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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11 胡潤財富報告」發佈，中國有 96 萬個千萬富豪與 6 萬個

億萬富豪，分別較前一年增長 9.7%與 9.1%，這是胡潤百富連續第三

年發佈財富報告，旨在分析目前中國富豪人士數量與地域分佈情況。

事實上，近年來，國際間各類型財富報告與富豪排行榜如雨後春筍般

相繼發佈，此份胡潤財富報告之所以引起各界矚目即在於中國經濟快

速成長，中國富豪人數的增長速度超出一般人的想像；中國富豪快速

崛起意味著全球財富的重分配以及中國奢侈品市場的驚人商機。胡潤

財富報告針對中國內地所提供的深入財富調查可說是成功聚焦全球

財富議題，同時也滿足社會大眾想一窺財富金字塔頂端的神秘世界的

慾望。 

但在另一方面，由於胡潤財富報告僅專注於中國富豪領域，與其

他國際間知名財富研究機構例如美林證券或富比世所發佈的數據對

照有部分相似也有部分差異。而由國際間各類財富報告與富豪榜可看

出共同的趨勢是：亞太地區是目前全球財富金字塔頂端「最吸金的地

區」，兩岸三地富豪表現更是搶眼。因此，本文以胡潤財富報告為出

發點，首先瞭解中國富豪與財富市場現況，其次，探討中國大陸與台

灣兩岸財富市場的脈動趨勢，接著，針對中國富豪的理財特性、地域

分配與消費偏好進行深入分析，最後進一步探討中國富豪崛起所帶動

的高端消費市場對台灣所帶來的拓銷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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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從中國財富市場觀點看中國富豪人數 

一、胡潤財富報告 

 「2011 年胡潤財富報告」發佈，中國大陸(不包括香港、澳門、

台灣)有 96 萬個千萬富豪和 6 萬個億萬富豪，分別較上年增加 9.7%

與 9.1%；其中北京、廣東、上海三地的千萬富豪人數占全國的近一

半。另外，中國擁有十億人民幣的富豪估計有 4,000 人，擁有百億人

民幣的富豪約有 200 人，其中有 1,363 位十億富豪所擁有的財富屬於

陽光財富，可利用市場價值與公開訊息估算得出。 

 胡潤財富報告創刊發布三年以來，對中國千萬富豪與億萬富豪人

數的推估如圖 1 所示。胡潤財富報告中對財富的計算標準包括:  

固定資產—未上市公司股權、自用住宅、投資性房產、藝術收藏品 

流動資產—股票、基金、債券、現金存款、保險 

 

圖 1   2009~2011 胡潤財富報告所發布的中國富豪人數 

 

資料來源: 2009, 2010, 2011 胡潤財富報告， 

註: 千萬富豪指的是資產總額超過 1 千萬人民幣 

 

 

年成長率 

2009 年 2010 年 

6.1% 9.7% 

7.8%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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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招商銀行—中國私人財富報告 

 在個人高端客戶金融服務領域享有盛譽的招商銀行和全球知名

的資訊公司—貝恩(Bain & Company)管理顧問公司聯合發布 2011 中

國私人財富報告，如圖 2 所示；財富計算標準為:  股票、基金、債

券、現金存款、黃金、期貨、私募股權、個人信託等金融資產與投資

性房地產，合稱可投資性資產，但不包括自住性房地產。 

 由圖 2 可看出， 2010 年擁有高淨值 (1,000 萬人民幣可投資資產)

的富裕人士人數達到 50 萬人；成長率將近 2 成，其中以超高淨值(超

過 1 億人民幣可投資資產)階級成長最速。 

圖 2   2008~2011 中國私人財富報告的中國富豪人數 

 

 

 

資料來源: 招商銀行, 貝恩, 2011 

 

整體來說，根據中國私人財富報告，2010 年中國個人總體持有的

可投資性資產規模達到 62 兆人民幣；可投資資產達到 1 千萬人民幣

的高淨值人士達到 50 萬人，帄均持有可投資資產約為 3 千萬人民幣，

共持有可投資資產 15 兆人民幣。 

 年成長率 

2009 2010 2011 

36% 22% 16% 

82% 33% 22% 

23% 1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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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從全球財富市場觀點看中國與台灣富豪人數 

一、富比世全球富豪榜 

 在 2011 年 3 月富比士雜誌所公佈的第 25 屆(2010 年)全球身價超

過 10 億美元的超級富豪共有 1,210 名(含家族)，其中中國大陸有 105

人(或家族)，香港有 33 人(或家族)，台灣有 25 人(或家族)。如圖 3 所

示。富比世全球富豪排行榜所估算的富豪財富資料包括現金、上市與

未上市公司股票市值、債券、基金、固定收益金融商品、投資性房地

產、書畫、藝術品、珠寶、遊艇、未公開的存款等。 

 

圖 3   2009~2010 富比世全球富豪榜的中國與台灣富豪人數 

 

 

 

資料來源: ”The World’s Billionaires” in 2010 and 2011 by Forbes. 

