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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讀者的信:

我們謹代表美林與凱捷顧問公司，在此為您提供《2007年全球財富報告》。這份調查全球

富裕人士市場的深入報告，今年已經進入第11年，我們深入解讀影響全球富裕人士行為的

宏觀經濟因素，並且探討促使財富管理行業成長的原因。

我們的研究發現，財富創造的兩項主要驅動力—國內生產總值及股市市值—在2006年都呈

現快速成長。上述成長促成了全球富裕人士人數的成長，以及其資產價值的增加。至於在

資產配置方面，報告中顯示，在2006年，投資人增加了不動產的配置，搶搭商用不動產與

不動產投資信託(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s, REITs)的熱潮。 

今年的特別報導專欄，探討了客戶服務模式以及其異於傳統模式之處。由於富裕人士的需

求日益多元化、可選擇的服務提供者增加，財富管理公司體認到，服務模式的品質與能否

持續締造佳績有密切關係。財務顧問與客戶的關係是建立在信賴、誠信以及績效上。不

過，這僅是其中的一部分。這樣的關係若要有效率地持續下去，背後必須要有一個良好的

服務模式作為後盾。頂尖的公司深知這個道理，因此持續投資在各種服務平台，以提供財

務顧問最佳的工具來服務客戶，以便因應市場的快速變遷。

在今年的財富報告中，我們也深入剖析富裕人士在個人嗜好方面的投資。藝術品依舊是最

受青睞的一項投資，不過，佔支出最大比例的則是精品。

我們期盼您會認為這份調查報告具有參考價值，同時也敬請期待年底發行的第二期年度 

《亞太區財富報告》。 

Robert J. McCann 
美林國際私人客戶部

副主席兼總裁

Bertrand Lavayssiere 
凱捷顧問公司全球金融服務部 
常務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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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財富現況

2006年富裕人士族群成長摘要 

■ 全球有950萬人擁有超過一百萬美元的金融資產，較2005年增加8.3% 

■ 富裕人士財富總值達37.2兆美元，較2005年增加11.4% 

■ 財富增加的主因為實質國內生產總值成長以及股市市值增加

■ 新興市場在股市市值方面的成長最為強勁，成為拉丁美洲、東歐與亞太地區財富創造的推手 

■ 新加坡、印度、印尼與俄羅斯等地富裕人士的人數成長最為顯著

■ 富裕人士之財富預計將以6.8%的年成長率成長，在2011年達51.6兆美元

強勁成長再現 

2006年重現久違的強勁成長力道，可歸功於整體經濟指

標與富裕人士人數的快速成長。2003年，股市表現亮

麗；2004年，實質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以下簡稱GDP)成長穩健。揮別2005年成長減緩的陰霾，

2006年綜合上述趨勢，再現成長動能。

財富創造的兩大驅動力，實質 GDP與股市市值，在

2006年呈現加速成長－促使全球富裕人士總人數的增

加，而其掌握的財富金額也隨之成長。

由全球角度來看，2006年富裕人士的人數增加8.3%，總

人數達950萬人。去年，富裕人士族群在非洲、中東與

拉丁美洲的增長情形最為顯著，成長幅度分別為12.5%、

11.9%與10.2%，超過許多已開發國家。這些新興市場在積

極加強基礎建設、邁向更為成熟的經濟體之際，也造就

上述富裕族群的成長。

2006年，全球財富持續呈現整合的態勢—過去11年來，

我們一直注意到這個趨勢—全球最富裕人士資產累積的

速度，超越富裕族群人數增加的速度。唯一的例外是中

東地區。

整體富裕人士的財富在2006年比前一年增加11.4%，達

到37.2兆美元，成長幅度超越2005年的8.5%、2004年的

7.8%。1  2006年財富成長幅度超越富裕人士人數的成長

幅度達3.1百分點。拉丁美洲、非洲與亞太地區的成長

力道尤其強勁，歸功於區內興盛產業—石油與金屬價格

�
  《全球財富報告》，2005與2006年，美林與凱捷顧問公司

高漲，其2006年富裕人士財富成長幅度分別為23.2%、

14.0%與10.5%。在中東，富裕人士總財富於2006年增加

11.7%，富裕人士的人數則增加11.9%，顯示此地區的財富

分佈呈現分散狀況。

整體而言，富裕人士財富持續成長，主要來自最富有

人士－超富裕人士：持有金融資產超過3千萬美元者。

2006年，超富裕人士的人數增加到94,970人，成長幅度為

11.3%，2005年成長率則為10.2%。此一族群的總累積財富

在去年亦有成長，大幅躍升16.8%，達13.1兆美元—再次

顯示全球財富在此一超富裕族群呈現快速整合的趨勢。

實質GDP與股市市值成長推升富裕人士的財富

由於經濟成長回升到2003與2004年的水準，實質GDP與

股市市值在多數地區呈現加速成長。去年上半年油價高

漲，促使產油國在2006年的實質GDP增加。後來油價

回跌，石油進口國則成了受惠者，再加上相對溫和的通

膨，推升全球實質GDP成長率達5.4%，2005年的成長率

則為5.0%。�  2006年全球GDP成長，主要來自亞太地區與

東歐的持續強勁表現。

實質GDP加速成長，部分反映出成熟經濟體的表現穩

健，新興市場表現則持續優於其他地區，對那些特定經 

�
  經濟數據援引自經濟學人智庫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之精選國家資料，2007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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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	  2004–2006年富裕人士人數(按區域劃分) 

 (單位:百萬人)

圖2.    |	 	2004–2006年富裕人士財富分佈(按區域劃分) 

 (單位:兆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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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最新數據出爐，2004年亞太區富裕人士的人數重新計算(全球富裕人士人數也因而隨之變動)
††   巴林與卡達自2005年起納入模型。因此，2005年富裕人士的人數應為880萬人，非870萬人(同《2006年財富報告》數字

*   由於巴林與卡達自2005年起納入模型，年複合成長率數字經過調整

註：圖內數字皆經過四捨五入

資料來源：凱捷顧問公司羅倫茲曲線分析(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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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體也產生正面影響。舉例而言，2006年中國和印度的實質GDP成長率分別為10.5%與8.8%，為全

球最高。同樣地，拉丁美洲與東歐內的幾個地區同樣也錄得超過全球平均值5.4%的高實質GDP成長

率。產油國委內瑞拉即是明證，實質GDP成長率達10.4%，俄羅斯成長率則為6.6%。

2006年7月，美國聯準會暫停過去一連串的升息，顯示先前過熱的經濟成長已經受到抑制。這使得

2006年實質GDP成長率維持在穩定水準為3.3%，2005年的數字為3.2%。

歐洲、亞太地區與拉丁美洲的股市市值快速成長，主要原因是企業獲利表現強勁、初此公開發行活

動熱絡、加上外資源源不斷湧入。例如在亞洲，上海/深圳股市市值在2006年成長率達220.6%，初次

公開發行的熱潮是主因。事實上，中國工商銀行(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在香港初次

公開發行所募集的近90%資金是來自全球機構投資人。3 整體看來，我們觀察到富裕人士對於全球

各地的投資機會抱持相當程度的興趣，並且能夠搶得先機、從中獲利。

除此之外，富裕人士也充分掌握了拉丁美洲、非洲與亞太地區等地的投資機會。油價與商品價格上

漲，有助帶動經濟成長。

全球股市交出亮麗成績單 

2005年股市市值成長率堪稱穩定，為2006年股市的創紀錄表現奠下基礎，回復2003與2004年的表現

水準。儘管全球各地表現互異，將近所有指數都呈現上揚，部分股市漲勢驚人。舉例來說，道瓊世

界股價指數(Dow Jones World Stock Index)在2006年上漲16.4%，2005年則為9.5%。� 這樣的漲幅主要來

自中小型股，推升2006年道瓊世界小型股指數(Dow Jones World Small Cap Index)報酬率上揚19.6%，

相較之下，2005年為11.4%，2006年道瓊世界中型股指數(Dow Jones World Mid-Cap Index)報酬率為

17.3%，2005年報酬率則為14.3%。 

在美國，2006年股市表現穩健：道瓊工業指數、標準普爾500指數與那斯達克指數分別上揚16.3%、

13.6%與9.5%，主要原因來自企業獲利表現強勁、下半年油價回跌以及投資人與消費者信心增加。

�
  《香港首次公開上市募資總額超越紐約》，中盛出版，2006年11月2日

�
  股市指數表現，引自《年終回顧：2006年市場與金融》，《華爾街日報》，2007年1月2日，R6版。未出現在《華爾街日報》的指數報酬率則依2005年12月30日至

2006年12月29日為計算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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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學人智庫，2007年2月

圖3.    |	  部份經濟體的實質GDP成長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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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整體而言，美國以外的市場表現更為亮麗，歐洲、亞太地區與拉丁美洲的報酬率都相當不

錯。這些地區在2005年締造歷史佳績，促使外國投資人在2006年投注更多資金。

在歐洲，股市上漲主要歸功於2006年企業重整、技術投資與一連串削減成本措施奏效。德國DAX指

數年成長率為22.0%，略低於2005年的27.1%。法國CAC40與倫敦富時100指數也呈現上揚，年成長率

分別為17.5%與10.7%。

亞太地區股市（日本除外）在2006年的表現依舊特別強勁，其中最突出的是道瓊中國/上海指數的

報酬率為130.6%。此外，在穩健基本面支撐之下，小型亞洲股市在2006年表現相當不錯，像是印尼

與菲律賓，道瓊指數報酬率分別為62.0%與49.5%。這個情況提供富裕人士更多增加財富的機會。南

非、委內瑞拉與中國/上海是2006年表現最優異的地區；中國經濟成長力道強勁、委內瑞拉商品與

石油價格升高，皆有助於提升企業獲利、激勵兩地股市攀升。2006年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新興市場

指數  (Morgan Stanley Capital  International Emerging Markets  Index) 的報酬率為29.2%。商品期貨市場在

2006年的表現也特別優異，出口黃豆與石油為主的商品生產國，如巴西與墨西哥等國的市場因而走

高。

不過，並非所有市場都呈現上揚。例如，瑞士股市成長率大幅下降，自2005年的33.2%滑落至2006年

的15.8%。日本股市成長率也呈現大幅走緩，日經225指數成長率從2005年的40.2%，滑落至2006年的

6.9%。除了投資人紛紛獲利了結，日本消費者信心指數也持續在50點以下遊移，如同過去幾年，反

映日本國內對於經濟展望持負面態度。� 日本擬立法將消費信貸利率上限訂為20%，為股市帶來壓

力，拖累主要消費信貸業者股價疲弱不振。� 

儲蓄比率與利率攀升

全球各國多採取緊縮貨幣政策，唯美國與南韓例外。除了這兩國在夏季中旬停止升息之外，多國央

�
  日本內閣辦公室，http://www.esri.cao.go.jp/en/stat/shouhi/0702shouhi-e.html， 2007年4月3日

�
  Jamie Miyazaki，「金融股拖累日本股市收低」，《道瓊亞洲股市報告》，2006年10月25日

圖4.    |	 	2006年全球股市指數報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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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年末回顧：市場與金融」，《華爾街日報》，2007年1月2日；俄羅斯證交所，http://www.rts.ru/en，200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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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包括歐洲央行，為了抑制通膨，在2006年持續進行升息。由於利率上升，美國民間消費減緩，

