PMT 函數計算 月繳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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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貸款、分期精算評估

此範例為 800 萬房屋貸款，三家銀行不同的利率及攤還年數，找出最適合自己的銀行
貸款方案：

A 銀行 B 銀行 C 銀行

貸款金額 8,000,000

開辦費用 5000 5500 5300

貸款年限 20 20 30

寬限期 (年) 3 3 3

利率

(機動計息)

前 6 期 1.74%

7~12期 1.94%

13 期以後 2.21%

1~24 期 1.84%

25~240 期 1.99%

1~24 期 1.44%

25~360 期 1.74%

1  輸入資料後，再選取 A11 儲存格，輸入：「0」。

2  按住 A11 儲存格右下角的 填滿控點，再按住  鍵不放，往下拖曳，至 A251 儲
存格再放開滑鼠左鍵，完成 1~240 期的編號填滿 (貸款年限 20 年即 240 期)。

輸入房屋貸款的數值

於範例原始檔中已預先設計好房屋貸款試算資料與表單配置，接著於 A 銀行 工作表
輸入 貸款金額、開辦費用、貸款年限、利率、期數...等相關內容。

立即試算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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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家庭財務管理

Q  到底要將錢存在銀行？還是投保儲蓄險？保險公司常販售不同類型的保單，在 "保
本"、"生息"、"宣告利率" 的行銷話術包裝下，仍然不解這一張保單真正利率多少？到
底值不值得投保？

A  為了破解高利率迷思，透過 IRR 函數 (內部報酬率) 計算儲蓄險真正的投資報酬
率，再跟定存比較後，選擇最佳方案。

此份 6 年期儲蓄險比較表依照繳費年期，分為 "年繳"、"躉繳" 及 "生存保險金" 三種保
單，並由 年度、保費、領回、現金流量、滿期保險金 及 保單報酬率 欄位佈置而成。
先算出保單報酬率，再跟目前定存利率 1.035% 比較。

用 SUM 函數將 保費 及 領回 二筆金額相加，
計算出保單每期 現金流量，包含現金流出與現
金流入 (負數與正數)。

範例分析

用 IRR 函數依據每期 現金流量 計算
出 保單報酬率

6 年 保費 皆享有 1% 轉帳折扣 1~6 年每期依 保費 領回 1% 生存保險金，7~10 
年每期依 保險金 領回 2.25% 生存保險金。 

4.1 定存 VS 儲蓄險，報酬率總體檢
儲蓄險利率真的高於定存？別再有迷思，著手算出儲蓄險的報酬率。

Part4.indd   2 2018/11/14   下午 01:54:02



4-3Part 4計劃評估與效益分析 家庭財務管理

立即試算

此範例以 "年繳"、"躉繳"、"年領生存保險金" 三種儲蓄型保單為例比較：

保額 期數 繳費方式 保費 給付方式

方案 A 100 萬 6 年 年繳 $162,000
繳費期滿後可一次領

回 100 萬

方案 B 100 萬 6 年
躉繳 

(一次繳清)
$970,000

繳費期滿後可一次領

回 100 萬

方案 C 100 萬 6 年 年繳

$168,000 

(可再扣除 1% 
轉帳折扣)

1~6 年，每年可依保
費領回 1% 生存保險
金；第 7 年後，每
年可依期滿後金額領

回 2.25% 生存保險
金；繳費期滿後可一

次領回 100 萬。

年繳保單-負值格式設定
於範例原始檔已預先設計好儲蓄險比較表的欄位與樣式，其中收入為正數，支出為負

數，為了加強正負數的辨識度，可以將負數設定為紅色。

1  選取 B3:D9 儲存格範圍。

3  選按 貨幣 類別 \ ，選按 確定。

2

1

2  選按 常用 索引標籤 \ 數值  開啟對話方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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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投資高報酬

6.2 小資族善用定期性存款
薪水不到三萬，想存款但不想承擔任何風險！

Q  上班族高喊收入太少，存不了錢，買不起房...，收入在扣除開銷之後，若還能有四
成拿來存款，已經算不錯了，有什麼是可以小額存款且風險較低的理財方式？

A  對剛出社會的小資族來說，1 個月存 1 萬元也有一定的困難度，目前銀行 1 年期定
存利率大概只有 1.02%∼1.15%，同樣的錢，買一些穩定的股票、基金或許是更好的
選擇，但若不想承擔任何風險也沒時間關注投資項目，定期性存款是最適合的理財方

式，然而如何存得聰明、存得靈活，也是一門學問。

定期性存款分為 定期存款 和 定期儲蓄存款 (可參考下頁詳細說明)，定期性存款的優
點並非高利率，重點在於培養儲蓄習慣，此份定期性存款計劃表目標是 3 年內可存款
18 萬元，看哪種方式到期可提領的本息最優渥：

 ■ 定期存款：開戶時存入 18 萬元，到期提領本金和利息。

範例分析

 ■ 零存整付：每個月存 
5,000 元，到期提領本
金和利息。

 ■ 整存整付：開戶時存入 
18 萬元，到期提領本金
和利息。

 ■ 存本取息：開戶時存入 
18 萬元，每月可以提領
利息，到期提領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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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投資高報酬

6.4 挑選基金的 4433 法則
從市面上琳瑯滿目的基金，挑選出績效最佳的標的。

Q  忙碌的生活讓人沒有時間研究投資理財，但又不只想選擇利息不多的定存，黃金、
石油價格波動大風險高，該怎麼辨？

A  考慮一下基金吧！基金是把不懂投資，但想要賺取更多利潤的投資者資金匯集，交
給專家投資操作。每個人期望的報酬以及承受的風險都不同，選擇的標的自然有所不

同，除了在投資前可以與專家多多討論選擇基金型態或組別，也能查找網路資料，找

到最合適的投資標的。

如下的基金篩選表為投信投顧公會 (http://www.sitca.org.tw/ ) 的資料，搭配最常見
的 "4433 法則"，從想投資的近百檔基金中篩選出績效較佳的商品。

範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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