註: 富比世富豪榜列出金字塔最頂端、財富 10 億美元以上人士 

 

根據富比世雜誌的統計，2008 年金融海嘯後開始復甦，全球富豪

人數大幅增加，2009 年擁有 10 億美元以上頂尖富豪有 1011 人，2010

年有 1210 人，其中中國富豪占全球頂尖富豪的比例也由 2009 年的

6.33%增加至 2010 年的 8.67%；同期間台灣富豪占全球頂尖富豪人數

的比例由 1.78%增加至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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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凱捷、美林—全球財富報告&亞太區財富報告 

美林集團(Merrill Lynch)是全球著名的投資銀行，凱捷是歐洲最大

的財務諮詢顧問公司，兩者每年聯合發佈一次全球財富報告，調查全

球資產淨值達到或超過 100 萬美元的富翁人數及財富狀況。根據 

2011 全球財富報告，2010 年全球富裕人士及其擁有的財富同時增

加；如圖 4 所示，財富計算標準為: 金融資產—私募股權帳面價值、

股票、基金、債券、現金存款。 

圖 4   2007~2010 凱捷美林全球財富報告的富豪人數趨勢 

 

 

 

 

 

 

 

 

資料來源：凱捷顧問公司(Capgemini)與美林全球財富管理(Merrill Lynch Global 

Wealth Management)發佈「2011 全球財富報告」。 

註: 富裕人士指的是資產超過 100 萬美元以上。超富裕人士指的是資產超過 300

萬美元以上。 

 

 根據圖 4，在 2010 年亞太區富裕人士達到 330 萬人，所擁有的財

富達到 10.8 兆美元，是目前全球富裕人士第二大集中地，僅次於北

美區，已超越歐洲。 

 全球富裕人士的人數分布按國家劃分如圖 5 所示。由圖 5 可看

出，2010 年全球富裕人士大部分仍集中於美國、日本、德國，但比

重逐漸分散；中國與印度是全球富裕人士人數成長最快的國家。 

 

 

    
北美區富裕人士 340 萬人， 2010 年成長 8.6% 

美國是富裕人士最多的國家,有 310 萬人 

亞太區富裕人士 330 萬人，2010 年成長 9.7% 

歐洲區富裕人士 310 萬人， 2010 年成長 6.3% 

拉丁美洲富裕人士不多，但超富裕人士(擁有 300

萬美元以上)不少 

中東富裕人士 40 萬人,   2010 年成長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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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2009~2010 凱捷美林全球財富報告的富裕人士人數分布 

 

 

資料來源：Capgemini, 2011。註: 富裕人士指的是資產超過 100 萬美元以上。 

 

 

以亞太地區來看，2010 年，亞太區富裕人士共 330 萬人，日本

173.9 萬人，中國大陸 53.5 萬人；如圖 6 所示。 

圖 6   2006~2010 凱捷美林亞太區財富報告的富裕人士人數 

  

 

 

 

 

 

 

 

 

 

 

資料來源：Capgemini, 2011。註: 富裕人士指的是資產超過 100 萬美元以上。 

 

 

09-10 富裕人

士人數成長率 

 

8.3% 

 

5.4% 

 

7.2% 

 

12.0% 

 

1.4% 

 

3.4% 

 

12.3% 

 

9.7% 

 

11.1% 

 

-4.7% 

 

5.9%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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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瑞士信貸—全球財富報告 

瑞士信貸集團(Credit Suisse)研究機構在 2010 年 10月首度發布最

新的全球財富報告(Global Wealth Report)，內容針對全球各國的財富

分配狀況提供綜合性的跨國研究與趨勢分析，其研究對象由財富金字

塔最底層的貧民到最上層的富豪。其中，財富的定義為金融資產加上

非金融資產(房地產和土地)的價值，再減去負債，所得出的淨資產(net 

worth of wealth)。根據瑞士信貸推估，全球擁有 100 萬美元的富裕人

士約占全球 0.5%，如圖 7 所示；其中中國富裕人士約有 80.5 萬人，

台灣有 19.5 萬人。 

 

圖 7   2010 瑞士信貸全球財富報告的富裕人士人數分布 

 

 

 

 

 

 

 

 

 

 

 

 

資料來源：瑞士信貸研究機構(Credit Suisse Research Institute)「全球財富報告」

(Global Wealth Report) 2010 年。 

 

全球富裕人士的國家別分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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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兩岸財富市場比較 

一、中國大陸與台灣的總體經濟摘要 

 2010 年，中國大陸與台灣的總體經濟摘要比較如圖 8 所示。 

 圖 8   2010 中國大陸與台灣總體經濟的比較對照 

 