成長率自2005年的3.5%下降到2006年的3.2%。在此同時，美國的儲蓄比率，佔GDP百分比，自11.3% 
微幅上揚至11.6%。 

至於其他各國，儲蓄率在2006年小幅上升，原因在於利率調升以及強勁的企業獲利表現。在新興市

場，消費者儲蓄率比較成熟市場高，有助提升當地財富累積。例如，南韓的儲蓄率為38.4%，中國

的儲蓄佔GDP百分比則攀升至50.1%，主要來自企業儲蓄以及家庭未雨綢繆的儲蓄觀念。� 

全球儲蓄率上升的現象，可以解讀為企業獲利與企業儲蓄增加。90年代中後期，全球企業投資增

加是因為負債的緣故。2000年代初期股市崩跌，加上隨後爆發的假帳醜聞，則促使近年來儲蓄率上

揚。目前，全球各地企業都以儲蓄的方式改善資產負債表，在降低負債同時也創造未來投資機會。� 

各地富裕人士呈現成長

如同預期，實質GDP成長強勁、股市報酬率超越平均水準的地區，在財富創造的部分也呈現成長。 

同時，全球分散投資的趨勢持續，持有充裕現金的投資人往風險較高的市場尋求較高報酬。這反映

出個別投資人信心度逐漸增加，尤其在投資較不熟悉的市場時。� 匯率在此也扮演重要角色，特別

是美元對於歐元、英鎊與巴西里拉的貶值。�0 另一方面，美元兌日圓則是微幅升值，相對於墨西哥

披索與南非幣亦是呈現上揚。

北美富裕人士的人數與財富雙雙上升

相較於2005年的6.9%，北美富裕人士的人數在2006年上升9.2%，使得北美地區在富裕人士的人數與

累積資產規模兩方面的龍頭地位更為鞏固。

�
  「政策變革導致貿易失衡」，產業動態，北京英信聯資訊諮詢公司，2007年3月2日

�
   Raghuram G. Rajan，「投資限制、資金過剩與全球失衡」，於國際貨幣基金之「全球失衡會議」上所發表之評論，2006年11月16日

�
   Nisha Gopalan，「中東投資人推動亞洲經濟成長」，《華爾街日報》，2007年2月2日； Ian Salibury，「對美國投資人來說，地球正在變平」， 《華爾街日報》，

2007年3月8日
�0

  由於過去幾年匯率波動大，尤其是美元，我們特別評估了匯率波動對於我們研究結果的影響。美元兌換匯率係依據年平均匯率，劇烈匯率波動經調整。模型中的累

積財富以美元計價，時間序列資料可追溯至一百多年前，一年或兩年的大幅貨幣升值對於富裕人士的財富影響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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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	 	2006年超富裕人士地理分佈

註：超富裕人士之定義為擁有金融資產超過3千萬美元者 

資料來源：2007年凱捷羅倫茲曲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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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實質GDP成長是一大驅動力，2006年成長率達3.3%，較2005年的3.2%小幅上升。主要推手是

政府消費，2006年整體成長幅度為2.1%，較2005年的0.�%為高，州政府層級的成長率則由2005年的

0.5%上升至2006年的2.1%。

在美國，富裕人士族群的成長率由2005年的6.8%，增加到2006年的9.4%。增加的幅度，足以彌補加

拿大富裕人士族群的成長減緩，加拿大富裕人士成長率由2005年的7.2%，下降至2006年的6.9%。加

拿大的消費成長速度超越實質GDP成長，導致儲蓄率下降，財富累積也因而減少。不過，加拿大西

部的產油實力有助提升經濟成長。

歐洲展現2000年來最強勁的成長力道

多年來的股市市值成長，造就歐洲富裕人士在人數與累積財富兩方面都見增長。歐盟27國實質

GDP成長率自2005年的1.7%，上升到2006年的2.7%。2005年富裕人士族群成長率為4.5%，2006年進

一步攀升至6.4%，主要原因為GDP高成長、東歐新興市場股市市值增加、西歐等成熟市場的股市市

值成長及併購活動熱絡。西歐企業投資與勞動市場同樣穩健，有助提振民間消費。實際上，西歐

民間消費成長率由先前的1.4%，上升到2006年的2.1%。�� 同樣地，反映多個經濟面向的經濟信心指

數在2006年11月躍升到112.6點，為2001年1月以來的最高點。��  2006年，歐洲富裕人士總財富達到

10兆美元，成長幅度為7.8%，2005年的成長率為4.9%。

在2005年，我們觀察到歐洲出現財富集中的現象。這個趨勢延續到2006年，部分原因在於俄羅斯的

財富增加。2006年，在主要出口品－石油與天然氣的帶動下，俄羅斯RTS指數持續展現強勁成長力

道。因此，金融財富的成長速度超越歐洲富裕人士人數成長，財富集中的現象。

德國實質GDP成長率在2006年回升，自2005年的0.9%上升到2.3%，有助該國的財富創造。成長率攀

升的原因可以歸功於民間消費與固定投資淨額增加，自2005年的0.8%上升到2006年的5.8%。不僅如

此，德國IFO企業景氣指數(IFO  Business  Climate  Index)於2006年12月達108.7點，是自2000年重新調

整後的新高。�� 伴隨初次公開發行活絡，德國股市市值健康地成長。2006年德國富裕人士成長率 

為4.1%，相較之下，2005年僅有0.9%，是當年度全球成長最緩慢的國家之一。

法國的實質GDP也呈現大幅成長，自2005年的1.2%上揚到2006年的2.0%。房市熱絡、失業率下降、

加上歐元升值皆是主因。2006年，法國CAC40指數上漲17.5%，雖然低於2005年的23.4%，但仍堪稱

穩健。2006年法國財富創造情況相當良好，整體富裕人士人數攀升幅度達6.0%。

英國與法國的表現旗鼓相當，實質GDP自2005年的1.9%上升至2006年的2.7%。2006年倫敦富時100指

數上揚10.7%，略低於2005年的16.7%。不過，企業信心依舊維持高檔，因為公司資產負債表穩健、

獲利持續增加、借貸成本較過去低。整體而言，2006年英國富裕人士人數成長8.1%，較2005年的

7.3%大幅增加。

在東歐，拉脫維亞、斯洛伐克與立陶宛表現突出，實質GDP成長率分別為11.6%、7.5%與7.3%。至於

其他新加入歐盟的成員國，實質GDP成長率也相當穩健，股市表現與市值方面亦有強勁成長。西歐

經濟成長穩健是一大功臣，因為西歐佔東歐出口相當大比例，而西歐在2006年整體景氣佳。其他經

濟較成熟的國家，如捷克與波蘭，2006年實質GDP成長率強勁，分別為5.9%與5.5%，皆高於全球平

均的5.4%。波蘭股市市值在2006年攀升58.9%。大致上，東歐不論在富裕人士的人數與累積財富規模

兩方面，都呈現大幅成長。

��  
西歐:奧地利、比利時、丹麥、芬蘭、法國、德國、希臘、愛爾蘭、義大利、盧森堡、荷蘭、葡萄牙、西班牙、瑞典、英國

��  
歐盟執委會網站、Europa、企業與消費者調查

��  IFO企業景氣指數係依據每月近7,000份調查結果，受訪公司包括製造業、營建業、批發與零售業。IFO經濟研究院網站， 

http://www.cesifo-group.de，2007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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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隨著歐盟新成員經濟受到牽引，我們預期其實質GDP成長率會減緩，成長腳步與其他成

熟經濟體更為接近。短期內，這對於富裕人士的財富累積可能有負面影響，但長遠看來，隨著前東

歐集團經濟日益成熟、競爭力提高，帶來的影響則是正面的。

新興經濟體在富裕人士人數與財富規模方面皆呈現成長

在亞太地區，富裕人士人數成長率自2005年的7.3%上升至2006年的8.6%。同時期此地區的財富成

長了10.5%。新加坡、印尼與台灣的富裕人士族群在2006年呈現兩位數成長；印度與中國同時也有

大幅成長。股市市值在特定幾個地區出現成長—比如在中國。日本富裕人士族群雖然排名全球第

二大，但是其經濟成長卻欲振乏力。身為亞太地區經濟規模名列前茅的的國家澳洲，2006年實質

GDP成長率為2.5%，較2005年的2.8%為低—主要原因是乾旱重創該國農業。

拉丁美洲的富裕人士族群持續擴大，尤以阿根廷、巴西、秘魯與智利最為顯著。2006年實質GDP成

長率為4.8%，反映出中國對於當地商品的需求與直接投資日增，2006年中國對此地區投資佔所有外

國直接投資近16%��，較2000年的2.9%大幅成長許多。如同去年《全球財富報告》中所述，拉丁美洲

的富裕人士在2006年的成長速度超越全球平均，達10.2%，2005年則為9.7%。2006年此地區財富增加

幅度為23.2%。

中東持續受惠於油價上漲以及已開發國家對於石化燃料的高度依賴。雖然油價在下半年略為回檔，

但仍處於歷史高檔。在此同時，全球需求增加 0.9%��，促使此地區經常帳盈餘增加。海灣合作理事

會(Gulf Cooperation Council)國家(巴林、科威特、阿曼、卡達、沙烏地阿拉伯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持

續扮演財富創造的幕後推手。

穩健的實質GDP成長率也促使中東富裕人士增加—自2005年的9.8%上升到2006年的11.9%—股市市值

則呈現負成長，減低整體財富累積的速度。2006年富裕人士總財富成長11.7%，較2005年的19.7%為

低，顯示此地區富裕人士的財富呈現分散。

受惠於全球商品價格上漲，2006年非洲實質GDP躍升5.1%。這也帶動外國直接投資增加，尤其在採

礦與探勘業。外界關注焦點集中在南非與其探採金礦活動。此外，與拉丁美洲一樣，中國在非洲也

扮演重要角色，在不同產業皆有龐大投資，尤以礦業為最。在上述因素的推動下，2006年富裕人士

的成長率為 12.5%，財富則增加了14.0%。

��  Lawrence Brainard，「中國在海外的投資增加」，《華爾街日報》，2007年2月20日
��  

國際能源總署，《石油市場報告》，2007年1月

圖6.    |	 	2005 - 2006年富裕人士成長趨勢(依市場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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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全球財富報告

金磚四國經濟持續成長

金磚四國(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在全球經濟體系扮演日益舉足輕重的角色。其中兩國名列

2006年富裕人士成長最快速國家前十名。2006年MSCI金磚四國指數(MSCI  BRIC  Index)成長52.9%，

超越MSCI七大工業國指數(2006年成長率為15.7%)。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預期中國經濟會持續成長，但認為巴西與印度的成長將會減緩。

2006年，金磚四國富裕人士在人數與累積財富兩方面皆有成長。舉例來說，2006年中國富裕人士成

長7.8%，印度則大幅增加20.5%。

中國在2006年的成長可以歸納於下列幾項因素。例如，上海／深圳股市的初次公開發行活動熱絡，

募集金額高達450億元，僅次於英國。�� 此外，中國將三分之二受交易限制的股票，轉為可交易股

票，提高了股市流動性。中國改採彈性匯率機制，不再緊釘美元的效益開始出現：人民幣逐漸緩步

升值。不過，升值的幅度還不足以降低出口成長與總產出。

俄羅斯的股市市值在2006年開始上揚，歸功於多個初次公開發行與銀行市場鬆綁。幾家俄國銀行股

價在2006年出現三位數的漲幅��，使得富裕人士成了最大受惠者，人數成長幅度達15.5%。

2006年，巴西則是在民間消費與投資方面出現成長，通貨膨脹率下降。同時間，商品價格處於相對

高檔—推升巴西富裕人士人數成長達10.1%。

另一方面，印度持續呈現高度成長，2006年實質GDP成長率為8.8%，主要歸功於民間消費增加—從

2005年的6.6%成長至2006年的9.1%—以及強勁的製造業與服務業。2006年製造業表現亮眼，成長率

達11.9%。整體而言，印度富裕人士在2006年增加了20.5%。

成熟經濟體成長轉趨溫和2007年成長力道稍緩

随着2003年股市復甦，2004年實質GDP重現成長動能，2005年在主要財富驅動力的推動下，表現堪

稱穩健。2006年根據先前良好的基礎，股市市值與實質GDP皆呈現成長。不過，展望未來，經濟學

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預估2007與2008年的實質GDP成長率將會由2006年的5.4%減緩至

4.8%。由於成熟市場如美國，在歷經多年的大幅成長後，成長步伐將轉趨溫和，全球其他地區也會

因此受到影響。此外，由於美國以外央行採取緊縮貨幣政策，高資金流動促進成長的時代將暫告一

段落。��

部分房市走跌與次級房貸市場惡化，將使得美國經濟成長在2007年呈現走緩。此外，高消費信貸也

造成家庭儲蓄率呈現負成長，儘管此一現象已經開始緩慢好轉。美國聯準會主席柏南克表示，「整

體來看，未來幾季，經濟可望以溫和速度成長」。��

在歐洲，雖然實質GDP成長率與其他地區相較之下顯得疲弱，2006年的成長幅度其實是2000年來

最好的一年，其可歸功於景氣瀰漫樂觀氣氛，進一步刺激消費，也因此帶動西歐的企業獲利與投資

向上攀升。隨著貨幣與財政政策日趨緊縮，成長的腳步很有可能減緩。歐元升值致使貿易競爭力下

降，歐盟地區的成長將因而走緩。不過，由於消費者與企業信心指數在2006年下半年增加，顯示成

長減緩的幅度不會太劇烈。依據目前的預測數字顯示，歐盟27國的成長率將由2006年的2.7%，降低

至2007與2008年的2.2%。

亞太地區近年來呈現強勁成長，預期在2007年也將持續如此力道，但幅度將會減緩。如同預期，中

國與印度經濟持續大步向前邁進，這兩國將是主要的推動力。不過，由於美國消費成長趨於溫和， 

�� 
「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初次公開發行市場」，Asia Pulse，2006年12月29日

��
「多檔交易熱絡的俄羅斯銀行股預計在2006年進入市場」，WPS：銀行與股市，WPS俄羅斯媒體監督局，2006年9月12日

 

��   
經濟學人智庫，區域市場回顧，2007年1月

��  
柏南克，「柏南克主席證詞：經濟前瞻」，2007年3月28日出席美國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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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美國又是中國相當仰賴的市場，亞洲的成長動能會比以往減緩。隨著美國與中國經濟將持續成長

(儘管腳步放慢)，日本的實質GDP成長可望維持穩定水準，接下來幾年約在2%左右。中國與美國佔

日本近40%的出口收入。可望令人欣喜的好消息是：2006年土地價格上漲，為16年來首次，顯示日

本不動產市場可望復甦。�0

拉丁美洲國家的經濟榮景，可以歸功於商品價格上漲以及貿易夥伴的經濟擴張快速，如中國。不

過，在全球需求減緩與產出增加的情況下，預期2007與2008年的商品價格將會下滑。另一方面，石

油價格可望維持在歷史高檔，應能抵消商品價格下跌的影響。整體而言，經濟學人智庫預期拉丁美

洲的實質GDP成長率在2007年與2008年將分別降至4%與3.8%。

過去幾年來，我們看到產油國的收入創下歷史新高，其中許多國家位於中東。由於油價在近期內可

望維持在歷史高檔水準，中東地區將持續展現強勁成長力道。除此之外，這個趨勢也有利於非產油

國，因為石油盛產國多半將投資分散於他國。國際預測機構預期中東在2007年的實質GDP成長率達

5.7%，2008年則為5.2%，較2006年的5.7%微幅下滑。

如同拉丁美洲，非洲產油國可望因油價創新高而獲得較多收益；以及中國對此地區的興趣日增，包

括自非洲進口商品與直接投資。這個趨勢可望彌補近期商品價格下跌所帶來的損失。不過，世界銀

行 (World  Bank)  表示要正視政府貪污的問題，連帶恐影響到其提供給非洲的貸款。儘管如此，非洲

的實質GDP可望持續成長，2007年與2008年成長率分別預估為5.2%與5.6%。

展望2008年，部分國家的經濟可望呈現快速成長，但多數國家的實質GDP成長率可能出現減緩現

象。能源價格上漲以及地緣政治衝突的雙重風險仍是一大威脅，加諸我們進行預測時的不確定性。

除此之外，美國、中國與日本佔全球GDP相當大比重，這三國的成長狀況也是我們進行預測時的一

大變數。

有鑑於此，我們預估全球富裕人士的金融財富在2011年將達到51.6兆美元，年成長率為6.8%。

20   Andrew Morse，「日本土地價格首次呈現16年來上漲局面」，《華爾街日報》，2007年3月22日

Figure 7: HNWI Financial Wealth Forecast by Region, 2005-2011E
(US$ Trillions)

* In 2004, HNWI wealth figures were restated as a result of updated data becoming available
† Bahrain and Qatar added to model for years 2005 onward
Note:  All chart numbers are rounded
Source:  Capgemini Lorenz curve analysi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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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華生活與收藏品的成本節節高升

每年，《全球財富報告》都會檢視富比士雜誌的奢華生活物價指數(Cost of  Living Extremely Well Index, 以下簡稱

CLEWI)，這個指數成立於1976年，主要在比較奢侈品��與日常消費品��的價格上漲。在2006年，我們發現奢侈商

品與服務價格上漲的速度將近是日常消費品的兩倍。CLEWI所追蹤的奢侈品之成本上揚7.0%，消費者物價指數

(Consumer  Price  Index,  以下簡稱CPI)所觀察的消費品與服務成本則成長4.0%��，比2005年大幅成長許多，2005年

CLEWI上揚幅度是4.0%、CPI增加3.6%。在其他因素不變下，最新CLEWI顯示價格大幅上漲，也代表奢侈品需求

增加的速度超越日常消費品。在全球經濟呈現成長、新興市場持續擴張、全球富裕人士人數增加的這一年，對於

奢侈品的需求也隨著成本增加而上升。

今年，我們深入探討��富裕人士在「嗜好投資」方面的投資配置，包括:奢侈收藏品(汽車、船、飛機等)、珠寶、

藝術品、運動相關投資(如職業運動隊伍、帆船競賽、賽馬)與其他收藏(酒類、古董、錢幣等)等項目。研究結果顯

示，奢侈收藏品排名第一，佔2006年整體富裕人士嗜好投資金額逾�6%；接著是藝術品，佔20%；珠寶佔18%。至

於超富裕人士的部分則略有不同，25%配置於奢侈收藏品、藝術品佔25%、珠寶佔16%。富裕人士的嗜好投資中，

「其他收藏品」佔14%，超富裕人士在此項目的配置則為13%。在運動投資方面，富裕人士與超富裕人士的配置僅

分別為6%與8%。

奢侈收藏品

收藏家往往願意出高價收購奢侈收藏品，像是索價不斐的古董遊艇、豪華轎車��與私人飛機。這個項目佔2006年富

裕人士嗜好投資的最大比例，也顯示全球對於這些商品的需求正在增加。

以私人飛機為例(單單在美國就有約一萬架)，原本它被視為一種舒適的旅行工具，如今成為超級富裕人資產中的

重要一部分。據悉波音接到一批訂單，要將11架廣體飛機改裝為「行動豪宅」，售價每架約為1.5億美元。很顯然

地，現在的買主要的不只是便利而已。波音表示，這些買家多半來自中東，不過來自美國、歐洲、俄羅斯、亞洲

等地的訂單也開始湧現。��

藝術品

如《2006年全球財富報告》所提及的，藝術品市場呈現兩大趨勢:全球化與獲得資訊的管道增加。當富裕人士的個

人財富增加，其對於藝術品的興趣也隨之提升。過去被視為鑑賞家的專屬嗜好，如今，藝術收藏品逐漸被視為一

種投資，進一步促成一個大型的國際藝術市場，不僅昔日藝術大師的稀有作品屢創高價，一些頗受歡迎的當代藝

術家的創作也頻頻賣出高價。

藝術品市場受到如此高的關注，使得許多原本不熱衷於收藏藝術品的富裕投資人，現在也把畫作、雕刻視為分散

投資的一個有效工具，因為藝術品與股市、債券和不動產的市場景氣循環相關性較低。拍賣公司與私人藝廊等是

這個趨勢的一大受惠者，他們喜愛藝術品，因此鼓勵買主也投資在這些收藏品上。另外還有一群人，如追蹤藝術

品交易與報酬的Mei Moses藝術指數 (Mei Moses Art Index) 所反映出來的，大力鼓吹把藝術品交易作為一種投資，視

為有別於傳統金融資產的一項可獲利長期資產。��

這股趨勢在全球日益盛行，在新興與成熟市場皆然，也解釋為何CLEWI中的奢侈品價格一直上漲。調查數據顯示，

金磚四國與其他新興市場不但主導全球經濟成長，其富有的公民也變得熱衷於藝術品收藏，尤其是能反映文化認

同的作品。許多西方收藏家喜愛新興市場如印度、俄羅斯、波蘭、古巴與中國的藝術品，因為這些國家對於出口 

��  CLEWI指數含42項奢侈品，包括品牌皮包、手錶、服飾、頂級Spa服務、哈佛大學學費、頂級香檳 Dom Perignon、七磅菲力牛排、遊艇與直升機的價格
��  

日常用品的價格上漲幅度是以消費者物價指數計算
��  

奢華生活物價指數，《富比士》，2006年10月
��  

凱捷顧問公司/美林財務顧問調查，2007年3月
��  

「Showroom Showdown, Koenigseg CCR Vs. Spyker C8 Double 12 S」，《富比士》，2007年3月22日
��  Robert Frank and Daniel Michaels，「給我來一架世界最大的飛機」，《華爾街日報》，2007年2月16日
��  

「價格漲漲漲:大把閒錢流入當代藝術市場」，《經濟學人雜誌》，2007年1月11日

Figure 7: HNWI Financial Wealth Forecast by Region, 2005-2011E
(US$ Trillions)

* In 2004, HNWI wealth figures were restated as a result of updated data becoming available
† Bahrain and Qatar added to model for years 2005 onward
Note:  All chart numbers are rounded
Source:  Capgemini Lorenz curve analysis, 2007

At 6.8%
Global
Growth

9.3
11.3

15.8

12.5

12.7

7.2

8.9
10.1

7.1

8.4
3.7

10.2

9.4

7.6

4.2

5.1

2.2

1.4

1.3
1.0

1.2

0.9

0.8
0.7

2004 2005 2006 2011E

US$37.2
Trillion

US$33.4
Trillion†US$30.7

Trillion*

US$51.6
Trillion

Annual Growth Rate 
2006–2011E

North America

Europe

Asia-Pacific

Latin America

Middle East

Africa

8.5%

4.3%

7.0%

7.2%

6.1%

9.5%

Global 6.8%

* 2004年富裕人士財富數字因最新數據出爐而重新估算 
† 巴林與卡達自 2005年起納入模型  

註：所有圖表數字經過四捨五入 

資料來源：凱捷顧問公司羅倫茲曲線分析（2007年） 

9.3
11.3

15.8

12.5

12.7

7.2

8.9
10.1

7.1

8.4
3.7

10.2

9.4

7.6

4.2

5.1

2.2

1.4

1.3
1.0

1.2

0.9

0.8
0.7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11年估計

37.2
兆美元33.4

兆美元†30.7
兆美元*

51.6
兆美元

2006–2011年
預估年成長率

北美 

歐洲 

亞太地區 

拉丁美洲 

中東 

非洲 

8.5%

4.3%

7.0%

7.2%

6.1%

9.5%

全球 6.8%

全球
成長率
為6.8%

圖7.    |	  2004–2011年富裕人士金融財富預測(依地區劃分，2011年數據為估計值)

 (兆美元)