資料來源: IMF, 中國國家統計局, 行政院主計處。 

 根據圖 8 的比較，2010 年，中國大陸的人口為台灣人口 58.2 倍，

成人人口為台灣的 53.7 倍，中國大陸 GDP 為台灣的 13.6 倍，但在

2010 年中國大陸人均 GDP 為 4,382 美元，台灣則為 18,457 美元，為

中國大陸的 4.2 倍。 

二、中國大陸與台灣的財富市場比較  

(一) 以總財富來看，如圖 9 所示。根據中國招商銀行推估，2010 年中

國大陸個人所擁有的可投資資產總值為 62 兆人民幣，換算為 9.2

兆美元；瑞士信貸推估中國大陸的金融與非金融資產總財富為

16.6 兆美元，兩者的差別在於後者計入自用住宅的價值；在此同

時，2010 年中國大陸的 GDP 為 5.8 兆美元。 

相對來說，依據瑞士信貸推估，2010 年台灣的金融與非金融

資產總財富為 2.2 兆美元；同一時期，台灣的 GDP 為 0.43 兆美

元，顯示台灣過去數十年來在生產與貿易經濟活動中累積相當高

的財富資產；相對來說，中國近年 GDP 成長雖高，但財富總量

仍有待逐年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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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2010 中國大陸與台灣財富市場的比較對照 

 

資料來源: 瑞士信貸, BCG,凱捷美林,瑞士寶盛集團&里昂證券 

 

(二) 以富裕人士階級所持有的財富來看，如圖 10 所示。根據中國招

商銀行推估，2010年中國富裕人士約 50萬人，帄均每人持有 3,000

萬人民幣，因此富豪階級所擁有的可投資資產總值為 15 兆人民

幣，折算為 2.2 兆美元。2011 年瑞士寶聖集團&里昂證券推估中

國富豪持有的財富(不含主要居所)為 8.76 兆美元。 

相對來說，台灣富裕人士在 2009 年時估計所持有的金融資產

財富總值約為 0.26 兆美元，帄均每位富豪持有的金融資產約為

300萬美元。至於 2011年的財富市場成長狀況則有待進一步推估。 

圖 10    中國大陸與台灣富豪階級的財富資產比較對照 

 

資料來源: 瑞士信貸, BCG,凱捷美林,瑞士寶盛集團&里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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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國大陸的富豪人數與財富市場  

中國富豪人數的推估如圖 11 所示。持有 100 萬美元金融資產的

中國富裕人士估計約為 53.5 萬人，如果加計住宅房地產與非金融資

產例如汽車、珠寶、藝術品等，則持有 100 萬美元至 150 萬美元財富

的富豪人士(或稱為千萬富豪)約有 80.5 萬人至 96 萬人。這些富豪人

數占中國人口比例相當低，以中國富豪人數所代表中國富豪家庭的戶

數來計算，根據中國最新人口普查的家庭戶數為 4 億戶，以中國持有

百萬美元的富豪家庭 96 萬戶來計算，富豪密度僅有 0.24%。 

若更進一步往金字塔高端觀察，持有 1,000 萬美元~1,500 萬美元

財富資產的富豪人士約有 6 萬人，也就是所謂的億萬富豪；至於持有

1.5 億美元的中國富豪估計約有 4,000 人，10 億美元以上的富豪則估

計有 1 百多人；依此推估中國富豪人士持有的財富資產約為 2 兆美元

~5 兆美元。 

 

圖 11    中國大陸富豪人數的彙整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13 

四、台灣的富豪人數與財富市場  

相對於中國富豪人數迅速增長與財富快速累積，台灣富豪人數與

財富市場規模在亞太地區與全球財富評比中也有相當引人注目的表

現。根據全球各種財富報告，以 100 萬美元財富作為界定富裕人士的

基準，近兩年台灣富裕人士的人數大約為中國富豪人數的六分之一至

四分之一左右；依此計算，如僅計算金融資產，則台灣持有 100 萬美

元財富的富裕人士大約為 10 萬至 15 萬人；若計入金融資產與非金融

資產，包括投資產房地產，則台灣富豪人數估算超過 20 萬人 若進

一步比照胡潤財富報告，將自住性住宅計入財富，則台灣富豪人數估

計約有 26 萬人至 30 萬人；本研究依據台灣近年官方調查與統計資

料，進行推估與分析。 

(一)國稅局財產總歸戶 

估算財富資產最可靠的方法是利用財政部國稅局「財產總歸戶」

的資料庫，輸入中華民國公民身份字號逐一檢視，便可大致掌握台灣

地區民眾個人的財產資料，再將股票債券市值、基金淨值、房地產市

價代入，便可估算出個人名目財富；其中不包括未申報或無法估計市

值的珠寶、名錶、骨董、字畫、紅酒收藏品等。圖 12 所顯示的是財

政部國稅局財產總歸戶的項目對照於財富報告所評估的項目。 

但由於國稅局財產總歸戶資料屬於個人資料保護的範疇，無法取

得相關資料，僅能由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的綜合所得稅申報統計資料

瞭解台灣民眾當年度所得收入的分配狀況。接著，再進一步根據所得

分配狀況推估相對應的財富資產，藉此瞭解擁有高資產民眾的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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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為國稅局財產總歸戶項目與財富報告評估項目之對照 

資料來源：財政部國稅局，胡潤財富報告，本研究推估整理。 

 

(二)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統計資料 

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的「綜合所得稅統計」乃是以納稅單位為主

體，彙整所有納稅義務人各年度的所得資料；納稅義務人的所得來源

包括營利所得、執行業務所得、薪資所得、利息所得、租賃及權利金、

財產交易所得、股利所得、中獎所得、退職所得、其他所得、稿費所

得等。將納稅單位的各類所得總歸戶後算出「綜稅所得」，減去各種

扣除額後的「所得淨額」可分為幾個級距，分別適用不同的稅率。將

「年度總所得」減去當年度的納稅額即為「稅後所得」，如圖 13 所示。 

 

圖 13 綜稅所得、所得淨額、稅後所得的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推估整理。 

綜稅所得    

    

免稅扣除額 = 所得淨額 

適用稅率 

納稅額 
綜稅所得  = 稅後所得

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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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的納稅資料，台灣民眾在 98 年度(為目

前最更新的財稅統計資料)「綜稅所得」、「所得淨額」與「稅後所得」

的分配狀況如下。 

(1) 綜合所得與所得淨額的分配狀況 

圖 14 所顯示的是「綜稅所得」對應於「所得淨額」的納稅單位

分配關係，陰影部分為合理的所得淨額級距，例如綜稅所得為 100 萬

元者，所適用的所得淨額級距可能為 0、0-41 萬元或 40-109 萬元；

所得淨額級距為 109-218 萬元者，必定是綜稅所得高於 109 萬元的納

稅單位。 

 

圖 14 綜稅所得對應於所得淨額的納稅單位分配關係(98 年度) 

綜稅所得 所得淨額級距: 萬元 

淨額＝

0 

0 

-41 

41 

-109 

109 

-218 

218 

-409 

409 

-500 

500 

-1000 

1000

以上 

0-10 萬 
259,471 40 0 0 0 0 0 0 

10-20 萬 
307,781 7,365 0 0 0 0 0 0 

20-30 萬 
487,058 117,200 0 0 0 0 0 0 

30-40 萬 
368,302 292,812 0 0 0 0 0 0 

40-50 萬 
283,146 314,212 5 0 0 0 0 0 

50-70 萬 
342,571 557,531 14,035 0 0 0 0 0 

70-100 萬 
152,368 486,650 145,980 0 0 0 0 0 

100-200 萬 
25,484 266,349 542,397 65,870 0 0 0 0 

200-300 萬 
73 538 30,193 155,587 7,319 0 0 0 

300-400 萬 
14 12 82 15,997 42,012 0 0 0 

400-500 萬 
7 5 9 145 21,251 1,640 0 0 

500-700 萬 
5 0 2 11 2,864 8,227 5,730 0 

700-1000 萬 
1 0 0 2 11 91 7,103 0 

1000-2000 萬 
2 0 3 0 1 2 1,155 3,610 

2000 萬以上 
1 0 0 0 0 0 1 2,159 

資料來源：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 

A 區 

B 區 

C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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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14 可看出，全台灣 98 年度納稅單位約有 534 萬個(個人或家

戶)，「綜稅所得」低於 100 萬元以下的納稅單位共有 413 萬個，如圖

14 的 A 區，屬於低收入階層。「綜稅所得」介於 100-200 萬元的納稅

單位有 90 萬個；「綜稅所得」介於 200-300 萬元的納稅單位有 19 萬

個；主要分佈於圖 14 的 B 區，屬於中高收入階層。「綜稅所得」高

於 300 萬元的納稅單位約有 11 萬個；合計超過綜稅所得超過 200 萬

元的納稅單位約有 30 萬個，主要分佈於圖 14 的 C 區，是本研究鎖

定深入探討的高收入族群可能範圍。 

(2) 二十分位的帄均綜合所得與帄均各類所得 

將全台灣 534 萬個納稅單位按照綜合所得高低排列，分成二十個

等分，每個等分的納稅單位約有 26.7 萬個，其所對應的每戶帄均綜

合所得與帄均所得淨額如圖 15 上方所示。 

以圖 15 上方對照圖 14 可看出以下趨勢: 

 在圖 15 上方可看出，「綜稅所得」位於第一至第十五分位的納   

稅單位共有 400 萬個，相當於圖 14 中位於 A區的納稅單位 413

萬個，屬於中低所得階層。 

 圖 15 上方顯示的第十六至第十九分位的納稅單位共有 106 萬

個，相當於圖 14 中 B 區的納稅單位約有 91 萬至 106 萬個，

屬於中高所得階層。 

 圖 15 上方顯示的第二十分位共有 26.7 萬個納稅單位，對照圖

14 的 C 區約有 12 萬至 27 萬個納稅單位，屬於高所得族群，

也就是最有可能累積財富成為富豪的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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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5 二十等分之帄均綜稅所得、帄均所得淨額、與帄均各類所得 

 

接著，圖 15 下方同時顯示的是按照綜合所得二十個分位統計各

類所得。由圖中可看出，第二十分位的 26.7 萬個納稅單位，其各類

所得帄均水準皆明顯高於第一分位至第十九分位，尤其在薪資所得與

股利所得方面，甚至連機會中獎所得也比第十九分位高出一倍(因中

獎而成為一舉晉升高所得族群)。因此本研究鎖定台灣的高所得族群

為圖 15 中的第二十分位的 26.7 萬個納稅單位進行深入探討。 

分位別 納稅單位 

(家戶數) 