1� 2007年全球財富報告

古物沒有限制。�� 為了迎合這些需求，原本只在美國與歐洲經營的國際拍賣公司，現在也開始在世界其他地區

成立展示中心。例如，佳士得 (Christie's)  最近在杜拜成立辦事處��，蘇富比 (Sotheby's)  則在莫斯科與北京設立分公 

司。�0 隨著藝術品市場走向全球化且不斷成長，兩大拍賣公司都希望滿足這方面的殷切需求。

至於在珠寶與其他頂級收藏品方面，我們的研究顯示投資人呈現地域上的差異。舉例來說，拉丁美洲與歐洲的投

資人在藝術品方面的配置，高於北美或亞洲。平均而言，藝術品投資佔富裕人士嗜好投資的20%，僅次於高價私人

飛機與遊艇，也因此佔富裕人士資產相當大的比例。

珠寶

相較於其他嗜好投資，珠寶這一項更顯示出地理分佈上的差異。2006年，珠寶最受到中東人士的青睞，佔其嗜好

投資的32%；對比之下，歐洲、拉丁美洲與北美人士在這方面的支出不到20%。超富裕人士在珠寶方面的配置比例

低於富裕人士，顯示富裕人士的財富增加時，相對於其他項目，投資於珠寶的比例反而下降。

原因可能是珠寶在二手市場的價格僅有原價的三分之一。�� 不過，也有部分買家願意出高價取得某些珠寶。例如

在2006年10月的一場拍賣會上，一只估價在八十萬到一百二十萬美元的鑽戒，一位私人收藏家最後付了一百八十

萬美元將它購入。��

運動投資與其他收藏品

運動投資受歡迎的程度不如其他嗜好投資，僅佔富裕人士總投資的6%。不過，運動投資這一項目仍受到媒體相當

程度的關注，因為一般消費大眾對此抱持非常濃厚的興趣。

�� 
「藝術的新參考架構：印度、中國、俄羅斯…收藏趨於全球化，價格還有上漲空間」，《商業週刊》，2006年12月25日

��   
佳士得年度全球藝術品拍賣，新聞稿，2007年1月11日

�0   
蘇富比2006年第四季與全年成果，新聞稿，2007年3月1日

��   Susan Adams，「艾倫芭金拍賣鑽戒珠寶大賺一筆」，Forbes.com，2006年10月11日
��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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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	 	2006年富裕人士之嗜好投資金額(依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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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我們的調查發現，相較之下，2006年富裕人士配置14%在「其他收藏品」一項上，包括酒類、古董與錢幣。部

分原因是這些物品的進入門檻較低，累積的速度比高價品快。同樣地，由於新一批投資人的加入，包括來自新興

市場，也逐漸提升這些物品的價格。

富裕人士對於名酒興趣大增，葡萄酒基金也應運而生，2006年法國波爾多紅酒的期貨價格攀升，許多具有投資價

值的葡萄酒品牌之價格也創下新高：像是Mouton-Rothschild、Lafitte-Rothschild、Le Pin、Margaux與Petrus。包含一

百種投資等級酒的指數－專門追蹤頂級波爾多陳年酒的Liv-ex 100–最近被納入Bloomberg，與其他追蹤傳統資產如

股票、債券與商品的指數並列。��

總結

雖然目前提供嗜好投資諮詢的財富管理公司不多(多以藝術品為主)，但由於這些項目的成長與投資潛力不容小覷，

未來將會受到財務顧問的更多關注。理財顧問與專精於嗜好投資的諮詢顧問公司攜手合作的情況，也將會大增。

美林分析師認為，新興市場富裕人士的購買力日增，將推升品味生活與奢侈品的需求��，從偏好上也會呈現區域

性差異。不過，這個趨勢也存在風險，隨著富裕人士關注嗜好投資的目的逐漸以獲利為主，這些項目的價值也可

能被高估。如果投機心態促使拍賣價格飆漲到不合理水準、進而使得需求下降，那麼，在這個有景氣循環的市場

中，出現價格修正的可能性大增。

��   Jeff D. Opdyke，「名酒不再僅只吸引收藏家的關注」，《華爾街日報》，2007年2月24日
��  

「推出美林品味生活指數」， 美林，2007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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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市場的吸引力增加

正如我們過往的報導指出，富裕人士能即時掌握目前與未

來的經濟動態，因而可迅速對投資組合進行重新配置，從

市場趨勢中獲利。今年，以全球來說，富裕人士將部分另

類投資變現，把資金投入不動產市場以獲得高額報酬。我

們認為，此舉只是短期策略而不是長期的資產配置改變。

因此，我們預期在2008年，富裕人士對另類投資的配置會

大幅增加。

去年，主要是受到商用不動產與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s，以下簡稱REITs)的驅動，富裕人

士對不動產的配置大幅增加。隨著全球不動產市場的透

明度和流動性增加，投資不動產的風險也逐漸減弱。�� 
2006年，全球不動產市場的直接交易金額為6,820億美元，

比2005年成長38%。�� 全球不動產投資總額達到9,000億美

元（包括不動產直接投資與REITs），是有史以來最為強

勁的表現。��

為了更深入瞭解富裕人士的投資模式，今年我們分析了不

動產的三個類別，分別是：商用不動產、REITs、及其他

投資物業。

商用不動產

2006年，商用不動產的售價刷新了市場紀錄。不動產行業

掀起併購風潮，美國沃那多不動產信託公司(Vornado Realty 
Trust)與國際私募股權集團黑石集團(Blackstone Group)上演

不動產信託投資基金(Equity Office Properties Trust)爭奪大

戰。最後黑石集團以390億美元得標，成為私募股權歷來

最大的收購。��

此外，以租金或股利形式帶來的收益投資吸引了全球投資

者，使得商業房產更為火熱。退休基金、海外投資人、

REITs與私募股權基金，全都把目光投注在相同的不動產

��
  ING 不動產投資研究與策略，2006年

��
 「環球不動產資本報告—更遠更快」，Jones Lang LaSalle

��
  如上

��
  Ryan Chittum and Alex Frangos，「2006市場與金融年度摘要：商業房產打破紀錄，住房市場增

長緩慢」，《華爾街日報》，2007年1月2日 

上，推動價格飆升。另一方面，商用不動產需求旺盛，而

供給卻在緊縮。同年全球營建成本上升��，進一步推動價

格上升，增加商用不動產的投資報酬率。

REITs

2006年對REITs來說是報酬豐碩的一年。所謂REITs是指公

司或信託機構利用籌集的資金購買或管理收益性不動產。

REITs通常像股票一樣在各大交易所交易，且具有一定的

流動性，因此對不同財富階層的投資人而言都是一項有吸

引力的不動產投資選擇。連續七年來，富時美國不動產基

金指數(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s，

以下簡稱NAREITs)領先各大主要市場，富時  NAREITs  全

REITs指數(All  REITs  Index)上升34.4%，比2005年的8.3%報

酬率高出許多。標準普爾REIT綜合指數在2006年上漲了

35.4%，相較之下，標準普爾500指數的報酬率為15%。�0

隨著世界各地政府陸續允許發行REITs型態的投資工具，

全球REITs的數量也不斷地增加。2006年底，義大利加入

了英國與德國之列（這兩國政府近期批准發行REITs），

宣佈要立法規範REIT之類的投資工具。�� 在亞太地區，

REITs也備受青睞。2001年日本首次推出REIT，截至

2006年6月，日本市場上已有36檔REITs，總市值達300億

美元。 �� 此外，FTSE  EPRA/NAREIT全球不動產指

數(Global Real Estate Index Series)系列在2006年也上升了

42.35%。��

我們的財務顧問調查顯示，2006年全球富裕人士將投資組

合中對不動產的配置由16%增加到24%。�� 鑒於上述現象，

這樣的調查結果並不令人意外。

��
  Dees Stribling，「全球表現亮麗」，《不動產投資組合》，2007年3月/4月

�0
  標準普爾工業調查：《房產投資信託》，2007年2月15日

��
  「早安，REITs」，《不動產投資組合》，2007年3月/4月

��
  《標準普爾工業調查：房產投資信託》，2007年2月15日

��
  Dees Stribling，“全球表現佳”，《不動產投資組合》，2007年3月/4月

��
  凱捷顧問公司/美林財務顧問調查，2007年3月

富裕人士增加對不動產的資產配置

■	 2006年全球富裕人士對不動產投資情有獨鍾

■	 歐洲富裕人士的投資組合最為均衡

■	 	富裕人士增加對歐洲市場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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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	  2004–2008年富裕人士之資產配置（按投資類別劃分，2008年數據為預測值） 

另類投資***

不動產**

現金/存款

股票

固定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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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3%

2006年 2008年預測

28%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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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

3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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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41%

68%

41%

25%

29%

39%

34%

48%

30%

22%

51%

30%

19%

3%

20%

北美 歐洲 亞太地區 拉丁美洲 中東

49%

29%

22%

全球

其他投資物業

REITs

商用不動產

*** 包括： 結構型產品、避險基金、衍生性產品、外匯、商品、私募股權/創投、個人嗜好之投資、其他 

（可包括：結構型信用產品、管理期貨等）

** 包括：商用不動產、REITs、其他投資物業

資料來源：凱捷顧問公司/美林財務顧問調查，2006年3月，2007年3月

資料來源：凱捷顧問公司/美林財務顧問調查，2007年3月

圖10.    |	 	2006年富裕人士的不動產投資(按區域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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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投資物業

2006年到2007年初，美國的不動產市場成長放緩，但檢視富裕人士投資模式時卻發現，富有投資人

受此影響甚微。富裕人士將近一半的不動產投資資金投放在第二住宅與度假屋��，而且這部分資金

往往都不是通過房貸融資。所以這些房屋的買賣對市場週期與房貸利率的依賴性較小。並且，許多

第二住宅的購買者通常是找到了符合家庭幾代人要求的房子後，便會決定購買，而不會考慮不動產

市場的購買時機。這些因素使得富裕人士不會受到近期�0年期房貸利率上漲的影響，也因此為他們

的「其它投資物業」提供了軟著陸的條件。��

另類投資魅力略減

總體而言，富裕人士在2006年將資產從另類投資，包括避險基金、結構型產品、外匯、商品、私募

股權/創投以及衍生性商品，轉向不動產，以尋求更高的投資報酬。

在這一涵蓋廣泛而多樣投資產品的資產類別中，不同的另類產品對當前市場的反應各異。某些另類

投資產品能藉助市場波動獲利；換而言之，投資人對沖了某些證券或商品價格上漲或下跌的風險。

在高度波動的市場中，由於獲利潛在可能性更高，所以更多的投資會對沖風險。2006年市場波動

不大，結構型產品和避險基金並未能大展身手。用於長期檢測市場波動情況的波動性指數(Volatility 
Index)，在2006年多半在11%左右徘徊，僅在年中時升到22%��，遠低於15年來的19%平均值。

波動性高的市場有助結構型商品的交易，因為投資人可藉此對沖風險，自標的資產價值的波動中獲

利。2006年市場波動小，加上年中時波動性升高，使得結構型產品難以定價，也減少對沖市場波動

風險的需求。避險基金亦通常只在市場高度震盪或出現單邊行情時有較高獲利，因此2006年波動性

低的市場環境也不利於避險基金。

在2006年，雖然某些另類投資產品受到了不利的市場環境影響，但私募股權卻繼續成長，在全球創

下募集4,320億美元的紀錄。�� 根據我們的分析發現，私募股權的成長將會持續，而這股熱潮主要是

由擁有大量資金的機構投資人所推動。

雖然富裕人士對另類投資的資產配置在2006年有所下降，我們並不認為這類投資類別已不再受青

睞。減少另類投資的資產配置，只是富裕人士為了追求當前不動產市場的高報酬而採取的暫時策略

而已。我們預期，在明年，對另類投資的資產配置會增加。

區域投資模式顯示資產配置更加全球化

只要查閱過去的《全球財富報告》就會發現，由於富裕人士對全球情勢的了解加深，希望尋求更高

的投資組合績效，更佳的風險平衡策略，他們的投資行為隨之變得更加全球化。

過去，北美的富裕人士常將絕大多數的資產投資在國內市場。舉例來說，在2005年，富裕人士持有

的資產中，有78%屬於國內資產。��  2006年，隨著北美富裕人士增加對歐洲、亞太地區、拉丁美洲

等海外市場的配置�0，該比例下跌到73%。這一跡象表明了北美富裕人士對歐元走強的信心與日俱

增，同時追求新興市場的高報酬的欲望也變得強烈。

如同往年，北美投資人在2006年持有的投資組合是最不平衡的，41%的資產投資於股市��，比2005年

的43%略低。�� 由於這個成熟市場的成員多半是進取人士，北美的富裕人士通常會採取股票比重較

高的積極型投資策略。但在2006年，他們減少對另類投資產品的配置，將更多的資金置於不動產市

場。從2001年第三季度以來，北美辦公室空置率降到歷來最低的13.5%��，北美富裕人士將投資組合

的不動產配置由12%增加到20%。��

��
  凱捷顧問公司/美林財務顧問調查，2007年3月

��
  Elizabeth Harris，「豪華不動產投資」，《價值雜誌》，2007年4月

��
  CBOE波動性指數，雅虎財經，2006年1月1日至2006年12月31日

��
  Lori McLeod，「全球私募股權公司目標募集5000億美金」，《金融郵報》， 2007年1月26日

��
  凱捷顧問公司/美林財務顧問調查，2006年3月

�0
  凱捷顧問公司/美林財務顧問調查，2007年3月

��
  如上

��
  凱捷顧問公司/美林財務顧問調查，2007年3月

��
  「年終回顧」，《華爾街日報》，2007年1月2日

��
  凱捷顧問公司/美林財務顧問調查，200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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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全球富裕人士略微減少了對北美的配置，而增加了對歐洲市場的投資。2006年歐洲股市