帄均每戶綜合

所得 

帄均每戶所得

淨額 

第一分位~

第十五分位 

共 4,000,869  5.1 萬元 

~88 萬元 

0 萬元 

~23.7 萬元 

第十六分位 267,126 100.3 萬元 31.2 萬元 

第十七分位 267,124 116.2 萬元 42.2 萬元 

第十八分位 267,125 139.3 萬元 60.1 萬元 

第十九分位 267,124 179.4 萬元 93.8 萬元 

第二十分位 267,124 382.2 萬元 284.1 萬元 

 

帄均每戶各類

所得(萬元) 

第一~十

五分位 

第十六

分位 

第十七

分位 

第十八

分位 

第十九

分位 

第二十

分位 

營利所得 0.22~0.50 0.56 0.60 0.76 0.91 2.90 

執行業務所得 0.15~0.78 0.93 1.11 1.49 2.24 10.64 

薪資所得 1.85~70.6 81.02 93.76 110.25 138.26 226.69 

利息所得 0.98~6.70 6.82 7.24 8.43 10.29 15.81 

租賃及權利金 0.72~1.66 1.90 2.30 2.99 4.32 11.63 

財產交易所得 0.05~0.29 0.37 0.39 0.51 0.69 1.92 

機會中獎所得 0.01~0.06 0.08 0.08 0.10 0.10 0.24 

股利所得 1.24~5.17 6.18 7.76 10.79 16.93 94.58 

退職所得 0.00~0.04 0.06 0.07 0.12 2.09 1.84 

其他所得 0.06~0.71 0.82 1.03 1.37 2.02 6.45 

稿費所得 0.00~0.02 0.02 0.03 0.04 0.06 0.20 

申報大於歸戶 0.32~1.44 1.59 1.85 2.45 3.55 9.30 

資料來源：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本研究推估整理。 

屬於 A 區 

屬於 B 區 

屬於 B 區 

屬於 B 區 

屬於 BC 區 

對應圖 14 

屬於 C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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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綜合所得與稅後所得的分配狀況 

延續前述圖 15，將各納稅單位的「綜合所得」減去「所得稅」之

後，即為「稅後所得」；圖 16 所顯示的是二十等份的帄均每戶稅後所

得。由圖中可看出，第二十分位的「稅後所得」高達 323.7 萬元，遠

高於第十九分位的 170.3 萬元以及第十八分位的 134.3 萬元，很明顯

區隔出第二十分位與其他分位組的所得差異。 

 

圖 16 二十等分之每戶帄均稅後所得分配狀況(2009 年) 

資料來源：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本研究推估整理。 

 

根據圖 16，將二十分位的納稅單位劃分為五等分位，則圖 16 中

第十七分位至第二十分位加總為第五等分的帄均稅後所得為 148.26

萬元，第一分位至第四分位加總為第一等分的帄均稅後所得為 67.48

萬元，依此所計算出來的「五等分位倍數」為 10.98，此一數據可與

主計處的家戶收支調查所計算出來的五等分位倍數作進一步的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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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處家戶收支調查   財政部財稅資料 

產業主所得 

(農業淨收入、 

營業淨收入、 

執行業務淨收入)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所得 

移轉收入 

薪資所得 

受僱人員報酬 

財產交易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利金 

利息收入、投資股利、

土地租金、權利金 

財產交易所得 

機會中獎所得 

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其他所得 

稿費所得 

(三)  主計處家戶收支調查與國富統計 

主計處家戶收支調查乃是針對台灣個人或家戶的收入與支出進

行固定樣本的抽樣調查，並依此推估母體(全體家戶與所得收入者)的

收支狀況。 

根據主計處的統計方式，家戶或個人的所得主要分為四類，包

括：受雇人員報酬、產業主所得、財產所得收入、移轉所得等四類，

對照財政部所統計的所得分類定義方式，兩者的差別與對照如圖 17

所示。另外，由於財稅資料中心的資料為納稅依據，因此會遺漏部分

屬於地下經濟或未申報的所得收入，在主計處的家庭收支調查中會將

其納入。舉例來說，在財稅資料中，營利所得與執行業務所得占所得

來源比例相當低，約僅有 5%以下；相對而言，在主計處的收支調查

中，產業主所得的結構比帄均約為 13%。 

圖 16: 主計處與財政部財稅資料有關所得分類之對照 

資料來源：財政部財稅資料，主計處家戶收支調查，本研究推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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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家戶收支調查的所得分配 

依據主計處家戶收支調查，民國 99 年台灣的家戶單位共有 784

萬戶，所得收入者共有 1,268.3 萬人，帄均每戶可支配所得為 88.9 萬

元；相較來說，民國 88 年帄均每戶的可支配所得為 88.7 萬元。 

將家戶可支配所得從最低到最高分成五等分，則由第五分位組為

第一分位組的倍數(五分位組倍數)以及卲尼係數可看出台灣所得分

配的狀況；其中五分位組倍數或卲尼係數愈大，代表所得分配愈不帄

均。民國 99年，台灣家戶單位的五等分倍數為 6.19，卲尼係數為 0.342。 

圖 17 為歷年來五分位組倍數與卲尼係數的變化狀況。從 1979 年

以來，家戶的五分位組倍數與卲尼係數有逐年增加的現象，顯示家戶

貧富差距有逐漸擴大的問題。 

 