成長穩健，歐盟27個成員國的GDP上升了2.7%，高於2005年的1.8%。此外，歐洲的直接商用不動產

投資達3,050億美元，比2005年高44%��，成為世界上最活躍的不動產投資市場。德國帶領著整個歐洲

市場的成長–其不動產交易總額達到��0億美元，比2005年高出140%。�� 此外，法國也上升了70%；

俄國的不動產交易總額比2005年高出7倍。��

就在各區域的富裕人士提升他們的國際資產配置之際，歐洲富裕人士是唯一增加國內與區域資產

配置的族群，由2005年的48%上升到2006年的52%。2005年到2006年，歐洲富裕人士加重對股票的

投資，投資組合中股票比重從27%增加到30%，緊貼2006年歐洲股市強勁的成長趨勢。同年由歐洲

前600家大上市公司組成的Dow  Jones  Stoxx  60  指數也上升了17.8%��；英國藍籌股富時100指數上漲 

10.7%；由30檔藍籌股組成的德國 DAX 指數上升 22%；法國CAC40指數上升17.5%。��

2006年，亞太地區的富裕人士對不動產的配置幾乎成長一倍，由2005年的16%增加到2006年的

29%。�0 正如新興市場可常見到的投資行為，亞太地區的富裕人士更傾向於投資於有形資產。

2006年亞太地區的直接商用不動產投資是940億美元，比2005年高出42%。�� 在澳洲，投資者把目光

投向美國的不動產行業，以獲得穩健的報酬。�� 至於在亞太區其他國家，經濟發展依然穩健，北京

與上海的辦公室價格持續攀升。

就拉丁美洲而言，該區域的富裕人士歷來都是將大部分的資產投入海外市場。在2006年，他們是唯

一增加對北美市場投資的族群。同樣地，這些富裕人士也在投資組合中增加了不動產的配置，從

2005年的11%到2006年的25%。�� 中東地區的富裕人士也同出一轍，持續將大量資金投入歐洲與美洲

市場。在2006年，單是投入美國的商用不動產資金就有52.9億美元。��

��
  《環球不動產資本報告— Moving Further and Faster》，Jones Lang LaSalle，2007

��
  如上

��
  如上

��
  Alistair MacDonald，《2006市場與金融年度摘要——投資者全球下注，收益甚豐；公司獲利，並購抬高歐洲股價》， 

《華爾街日報》，2007年1月2日
��

  如上
�0

  凱捷顧問公司/美林財務顧問調查，2007年3月
��

  「環球不動產資本報告—更遠更快」， Jones Lang LaSalle，2007年
��

  Maya Roney，「海外投資者眼裡美國不動產仍很熱門…」，《商業週刊》，2007年2月14日
��

  凱捷顧問公司/美林財務顧問調查，2007年3月
��

  Maya Roney，「海外投資者眼裡美國不動產仍很熱門…」， 《商業週刊》，2007年2月14日

2006年 2008預測2005年

44%

22%

23%

7%

43%

25%

21%

7%

40%

26%

22%

7%

2%
2%4%

2%
3%

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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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凱捷顧問公司/美林財務顧問調查，2006年3月， 2007年3月

* 2005年, 投資於非洲市場少於0.4%。

圖11.    |	 	2005–2008年富裕人士的資產配置(按地區劃分，2008年數據為預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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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

我們的研究顯示，在全球範圍內，富裕人士會持續減少對北美的資產配置，以便將更多的資金投入

歐洲市場。由此可見，歐元可能會持續走強，歐洲市場表現會更為穩健，東歐地區的成熟市場與新

興市場的成長可能性更大。我們預期，富裕人士會略微減少對亞太地區的投資，而將資金轉到中東

市場，而對拉丁美洲的投資則會維持不變。

同時我們也預期，隨著全球富裕人士由不動產投資中獲利了結，他們對另類投資的資產配置會將有

所增加。但在短期內，由於REITs 仍能帶來高報酬，在歐洲與亞洲市場的發展更為健全，預期富裕

人士仍會繼續追捧這一投資類別。

環保與社會責任型投資的需求成長

環保與社會責任型投資(Environmental  and  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ing，以下簡稱SRI)已不再是利

基類的產品。隨著富裕投資人的社會責任感與環保意識越來越強，他們希望投資的公司與產品

也具有相同理念。到2006年，160多位投資人、投資經理人與公司，持有資產超過5兆美元，簽

署「責任投資原則」(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計畫。此計畫是由聯合國協辦，旨在進

一步提高主流投資族群的環保、社會和公司治理的意識。當然，還有其它跡象顯示這一趨勢日

益受到支持。根據英國社會投資論壇(UK  Social  Investment  Forum)及Thomson  Extel最近的一項調

查報告，去年，49.8%的買方公司將社會責任運用標準定在他們總資產的10%以上，較2004年多

出20%。

社會責任型投資的定義 

環顧全球，用於形容SRI的術語可謂名目繁多。SRI普遍用於北美；歐洲有時使用倫理投資

(Ethical  Investing)；在其它區域，SRI指與環保、社會和公司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相關的概念。雖然SRI的各種名稱與意涵不同，造成衡量市場規模不易，但形成

SRI的基本策略還是有共同之處。

篩選有社會責任感的公司

SRI策略評估證券時，採用多種方式衡量公司在環保、社會與公司治理方面所表現出的理念。

舉例來說，如果發現某公司不看重社會責任，或涉及酒精、煙草與軍火的生產，該公司則會被 

「剔除」，意味著這些公司的股票將受冷落。相反，另一些公司可能會因為其經營理念或優異

的紀錄而「入圍」，從而被納入投資組合。此策略的目的在於提高環保、社會與公司治理方面

的標準，確保納入投資組合的公司在這方面的表現都是一流的。

股東請願

股東請願的策略並不只侷限於SRI。現在，越來越多社會責任感強的投資人，積極地尋求各種

方式，發揮股東權益影響公司決策，以促進公司在環保、社會與公司治理方面的良好表現。有

時，焦點事件無須經過股東投票。管理階層在與積極投資人進行對話後， 在這些方面往往變得

更為主動。

社區投資

投資人可透過許多機構如：社區銀行、社區信貸協會、社區信貸基金與微型企業放款等來支援

低收入社區的發展。微型企業放款的機構包括了有鄉村銀行之稱的格萊敏銀行(Grameen Bank)。
格萊敏銀行是由穆罕默德·尤諾斯博士(Dr.  Muhammad  Yunus)一手創立和管理。在2006年，穆罕

默德·尤諾斯博士及這個銀行，因在微型融資方面所做出的開創性貢獻，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對有些人來說，在1928年成立的Pioneer  Fund，將歸納「不道德」類型股票如涉及菸酒賭博的

公司從投資組合中排除，是SRI的開端。�� 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隨著越來越多美國投資人將資

金抽離那些支持越戰的公司，這一運動得以穩固發展。之後，許多人不投資與南非相關的股 

��   「社會投資的時間表」，socialfunds.com.com，�00�年�月�日，http://www.socialfunds.com/media/timeline.c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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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以表達對於反種族隔離運動的支持。到八十年代末，對SRI的支持活動開始在全世界展開，吸引了德國、法國與

瑞士等其他國家的投資。��

現在，個別投資人在參與SRI時擁有更多的選擇，包括了共同基金與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富裕投資人則可透過專

精於SRI策略的大型全球金融服務公司或資產管理公司，在投資組合中納入SRI策略。

全球SRI資產持續成長

Nelson  Information的《投資經理人目錄》指出，在2005年，SRI旗下所管理的資產達2.29兆美元，約等於投入美國上

市股票資金的十分之一。自1995年到2005年來，採取社會責任準則篩選過的獨立帳戶金額則增加了十倍，達到1.5兆

美元，其中個別投資人的獨立管理帳戶佔173億美元，機構投資人則佔1.49兆美元。在SRI的銷售方面，至2005年，

SRI共同基金的數量由1995年的55檔增加到201檔。同一時期，基金規模由120億美元增加到1,790億美元。��

在歐洲，運用SRI原則的基金規模由2003年的3,807.3億美元�� 增加到2005年的1.29兆美元。�� 在2006年，澳洲和紐西蘭

的SRI投資組合上升了56%，規模達到90.3億美元。�0 此外，約有1,000億美元投資於日本的SRI基金。

為了更深入研究，於今年的財務顧問調查內，我們詢問受訪的財務顧問其客戶要求SRI篩選的頻率，以及客戶的投資

組合中SRI投資所佔的比例。調查結果顯示，不同區域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約6%的北美富裕人士與8%的北美超富

裕人士提出了社會責任投資的要求，相形之下，亞洲的這類投資族群比北美多出大約一倍—富裕人士與超富裕人士

各有17%。中東的富裕投資人排名第二，調查中有11%的富裕人士與17%的超富裕人士尋求SRI投資。歐洲位居第三，

9%富裕人士與10%的超富裕人士投資SRI。

��
  「社會責任型投資簡介」， www.goodmoney.com

��
  「2005年美國社會責任型投資趨勢報告：10年回顧」，《社會投資論壇》，2006年1月24日

��
  「歐洲SRI研究：2006年」，《歐洲社會投資論壇（Eurosif）歐盟執委會協助》，2006年

��
   所有貨幣採用調查年份的平均匯率兌換成美元

�0
  「澳洲的永續責任型投資 – 2006年」，《倫理投資協會與企業監督》，2006年9月

圖12.    |	 	2006年富裕人士與超富裕人士對社會責任投資興趣的百分比(按區域劃分)

全球 北美 歐洲 亞太地區 拉丁美洲 中東

要求SRI的人數百分比 佔投資組合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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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凱捷顧問公司/美林財務顧問調查，200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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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亞洲富裕投資人的投資組合中，SRI所佔的比例達到10%至15%，領先其它區域的富裕人士。相比之下，SRI部位只

佔其他區域富裕人士投資組合的6%到8%。

綠色投資與替代燃料

投資人與公司都在尋求不同的方式投資於綠色科技。這不僅是出於社會責任的考慮，也因為這類金融工具帶來報

酬。反對投資SRI的輿論認為若將非金融數據考慮在內，可投資證券的選擇範圍就會受到限制，從而使獲利的可能性

減少。但是，基於標準普爾500指數中的社會篩選準則所制訂的Domini  400  Social  Index，自從1990年推出到2005年為

止，年報酬率達�2.7%。而同期，標準普爾500指數的年報酬率僅為11.49%。�� 有鑒於此，很多投資人都把SRI作為分

散投資的策略之一。

另一方面，隨著全球日益關注氣候變遷，社會往往會獎勵那些採用科技或替代能源等措施主動清除環境污染的公

司。例如，美國德州太平洋集團 (Texas Pacific Group) 與 Kohlberg Kravis Roberts & Co.’s (以下簡稱KKR) 在2007年收購最

大的能源公司TXU時，就得與環保團體進行談判，以獲得允許，而這些環保團體與德州太平洋集團及KKR的管理階

層有密切的關係。此項收購交易達成了一項共識，就是將原計劃建立十二家煤能發電廠的數量大幅減少。

整體而言，投資人都支持開發新燃料，如乙醇、燃料電池、先進電池科技以及利用生物科技開發能源的新方法。

在2006年，全球投資於乾淨能源與綠色科技市場的資金達700億美元，比2005年高出43%��， 同時，追蹤這一產業表

現的指數也由2005年的五檔增加到2006年的十一檔。另一現象也顯示了替代燃料變得越來越受青睞：道瓊商品指數

(Dow Jones  Commodity  Index)  中的玉米價格在2006年上升了40%，而玉米正是汽油替代物乙醇的主要原料。此外，較

為成熟的替代能源的風力與太陽能的需求也可望成長。美林新能源科技信託公司  (Merrill Lynch New Technology Trust 
Plc)  的共同經理人 Robin  Batchelor  表示：「在這些領域，需求遠大於供給，全球風力市場去年成長21%、太陽能上漲

25%。由於政治人物競相表現他們在環保與能源安全方面的努力，我們可預見整個行業的能見度將持續成長」。��

事實上，不僅只有投資人發現替代能源市場可能帶來的穩健報酬，許多公司也在嘗試規劃與減少二氧化碳的釋放，

以獲得經濟利益。在歐洲和亞洲，政府和投資人往往會要求公司提供「碳中和」(carbon neutrality)證明。碳中和可透

過幾種方式進行。公司可檢視其運作與供應鏈，找出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方法；或者加入「污染物排放限制標準」

(cap-and-trade)計畫，此計畫允許當局（通常是政府）設定公司的污染物排放上限。2005年1月，歐盟溫室氣體排放交

易方案(European Union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Trading System Scheme)正式生效後��，污染物排放限制標準計畫在歐洲

開始盛行。在此計畫下，公司擁有一定的排放配額，可出售多餘的配額，或在超出指定限額時向有餘額的公司購買

配額。

各國政府開始對氣候變遷非常重視。《京都協議書》(Kyoto  Protocol)是根據《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rge) 制定的一項協議，致力在2008年到2012年期間，將已開發國家排放的溫

室氣體比90年代的水準減少約5%。目前已有60個國家簽訂這項協議。就這些國家而言，越來越多的公司已不再把非

政府組織（如綠色和平組織）視為絆腳石。相反地，他們設法與這些組織共同合作，以確保能與新型及環保的科技

和投資齊駕並驅。隨著全世界的環境規範變得嚴格，越來越多公司意識到他們必須投資於綠色科技，減少有毒氣體

排放，開發環保產品以及與非政府組織合作。《商業週刊》的Pete Engardio 指出：「在現今相互依存的社會裡，客戶

忠誠度不斷在變化，各國規範也在變更；大眾意識到有益於環境與社會的商業行為也可以帶來在策略上的優勢」。75

由於氣候變遷以及其對環境與全球經濟造成的破壞將持續獲得關注，我們預期，投資人、公司、政府與非政府組織

對此議題的興趣還會愈加濃厚。

��
  James Spellman，「增加社會責任型投資並提高其投資報酬」，《金融時報》，2007年3月5日 

備註：在美國、歐洲、澳洲與紐西蘭，運用了SRI的廣義定義來衡量市場規模
��

 Fiona Harvey，「再生能源成為投資焦點」，《金融時報》，2007年3月5日
��

  Elaine Moore，「美林新能源基金」，《金融時報》，2007年4月3日
��

  排放交易計畫，歐洲網站：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climat/emission.htm，瀏覽日期：2007年4月10日
��

  Pete Engardio，「超越綠色組織」，《商業週刊》，2007年1月29日，第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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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全球化與策略性的富裕人士公益慈善活動

在超富裕人士的帶動下，富裕人士對公益慈善活動付出更多的財力、時間與心思。對於他們而言，公益慈善活動不

是將遺產留給後代，而是透過投資來回報社會的方式。隨著富裕人士的視野日益全球化，以及支援各類慈善事業的

投資工具日益豐富，富裕人士的贈與方式也在不斷更新。

私人贈與在富裕人士資產中佔有可觀部分

根據我們的調查，在2006年，全世界有11%的富裕人士將其7%的資產給捐贈給各類慈善機構。超富裕人士更是慷慨

解囊—17%的超富裕人士將資產的10%捐贈給慈善事業。全球捐贈款項總額達2,850億美元。相形之下，較不富裕的人

士的捐贈比例少於他們年收入的1.5%。��

根據區域與富裕程度不同，私人贈與的差別相當顯著：13%至14%的北美與亞太地區富裕人士，以及的26%北美超富

裕人士與16%的亞太地區超富裕人士，有提出慈善贈與要求。而在歐洲與中東，僅有6%至7%的富裕人士與10%的超

富裕人士要求在投資組合中納入慈善贈與。在拉丁美洲，慈善事業的發展相對較不發達，所以，僅有3%的富裕及超

富裕人士在投資組合中納入慈善部位的配置。

捐贈水準同樣也由於區域不同而異。北美投資人的捐贈款額佔其投資組合的7.6%，比2005年高出20%，主要來自強調

社會責任感的北美富裕人士。�� 亞太地區與中東慈善家的捐款各佔投資組合的11.8%與7.7%。在歐洲，富裕慈善人士

將資產的4.6%作為慈善捐贈，拉丁美洲則約為3%。

富裕人士的贈與更為審慎，更具投資性質

新一代的富裕人士一般透過收入、公司經營或其他積極的投資活動建立財富，而非被動的繼承遺產。這些富裕人士

期望能透過比以往更為多元的方式來回饋社會。在美國，積極財富建立與慈善贈與之間關係尤為顯著；富裕企業家

捐贈的款額遠高於繼承財富的富裕人士:富裕企業家平均捐出232,206美元，高於財富繼承者的109,745美元。�� 

��
  「美國施惠基金會」，2006年

��
  「2007年在美國的財富」，北方信託，2007年1月；凱捷分析

��
  「富裕人士的慈善行為研究」，印第安那大學慈善研究中心，2006年10月

圖13.    |	 	富裕人士與超富裕人士的慈善 與程度（按區域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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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凱捷顧問公司/美林財務顧問調查，200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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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的富裕人士以更為審慎的方式管理投入慈善事業的財富與個人資源，以達到最佳的效果。為此，這些富裕人

士將他們在成功經營企業與個人投資時所採用的策略，同樣的運用在慈善事業的管理上。這引起「投資型」捐贈趨

勢的風行。此外，富裕人士也花費很多時間與精力在慈善事業上，以達成特定的目標。

「投資型」捐贈趨勢的其中一個表現形式是，2005年到2006年間，捐贈基金大受歡迎。這類基金讓投資人的慈善投

資部分享受免稅優惠，而且投資人還可針對基金後續籌集款項的分配時機、數量與受贈人的事宜提出建議，以產生

最大的影響。根據美國施惠基金會，從2003到2005財政年度，四家最大捐贈基金的規模由32.6億美元上升到49億美

元，飆升了50%。

在為富裕客戶提供慈善投資建議，使其獲得最大的社會回報方面，「捐贈諮詢」公司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

2002年到2006年，處於領先地位的捐贈諮詢公司的市場佔有率上升了45%以上��，美國佔了捐贈型基金與捐贈諮詢公

司成長的主要部分。以全球來說，私人客戶銀行目前正拓展傳統服務範疇，為富有的慈善家提供建議。

富裕人士認知的影響面更廣，捐贈更全球化

許多富裕人士與超富裕人士都致力於回饋社會，在歐洲與亞洲尤是如此。我們的調查顯示，在這兩個區域，60%的慈

善家表示捐贈的首要原因是出於社會責任。47%北美富裕人士的主要捐贈理由也是社會責任。而中東慈善家們的捐贈

則是受社會責任與宗教義務的驅使。

富裕人士與超富裕人士投入財力資源與精力為社會創造了巨大的變化，且影響範圍日益擴大。他們現在不僅僅只是

關心家族的財富保障與財富轉移，或主要向當地的慈善機購捐獻（例如，當地的宗教組織、社區團體、藝術基金會

等），更進一步考慮利用慈善投資在國際範圍內產生影響。

超富裕人士如何策略性地應用財力資源、商業知識及創業熱忱在全球範圍內創造積極的變革，在2006年宣佈的幾筆

巨額捐款便是最佳的例證。華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向五個基金會捐出約有370億美元的款項；比爾與瑪琳達˙蓋

茲(Bill and Melinda Gates)創立了資金規模為330億美元以上的比爾與瑪琳達˙蓋茲基金會，資助全球健康與發展議題；

理查˙布蘭森(Richard Branson)在2006年底公開宣佈將航空與鐵路事業所得的全部獲利用於對抗全球暖化問題（在未來

十年捐款額約為30億美元）。這些慈善行為帶動了以績效為導向的策略性慈善投資趨勢，影響層面擴及全球。�0

在國際範圍內提高醫療保健水準與支持援助貧窮一直都是富裕人士特別關注的領域。像搖滾團體U2的主唱波諾 

(Bono)等人，呼籲正視非洲醫療保健方面的迫切需求，特別是非洲次大陸瘧疾及愛滋病問題。卸任的政治人物與企業

家也紛紛加入慈善活動的行列，不僅付出金錢，而且投入時間及他們的影響力，使人們更關注外交與和平，對貧窮

的災區伸出援手。他們的媒體形象走進全球的千家萬戶。

回饋社會仍是富裕人士致力慈善事業的主要驅動力

強調全球受關注的事業並不表示傳統的事業就被忽視了。過去幾年來，其中一個接受大量捐款的領域就是學術界。

在2007年初，哥倫比亞大學宣佈獲得其超富裕校友的4億至6億美元的捐款，是迄今為止美國高等學府收到的最大筆

捐款之一。�� 在中國，哈佛數學家邱成桐積極參與高等數學研究所的創辦。這些研究所培育了數百名的中國數學精

英，獲得了數位亞洲巨富的財力資助。��

��
  「為捐款付費」，《華爾街日報》， 2007年3月9日；凱捷分析

�0
  「布蘭森承諾幾十億對抗全球暖化」，《紐約時報》，2006年9月21日

��
  「克魯奇捐出6億給哥倫比亞大學」，CNBC網站，2007年4月11日

��
  「填補數學缺口」，Forbes.com，2007年3月12日



��2007年全球財富報告

雖然富裕人士熱衷的慈善事業大相徑庭，但富有捐贈者卻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他們都期望個人捐款能取得最大

的效果，以在社會上獲得更積極的成果。隨著富裕人士的人數增加，且其興趣變得更為廣泛，他們可能期望繼續獲

得更高的投資報酬。雖然富裕人士仍會為了減稅優惠與建立形象而捐獻財力資源，但他們同時也期望能創造正面巨

大的社會影響。捐贈投資所產生的結果，是用於衡量成功捐贈的標準。無論是財務顧問、非營利組織或企業只要能

達到這些期望都將獲得可觀的報酬。

儘管如此，不考慮財富狀況，真正促進慈善捐贈發展的不是企業、政府或基金會，而是個人的善心與慷慨解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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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需求爲導向的動態服務

今年，我們深入探討當富裕人士的需求不斷變化時，對於

財富管理公司及他們的服務方式産生何種影響。由於富裕

人士對特殊産品和服務的需求日益增長，全球化的效應，

加上財富轉移趨勢，提供以需求爲導向的新動態服務模式

變得相當重要。

跳脫資産規模迷思的服務模式

過 往 ， 財 富 管 理 公 司 深 信 資 産 規 模 ( A s s e t   U n d e r 
Management，以下簡稱AUM)是衡量客戶需求的有效指