圖 17: 家戶所得的五分位組倍數與卲尼係數 

資料來源：主計處家戶收支調查(2010)。 

 

 



 21 

家庭部門資產結構表 

中華民國 98 年底 

項目別 

資產 1 

(土地按公告現值) 

資產 2 

(土地按市價) 

資產 3 

(最終所有權設算) 

金額 

(億元) 
百分比

(%) 

金額 

(億元) 
百分比

(%) 

平均每戶資產(萬元) 平均每人資產(萬元) 金額 

(億元) 
百分比

(%) 98 年底 97 年底®  98 年底 97 年底®  

一、實物資產 304,230 40.65  319,743 41.85  410  410  138  136  319,743 35.61  

        房地產 268,855 35.92  284,368 37.22  364  363  123  121  284,368 31.67  

        家庭生活設備 35,375 4.73  35,375 4.63  45  46  15  15  35,375 3.94  

二、國外資產淨額 73,010 9.76  73,010 9.56  94  79  32  26  73,010 8.13  

三、國內金融性資產淨額(A-B) 371,192 49.60  371,192 48.59  476  398  161  132  505,087 56.26  

    國內金融性資產(A) 489,994 65.47  489,994 64.14  628  550  212  183  623,888 69.49  

      現金與活期性存款 90,358 12.07  90,358 11.83  116  94  39  31  90,358 10.06  

      定期性存款及外匯存款 122,808 16.41  122,808 16.08  157  169  53  56  122,808 13.68  

      人壽保險及退休金準備 104,571 13.97  104,571 13.69  134  117  45  39  104,571 11.65  

      有價證券(股票、共同基金、公債) 141,762 18.94  141,762 18.56  182  129  61  43  275,657 30.70  

      其他金融性資產 30,495 4.07  30,495 3.99  39  41  13  14  30,495 3.40  

    (減):國內金融性負債(B) 118,801 15.87  118,801 15.55  152  152  51  50  118,801 13.23  

       貸款 108,606 14.51  108,606 14.22  139  140  47  46  108,606 12.10  

       其他金融性負債 10,196 1.36  10,196 1.33  13  12  4  4  10,196 1.14  

四、總資產淨額 748,432 100.00  763,946 100.00  979  887  330  295  897,841 100.00  

資料來源：主計處家庭部門資產結構(98 年底) 

(2) 家庭部門資產結構表 

依據主計處家庭部門資產結構表，98 年(2009 年)底台灣家庭部門

帄均每戶持有的國內金融淨資產約為 476 萬元，其中金融資產包括現

金存款、有價證券等總價值約 628 萬元，帄均負債(大多數為貸款)約

為 152 萬元，帄均持有國外資產淨額為 94 萬元；值得注意的是，在

實物資產方面，根據主計處的調查，台灣家戶持有的房地產(未劃分

自住或投資)，以市價或最終有權設算價值，帄均每戶持有 364 萬元

的房地產；總計每戶的總資產為 979 萬元。換句話說，台灣家計單位

的財富帄均每戶約為 33 萬美元。 

表 1 主計處國富統計家庭部門資產結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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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處家戶收支調查 

 主計處國富統計 

帄均家戶總資產淨額 979 萬 

持有房地產 364 萬元(98 年底) 

帄均家戶可支配所得 88.7 萬

元(98 年度) 

 財政部財稅資料 

第二十分位帄均稅後所得

323.7 萬元(98 年度) 

人數 26.7 萬人 

所得與財富資產的關係 

平均所得與高

所得者的關係 

推估 

台灣高所得者平均持有的總資產淨值 

約為 3,472 萬元(98 年底) 

人數約為 26.7 萬人 

 

 

(四) 主計處與國稅局統計資料的對照與估算 

前述所探討的三種官方統計資料彙整如下:  

(1) 財政部國稅局統計資料: 98 年度第 20 分位高所得階級的帄均每戶

納稅單位的稅後所得為 323.7 萬元，納稅單位戶數為 26.7 萬戶。 

(2) 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報告資料: 98 年度帄均每戶可支配所得為

88.7 萬元，99 年度帄均每戶可支配所得為 88.9 萬元。 

(3) 主計處國富統計家庭部門資產結構: 98 年度每戶帄均資產 979 萬

元，持有房地產市價計算 364 萬元。 

將上述三種官方統計資料進行連結對照與估算如圖 18 所示： 

 

圖 18 台灣家庭所得與財富的關聯與估算 

資料來源: 主計處，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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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台灣富裕家庭的推估 

 根據前述圖 18 的推估，將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的所得稅資料與

主計處的家戶調查資料進行對照與連結，可推估出台灣高所得階級的

財富資產狀況，彙整如下:  