標，所以一直都是據此來決定提供客戶何種産品和服務。

財富管理顧問往往將時間與精力集中在需求最多元的客

戶上—通常也是擁有最大AUM的客戶。但是，這種以

AUM來推估客戶需求的做法，可能使財富顧問無法進一

步深入得知客戶對於某項特別財富管理的需求。

一般而言，財富管理公司會根據新客戶所帶來的資産規

模，將客戶歸類於三個基本（也是不變的）執行模式中：

ß	 證券經紀（産品專家，投資經紀人）

ß	 投資經理（投資顧問，客戶關係經理）

ß	 財富規劃（個人專屬財務長，財務規劃師，財富

策略師）

儘管AUM仍舊是爲預測客戶需求的起始點，我們在今年

的財務顧問調查却發現，即便客戶屬同一財富層級，他們

的要求和期望也會迥然不同。

我們的調查顯示，客戶期望的服務水準並不是基於他們帶

到公司的資産額，而是早在開戶前，就由各種因素決定。

這些因素包括了財富的來源，投資活動的參與程度，還有

其它的一些特性。�� 此外，個人背景、人生閱歷與風險承

受度等，也是決定每位客戶最適産品和服務的重要因素。

83
  凱捷顧問公司/美林《全球財富報告》産業訪問，2007年2月

對於富裕人士與超富裕人士，有一些基本的産品與服務是

不可或缺的，例如，投資諮詢便是客戶普遍期望的服務內

容。研究發現，其他方面的服務，例如線上服務和另類投

資，在某些區域的需求比較高。舉例而言，在拉丁美洲與

亞洲的部分地區，安全方面的考量促使許多富裕人士使用

線上服務獲取帳戶資訊。��

當然，在與服務提供者合作過程中，客戶特別的需求也會

有大幅變化。所以，要充分發揮客戶關係的潛在價值，

就須不斷地檢視客戶的需求。透過以客戶爲中心的服務方

式，財富管理公司可以因此和客戶建立更深厚的關係。

舉例來說，有一位參與調查的財富管理顧問，就描述運用

以客戶爲本的動態服務模式的最佳典範。有一位客戶幾年

來在公司放置的資産都維持在一定水準，定期與財富管理

顧問會面以檢視投資績效、目標與公司提供的産品。在一

次會面中，客戶對標準産品系列以外的投資表示有興趣。

如果在傳統的服務模式下，財富管理顧問也許不會進一步

深入瞭解客戶的需求，可能的結果是客戶不會取得其他投

資産品。但是，財富管理顧問使用了以需求爲導向的新動

態服務模式，對客戶的背景與過往投資行爲進行了更爲詳

細的評估。基於這些分析，公司決定讓客戶參與某一新興

市場中的共同投資機會，而這個領域恰好是客戶的家族過

去曾經賺取大筆財富（經營零售超市）之處。由於客戶瞭

解此共同投資機會的關鍵特性與成功要素，因而更積極地

參與這項投資。後來，客戶從另一家公司撤出巨額資金，

投入此共同投資機會。�� 這個例子說明，客戶日後與這家

財富管理公司合作的意願進一步提升了。

��
  凱捷顧問公司/美林《全球財富報告》財務顧問調查，2007年4月

��
  凱捷顧問公司/美林《全球財富報告》産業訪問，2007年2月

特別報導

爲富裕人士提供新的服務模式

■	 富裕人士的需求日益多元化，新的客戶服務模式正悄然興起

■	 	處於領先地位的財富管理公司目前採用新的客戶服務策略，以提供最佳的産品與服務，爲客戶釋放潛在
價值

■	 	公司必須爲財富管理顧問提供更佳的區分客戶方法、更先進的工具以及能支援資訊收集、分析、服務管
道的技術平台，以確保與富裕人士建立長期的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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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尖公司採取需求導向的動態模式以提升客戶滿意度 

不論屬哪一個財富等級，富裕客戶一致認爲服務品質是他們繼續與同一間財富管理公司的最重要關

鍵。�� 此外，在挑選公司時，富裕人士與超富裕人士大多仰賴朋友、親人與工作往來人士的推薦，

而非公司傳統的行銷策略。�� 這顯示出在吸引和留住富裕人士客層時，服務品質與滿足客戶需求是

最重要的因素。運用以需求爲導向的策略，可以更貼近客戶的需求，進而提高客戶滿意度、忠誠度

並吸納更多客戶。

要提供最適服務品質，首先，公司必須瞭解並預期客戶的需求。其次，必須持續檢視客戶需求，因

爲這些需求會隨著時間改變。僅僅從靜態層面瞭解客戶是不够的。

頂尖財富管理業者開始以更爲動態的模式來評估客戶，採取較動態、深入、互動，且以需求爲主的

策略。一些知名財富管理公司運用比較全方位的方式，重新檢視他們的服務模式與架構，並且以其

他飯店業、娛樂業、零售業等成功範例作爲學習對象。舉例而言，一些創新的金融服務機構會仿效

其他服務業的佼佼者，如麗嘉酒店(Ritz-Carlton)，持續關注、檢視、分析客戶的偏好與過去消費模

式，作爲預測以及達成其他客戶需求的基礎。

爲每一位客戶打造適當的服務模式

用靜態的區分標準來服務日益商品化的財富管理産品與服務，是不合時宜的做法。目前業界採用的

新模式，是以多面向的動態策略來提供客戶服務。這些模式把客戶放在第一位，把與客戶財富管理

需求有關的行爲、背景與投資特性納入考量。

如今，頂尖財富管理公司更仔細地研究未來潛在客戶，目的在於跨越産品與服務的範疇，更瞭解客

戶的需求。藉由調查新舊客戶的投資决策、瞭解客戶對於財富管理顧問的期望，業者可因此建構一

個更全方位的服務架構。

採取動態服務模式，才能把客戶放在服務的接收端以滿足他們的需求—增加對於金融服務提供者的

終身價值，而非只看客戶的資産規模。顧問執行的模式、提供服務的方式以及産品範圍都可以依據

客戶需要而量身打造，而當公司洞察到客戶行爲改變時，亦能隨時更新。在這種新的模式下，藉由

初步配對與重新評估客戶需求來規劃産品，客戶與財富管理公司皆是受惠者。

運用以需求爲導向的動態策略時，以下是幾項必須考量的成功要素。(請見圖14)

■	 跳脫AUM來區分以及確認客戶需求

除了考量AUM之外，頂尖財富管理公司在區分客戶時，會以客戶的興趣、文化背景、與公司互動

的頻率、偏好的溝通管道(每位家庭成員可能不同)與理財行爲特性作爲依據，而有助於針對特定

客戶需求而提供適合的産品與服務。

■	 以公司策略與客戶終身價值來決定産品與服務

找出客戶需求之後，必須瞭解哪些産品與服務可望滿足客戶並且與客戶建立長遠關係。公司要評

估自身的核心競爭力與整體策略以決定該著重在哪一部份。如果客戶需求與公司提供的産品服務

之間有落差，公司必須決定是否該增加額外服務、與第三方合作、或者婉拒此一機會以確保整體

策略的一致性。最後，在選擇新産品與服務時，可依照新增服務與銷售管道的成本與潛在獲利狀

況作爲評估依據。

■	 選擇服務方式與執行模式 

選擇最適當的服務方式，意謂挑選出最能够符合客戶需求的適當管道與執行模式。執行模式要能

够調整或相互結合以滿足特定客戶需求。

��
  凱捷顧問公司/美林《全球財富報告》顧問調查，2007年4月

8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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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來說，有的客戶可能只需要一位顧問或客戶關係經理，有的客戶則需要一個團隊或私人財富

顧問。有些客戶偏好透過網路掌握帳戶動態，有的客戶則希望有專屬客服中心提供支援，這些偏

好與客戶的財富狀况沒有直接關連。或者，公司亦可以提供綜合服務，如此一來可望超越客戶對

於服務品質的期望。

■	 即時掌握客戶需求 

若要有效滿足並且預期客戶不斷改變的需求，公司必須持續檢視並更新客戶資料與行爲模式(如資

産配置與資金動向模式、交易與溝通頻率、網路使用情形等)。這些資訊可以用於更新與制定執行

模式與服務方式。

綜合以上的致勝因素，公司可依此制定一個以需求爲導向的動態策略來服務富裕人士與超富裕人

士，來滿足甚至超越客戶的期望。

提供動態服務的技術架構

要採取一個動態的客戶服務模式，金融服務提供者首先必須提升自身洞察客戶需求變化的能力。資

訊科技是一個主要的關鍵， 縝密的資料搜集與分析是技術架構的主要元素。 

擁有豐富的客戶資料是執行動態客戶服務模式的核心要件。資訊科技架構必須要具備足够彈性以便

管理客戶資料、資訊管理流程、以及取得、維護與清除資料的程序。公司若能爲單一客戶建立單一

檔案與相關資料，在進行整合與資料分析時就會更方便。以下為達成此目標所需之元素：

圖14.    |	 傳統 vs.	需求導向的客戶服務模式

傳統模式 需求導向模式

決定與區分

客戶需求

區分客戶標準：

■ 資産規模 (AUM) 

■ 風險承受度

■ 其他個人背景資料 

■  公司決定策略之前不會主動檢視

客戶需求 

跳脫AUM與人口統計學的客戶區分

標準：

■ 現階段與未來投資目標 

■ 行爲特性 

■ 理想模式 

■ 外部利益 

■ 偏好溝通模式/期望互動程度 

■  依據産品、服務與投資標準界定

客戶需求 

■ 需求決定公司策略與服務內容 

搭配産品與 

服務 

■  分析客戶需求之前便已決定策略

與産品 

■  依據AUM 與風險承受度制定行

銷策略 

■ 依據財富等級提供客戶産品

■  公司檢視經營現狀，以及新舊顧客

來評估其核心競爭力與産品內容 

■  依據需求導向策略提供客戶産品 

預期客戶獲利能力作爲服務依據

決定執行模式與 

服務方式 

■ 依據AUM 將客戶納入執行模式 

■ 依據執行模式決定服務方式

■  依據客戶需求量身訂制執行模式與

服務方式 

■  必要時運用多種服務管道與執行

模式 

檢視服務 一旦客戶被歸類在某個模式，服務

方式就不會改變除非AUM 出現大

幅變動 

依據行爲特性、評估分析與其他標

準，持續進行檢視以開發新的産

品、服務與投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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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公司服務相輔相成的客戶、産品與行政作業服務; 

■  管理各種層面的資訊服務 — 如制定服務的定義與政策 ; 

■  各種應用方案以提供資訊、警示與工作流程給特定族群的使用者(通常「複合應用」(composite 

application) 一詞在這裡會被提及); 

■  把應用方案引導給適當終端使用者的執行管道; 

■  確保服務提供平台的資訊安全以及提供相關客戶適當的服務方式 ; 

■  確保遵守政策的治理原則 

技術上的挑戰與意涵 

執行上述的技術架構將面臨以下的挑戰：

■  服務爲導向的架構是促使業務更靈活的關鍵：以服務作爲規劃業務與技術架構的核心概念，有

助提升業務的靈活度 ; 

■  單一客戶儲存庫：將客戶資料庫整合爲單一客戶儲存庫，有助簡化建立以客戶檔案爲主的架構; 

■  提供以客戶需求爲依歸的服務，需要的不只是簡單的商業原則：使用有縝密商業原則的工具或

儲存庫，以制定與維護支援客戶多元化特性的系統; 

■  提供服務之管道應將不同系統整合為一：不同管道需有彈性整合不同客戶應用方案。深入瞭解

政策與偏好，才能創造對的應用環境。商用軟體必須經過評估，視其能否能符合制定的政策與

偏好; 

■  現有手動程序與自動系統的調整以符合商業原則：商業原則可能不是顯而易見的，所以必須在

手動程序或自動系統中加以調整。進行商業程序的改變能爲新的服務導向架構帶來新氣象; 

■  持續檢視客戶滿意度與忠誠度：市場情報的蒐集能讓公司瞭解其是否達成經營目標，並且找出

尚未發掘的客戶。分析這些資訊有助進行持續改善計畫。

圖15.    |	 需求導向的客戶服務策略之技術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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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今全球化的大環境下運用以需求爲導向的動態服務模式

幾家頂尖財富管理公司已經開始運用這些以客戶需求爲主的動態策略來服務各財富層級的客戶。這

種改變所帶來的影響，在全球各地都可以看得到。 

在亞太地區，旅居海外的印度僑民(Non-resident  Indian)是一個重要的市場。這些成功的企業家與專

業人士是財富管理公司相當感興趣的族群，因爲這些人士具有國際觀、對於所處的市場相當熟悉、

同時對國際事務也有一定程度瞭解。這是一個互動密切的族群，成員們會公開討論投資，因此也構

成最佳的引薦平台。幾乎所有國際私人銀行(包括本土銀行)都體認到這個族群對於特定産品與服務

需求快速增加，因而成立執行模式與顧問群專門服務這些印度僑民。隨著業者對於客戶群有更深一

層瞭解、而這個印度僑民族群也日益成熟，業者密切掌握此族群的變動，持續調整與强化服務。

在中東，財富管理顧問必須要瞭解伊斯蘭律法(Sharia)以及其對投資與金融的規範。現在有許多公司

提供符合伊斯蘭律法的産品，要在此地區成功就必須對於客戶有深入的認識，比如瞭解女性在伊斯

蘭律法下的權利。因此，財富管理公司必須要確保在財富管理顧問的組成中，一定要兼具男性與女

性顧問，來處理回教家庭中兩性不同的財務需求。除此之外，一些中東城市如杜拜，逐漸轉型爲區

域性的金融與文化中心，中東地區客戶的需求也不斷改變。近年來，隨著符合伊斯蘭律法的産品在

回教人口中的接受度提高，頂尖的公司已經調整其服務模式，以因應更全球化、財務需求更爲多元

的客戶群。  

至於在歐洲，服務提供者過去多半依循較爲制式化(但具有全球視野)的客戶服務模式。不過，如今

頂尖財富管理提供者被迫去思考，如何因應客戶群日漸多元化的現象來提供最佳服務。舉例而言，

在英國，部分財富管理顧問表示，他們的客戶中有25%來自新興歐洲，75% 則來自中東與印度。

除此之外，歐洲客戶在展望未來時日益具有全球視野，因爲有越來越多的情况是，家人分別住在不

同的國家，理財活動也在多個不同區域進行。因此，如果公司希望建立的是一個良好的長遠客戶關

係，在提供服務時的考量因素就不僅僅是AUM。財富管理顧問若無法體認到客戶群所屬的地理區域

已經擴大，就會錯失大好良機。 

總結

頂尖財富管理公司採取更寬廣角度瞭解客戶群的同時，也改變了富裕人士與超富裕人士對於客戶服

務的期望。在完全瞭解客戶需求、決定執行模式以及財富管理顧問採取的策略後，財富管理公司可

依個別客戶需求與期望提供個人化的服務。這種轉變有助於强化客戶與公司之間的互動：促使價

值、獲利能力與整體財富管理經驗更爲完善。

有的財富管理公司在客戶尋求諮詢之前，就已經敲定執行模式與顧問要採取的策略。這些公司仍然

沿用靜態的服務模式，完全以AUM爲依歸，永遠不瞭解爲何能留住某些客戶，但有些客戶却不再繼

續與公司合作。唯有運用動態模式、深入瞭解每位財富管理客戶的需求，公司才能找出最有效率的

執行模式與服務方式。在與客戶建立關係之前或初期，應該替客戶量身打造服務模式，隨時應變、

並且持續下去，如此公司才能與客戶建立較佳的長遠關係。善用能因應未來變遷的模式，財務服務

提供者可望能因此强化客戶關係、增加客戶的投資狀况，進而與富裕人士客戶群奠定深厚的關係。





《全球財富報告》在市場規模模型當中涵蓋71個國家和

地區，佔了超過全球總國民收入的98%，及全球股市市值

的99%。

我們使用凱捷顧問公司的羅倫茲曲線分析模型和研究方

法，估算各個地區財富的成長幅度和規模。此研究方法

是在八十年代凱捷顧問公司與美林在進行諮詢合作時所

開發出來的。這個模型每年更新，從宏觀的角度計算富

裕人士的金融財富淨值。

這個模型的建立分為兩個階段：首先估計個別國家的整

體財富，其次估計此財富在該國成年人口當中的分佈。

個別國家的整體財富水準使用了可靠的資料來源，如國

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所提供之國家帳目資料。該資料用以確認每年的全

國總儲蓄金額，再經過合併調整之後，算出了國家總資

產。由於這部分計算的是金融資產的帳面價值，因此還

必須根據全球股市指數加以調整，以獲得反映富裕人士

之財富中持有股票的市值的最終資料。

財富分配因國家不同各異。因此，財富分配基於財富和

收入的已知關係計算。收入分佈資料是由世界銀行、環

球透視公司Global Insight 或其它國家的官方統計數字所提

供。我們採用計算出的羅倫茲曲線，將財富分配於各個

國家的成年人口當中。此外，為獲得金融財富佔總財富

的比例數值，我們使用可取的國家統計資料計算金融財

富的價值，再以此結果推算出其他國家的情況。

我們所出版的金融資產財富報表包括了私募股權的帳面

價值，以及各種公開報價的股票、債券、基金和存款。

這其中不包括收藏品、消耗品、消費耐用品和作為主要

住宅的不動產。理論上海外投資有計算在內，但目前僅

限於能精確估算進出國境的財產與投資之相對流量的國

家。我們在報告內也納入了未申報的存款。

根據產業和媒體的要求，在2005年我們重新修正了研究

方法，從按地區報告年度研究結果，變為以國家為單

位。為了能更精確地估算出各國富裕人士的數量以及他

們的金融財富，我們除了使用最新的年度統計資料之

外，還做了一些調整。今年我們還是採用這種方式。此

外，在今年的報告模型中加入了巴林與卡達。今年我們

仍透過對影響財富創造的國內經濟因素分析，不斷改善

總體經濟模型。舉例來說，我們和凱捷顧問公司以及美

林的同事合作，在超過20個國家和地區中研究，以徹底

瞭解國內財政和貨幣政策對富裕人士財富創造的長遠影

響。

鑒於過去數年的匯率尤其是美元出現大幅波動，我們特

別評估了匯率波動對研究結果的影響。從分析看來，我

們的研究方法相當健全，匯率波動對研究結果並沒有重

大的影響。

此外，我們使用年度平均匯率將各國貨幣折算成美元。

在全球財富報告的模型中，財富的計算首先基於過往一

百年來各國的累積儲蓄。由於在以美元計算累積財富

時，是以過往一百年的時間序列計算，所以一兩年內貨

幣大幅升值的影響小至可以忽略不計。例如，我們的分

析顯示如果匯率維持在2005年的水準，2006年的全球財

富只會比報告中的37.2兆美元低0.06%。

本檔所含資訊取自不同來源；我們不保證其正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保證相關分析之正確性或完整性。本研究報

告僅供一般性發行，也僅提供一般性資訊，任何倚賴本

報告內容的人士須自負風險。

我們要感謝下列人士協助本報告的編寫：

負責研究、整理與撰寫結果，提供市場深入分析的策略

研究團隊的同仁：Michael Angelicola、Benjamin Beauvalot、
Ellyn Charters、Swati Chaturvedi、Katherine Hoffman、 

Patrick McLaughlin和Andrew Moschetti。

凱捷公司的 lleana van der Linde  為本報告提供的整體指

導；在撰寫特別報導過程中，凱捷財富管理業務部門的 

Robert Crespi、Stephen Ray、Donie Lochan提供的指引與專

業知識。

美林的Erik Hendrickson、Michael O’Looney與Tricia 
Nestfield提供的產業觀點與研究，以確保時事議題的動態

在金融產業中獲得重視；美林的Kathy Bostjancic, Martin 
Mauro 和 Christopher Wolfe 對目前趨勢提供的專業建議。

我們感謝數百名美林、凱捷公司及其它機構的財務顧問

與區域專家，參與我們的調查和訪問，使研究結果更具

有效性，且增加了分析的深度。

我們也要特別感謝我們的全球報告諮詢委員會對影響

全球財富產業的事件，提供的深入探討：ABN AMRO 
Private  Clients、AIG Private  Bank、Barclays Wealth 
Management、Capital Asset Management、Christie’s、 
Citigroup Private Bank、Clariden Leu、Coutts & Co.、 Credit 
Suisse、Lloyds TSB、Morgan Stanley、Rothschild Private 
Management、Schretlen & Co.、Schroders Private Bank、SG 
Hambros Private Banking、UBS和Vontobel。

附錄A：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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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B：各國富裕人士分析

資料來源：凱捷顧問公司羅倫茲曲線分析(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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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捷顧問公司 − 金融服務

凱捷顧問公司擁有獨特的市場定位，以深入的專業知識、完善的服務專案與無與倫比的新一代全球服務網路，為金融服

務產業提供服務。凱捷擁有近15,000位專業人士，在全球服務超過900名客戶。在銀行、保險、資本市場和投資領域，凱

捷提供卓越的解決方案與出色的業務能力，協助客戶事業的發展。

透過提供完善的諮詢與資訊科技服務，凱捷財富與投資管理部門致力於協助客戶在財富管理市場上獲得營收成長與利

潤。凱捷協助客戶制定與實施創新的營收與淨利成長策略，成功實施優化客戶服務、提高服務效率及服務區隔策略。

作為全球著名的管理諮詢、技術和外包服務提供者之一，凱捷的客戶能使用各種科技進行改革與運作。透過獨特合作方

案—共同企業經驗(Collaborative Business Experience)，凱捷提供客戶專業的建議與解決方案，使客戶享有充分的自由，從

而取得優異的成果。凱捷在2006年的全球營收達77億歐元，全球擁有75,000名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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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林集團簡介

美林是全球領先的財富管理、資本市場和顧問公司之一，在 37 個國家和地區擁有辦事處。美林的核心業務包括了由國

際私人客戶部與全球投資管理組成的全球財富管理，及全球市場和投資銀行。這些領域均在全球佔有領導性的地位。

美林國際私人客戶部是全球領先的個人與企業財富管理與投資服務的提供者。美林在全球擁有超過700多個辦事處，近

16,000位財務顧問，管理客戶資產總額達1.6兆美元，屬於全球業界規模最大的公司。美林私人銀行和投資集團擁有近

300位私人財富顧問團隊；團隊利用全球資源，為美國超富裕家族提供財務諮詢及銀行和信託服務。

作為投資銀行，美林為全球頂尖的證券與衍生性金融商品承銷商與交易商，涵蓋廣泛資產類別，同時在全球擔任企業、

政府、機構和個人的策略顧問。美林持有貝萊德集團(BlackRock)近50%的股份，貝萊德集團為全球最大公開上市的投資

管理公司之一，管理的資產超過一兆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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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  +1 800 937 0466

工業城 +1 626 965 6691

杜拜  +9714 397 5555

都柏林  +353 1 605 8877

日內瓦  +41 22 703 1717

香港 +852 2844 5678

休士頓  +1 713 658 1200

倫敦  +44 20 7628 1000

洛杉磯 +1 213 627 7900

盧森堡  +352 49 49 111

馬德里  +34 91 432 9900

墨爾本  +61 3 9659 2222

邁阿密  +1 305 577 6900

米蘭  +39 02 655 941

蒙特維多  +598 2518 2602

孟買  +91 22 6632 8000

紐約市 +1 212 236 5500

巴拿馬  +507 263 9911

巴黎  +33 1 5365 5555

帕薩迪納 +1 626 817 6888

羅馬  +39 06 683 931

舊金山 +1 415 693 5500

聖地牙哥 +562 370 7000

聖保羅  +5511 3175 4100

首爾  +82 2 3707 0400

上海  +8621 6132 4888

新加坡  +65 6331 3888

雪梨  +61 2 9225 6500

台北  +886 2 2376 3666

特拉維夫 +972 3 607 2000

東京  +81 3 6225 8300

華盛頓 +1 202 659 7478

蘇黎世 +41 1 289 48 00

美林的主要辦事處



如需進一步資訊，請聯絡凱捷顧問公司的Swati Chaturvedi
電話：+1 617 768 5504

有關凱捷的傳媒諮詢，請聯絡 
Jonathan Blank 電話：+1 917 936 8842 （北美）或 
Karen Cohen 電話：+1 631 757 5895（全球）

有關美林的媒體諮詢，請聯絡 
Eric Hendrickson 電話：+1 212 449 7293

設計/編輯：Andy Jacobson Design
www.andyjacobs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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