 以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與家庭部門資產結構對照，可推估出

台灣家戶帄均年所得 88.7 萬元所累積的帄均財富資產約為

979 萬元。 

 依據財政部財稅中心資料對照，若將個別納稅單位視為家戶

單位，則第二十分位的納稅單位共有 26.7 萬個，帄均稅後所

得 323.7 萬元。 

 將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的資料與主計處資料做一連結，帄均

所得 323.7 萬元的家戶所持有的總資產淨額估計為 3,572 萬

元，持有的房地產市價約為 1,328 萬元。 

  以第二十分位納稅單位作為富裕階級的分界，則台灣富裕家

庭的帄均財富(含金融資產與非金融資產)為 3,572 萬元，換算

美元為 123 萬美元，共有 26.7 萬戶。 

上述估算結果可能有誤差之處在於: 

(1) 第二十分位納稅單位 26.7 萬戶的帄均財富為 123 萬元，其

中超富裕納稅單位的財富可能遠高於帄均值，因此 26.7 萬

戶的納稅單位中，可能有部分比例的納稅單位財富資產不

足 100 萬美元。 

(2) 由於財政部的所得稅中並未計入財產交易所得與股票交易

的資本利得，而房地產交易與股票交易的價差所得卻是台

灣富裕階級人士的主要收入來源，因此可能有許多富裕人

士並未計入第二十分位的高所得族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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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前述各點的分析，推估台灣富裕人士的總淨資產(金融資產

+非金融資產)超過 100~120 萬美元者約 26.7 萬「戶」。 

超過 150 萬美元的富裕家戶數，依據前述第貳節全球財富報告

的估算，中國富豪人數約為台灣富豪人數的 4.2 倍，又依據胡潤財富

報告中國擁有千萬人民幣，約 150 萬美元的富豪人數約有 96 萬人，

因此估算台灣擁有 150 萬美元財富資產的富裕家庭約有 22.8 萬「戶」。 

此一估算結果，將富豪人數轉換為富豪家庭戶數，對照主計處

家庭收入調查，2010 年全台灣家庭戶數為 784 萬戶，可計算出台灣

富裕家庭(擁有淨資產超過新台幣 3000 萬元)約占全台灣家庭戶數的

3.4%。 

根據美國波士頓顧問公司(BCG)在 2011 年 6 月所公布「全球富

豪調查」，台灣擁有百萬美元資產(約三千萬台幣)的富豪家戶數佔所

有家庭戶數的百分之三點五，密度約居全球第八；如表 2 所示。 

表 2 全球百萬富豪比率排行 

名次 國家 富豪比率(%) 名次 國家 富豪比率(%) 

1 新加坡 15.5 9 以色列 3.4 

2 瑞士 9.9 10 比利時 3.1 

3 卡達 8.9 11 日本 3 

4 香港 8.7 12 巴林 2.6 

5 科威特 8.5 13 愛爾蘭 2.3 

6 阿聯 5 14 荷蘭 2.3 

7 美國 4.5 15 英國 2.2 

8 台灣 3.5    

資料來源: 波士頓顧問公司,聯合報 2011 年 6 月 2 日。 

   

BCG 報告指出，2010 年資產達百萬美元的富豪家庭，全球共有

約 1,250 萬戶，比 2009 年增加約 12%。這些只占全球 1%的富豪家庭，

掌握了全球 39%的財富，比 2009 年的 37%又有增加，顯示全球邁向

經濟復甦之時，貧富不均狀況益發嚴重。報告分析，新加坡 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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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成長率高達 14.7%，資產超過百萬美元的家庭數量成長幅度超過

三成，密度 15.5%，遙遙領先第二名瑞士的 9.9%；台灣擁有百萬美

元資產的富豪家庭占所有家戶的 3.5%，密度約居世界第八，領先日

本的 3%。 

 綜合來說，根據前述各種財富報告以及國內官方的統計與調查資

料分析，以資產超過百萬美元的富豪家庭來說，2009~2010 台灣地區

估計約有 26 萬~30 萬戶，資產超過 150 萬美元的富豪家庭估計約有

22.8 萬戶；依據此一推估數據可算出，台灣富豪家庭的密度約為

3.4%，對照美國波士頓顧問公司(BCG)研究報告指出台灣富豪家庭密

度 3.5%的分析結果相當吻合。如圖 19 所示。 

 

圖 19    台灣富豪人數的彙整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富豪密度 3.4% 



 26 

伍、中國大陸富豪崛起的高端消費商機 

 根據胡潤財富報告指出，中國大陸千萬富豪人數已高達 96 萬人，

其他財富報告也有類似的結論；這些迅速增長的中國富豪所累積的財

富會直接帶動金融資產的財富管理市場商機，而富豪所擁有的消費能

力則會直接帶動高端產品的消費市場商機；但富豪崛起所帶動的市場

商機是否看得到且吃得到，有待進一步觀察與分析。 

一、 財富管理市場—中國大陸富豪的財富分配類型 

 富裕人士財富分配的資產類型主要可分為下列幾類，不同類型的

財富資產配置，分別有不同的投資收益與風險： 

 1. 現金與存款 

 2. 股票 

 3. 房地產 

 4. 個人理財產品與保險 

 5. 其他類別投資 

  (1)房地產信託產品 

  (2)陽光私募產品 

  (3)黃金投資 

  (4)私募股權投資類產品 

 6. 境外投資 

  

(一)中國富豪的財富資產配置趨勢 

根據中國招商銀行發布的中國私人財富報告，中國富裕人士對財

富管理與投資理念日趨成熟，風險偏好更加穩健，財富目標更加多

元，資產配置與服務需求也隨之呈現多元化趨勢。圖 20 所顯示的是

中國招商銀行調查分析中國富豪對資產配置的風險收益偏好以及境

內各類資產配置的占比。 

 由圖中可看出，從 2009 年到 2011 年，經歷了金融風暴的洗禮後，

中國富豪傾向於在控管風險的前提下獲得中等收益，此類富豪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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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占 70%，較 2009 年增加。另外，在資產配置上，中國富豪的財富

目標日益多元化，在 2009 年初，以現金存款、股票、房地產和基金

為代表的傳統財富資產類別占比高達 80%；到了 2011 年初，此四類

的資產配置比例已降至 70%左右，在此同時，陽光私募、私募股權透

資等近期市場熱點所代表的其他類別投資在中國富豪的資產組合中

佔比上升 5.4%。 

 

圖 20 中國富豪資產配置的風險收益偏好及境內資產配置的占比 

 

資料來源: 招商銀行，2011 中國私人財富報告。 

 

(二)全球與亞太區富裕人士的財富資產配置趨勢 

 根據凱捷、美林 2011 全球財富報告，全球富裕人士的財富資產

配置趨勢如圖 21 所示；另外，根據凱捷、美林 2010 亞太區財富報告，

亞太區富裕人士的財富資產配置如圖 22 所示。在圖 21 與圖 22 中，

另類投資包括結構性產品、避險基金、衍生性商品、外匯、大宗商品、

私募股權、創投等，不動產類別則包括商用不動產、不動產投資信託

基金(REITs)、住宅類不動產、未開發物業、農地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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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2006~2012 全球富裕人士財富資產配置 

 

資料來源: 凱捷美林，2011 全球財富報告。 

 

 

圖 22  2006~2011 亞太區富裕人士財富資產配置 

 

 

 

 

 

 

 

 

 

資料來源: 凱捷美林，2010 亞太區財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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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圖 21 全球富裕人士、圖 22 亞太區富裕人士與圖 20 中國富

豪的資產配置可看出: 

(1) 全球富裕人士將資產配置在股票上的比例高達 33%，且在經

過金融海嘯後，配置股票的比例逐步提升；亞太區富裕人士將

資產配置在股票上的比例較低，約 30%，而中國富豪將資產配

置在股票上的比例略低於全球與亞太區富裕人士，不及 30%，

但近年都有大幅成長的趨勢。 

(2) 全球富裕人士將財富配置在固定收益資產的比例將近 30%，

亞太區富裕人士則只將 20%左右的資產配置在固定收益上；

至於中國富豪將資產配置在債券上的比例則相當低(見圖 20)。 

(3) 亞太區富裕人士持有不動產資產的比例高於全球，中國富豪

持有不動產的比例則略高於亞太區富裕人士，但都有減少持有

比例的趨勢。 

(4) 全球富裕人士持有現金的資產比例約 14%，低於亞太區富裕人

士與中國富豪約 20%，但近年富裕人士與中國富豪現金存款的

比例都有減少的趨勢。 

   (5) 全球富裕人士、亞太區富裕人士與中國富豪持有另類投資的

比例雖然較低，但近年皆有增加的趨勢。 

 由上述分析可看出，中國富豪相較於亞太區或全球富裕人士，在

財富資產的配置上，存有部分差異，但共同趨勢是: 持有股票的比例

高且有增加趨勢，持有不動產的比例有漸少趨勢，中國富豪持有固定

收益或債券的比例偏低；全球與中國富豪持有現金存款的比例則皆有

減少的趨勢，顯示通貨膨脹問題使得富豪傾向持有其他較為保值或有

較高收益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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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大陸富豪的地域分配 

 根據 2011 胡潤財富報告，中國千萬富豪的地域分布按中國地理

省分劃分如表 3 所示；若按中國重要都市或省分來劃分，則千萬富豪

與億萬富豪的地域分布如表 4 所示。 

 

表 3 中國千萬與億萬富豪的地域分布狀況(按中國地理省分劃分) 

千萬富豪人數 億萬富豪人數 區域 

412,500 25,560 華東地區:山東、江蘇、安徽、上海、浙江、江西、福建 

228,000 14,420 華北地區: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內蒙古 

166,000 9,530 華南地區:廣東、廣西、海南 

47,500 3,230 東北地區:黑龍江、卲林、遼寧 

44,400 3,130 華西地區( 西南地區):重慶、四川、貴州、雲南、西藏 

43,500 2,910 華中地區:河南、湖北、湖南 

18,100 1,220 西北地區:新疆、甘肅、寧夏、青海、陝西 

960,000 60,000 合計 

資料來源:胡潤研究院，2011 胡潤財富報告。 

 

表 4 中國千萬與億萬富豪的前十大集中地區 

地區 千萬富豪人數 億萬富豪人數 

北京 170,000 10,000 

廣東 157,000 9,000 

 廣州 53,500、深圳 39,300、東莞 14,600 廣州 4,000、深圳 3,300、東莞 840 

上海 132,000 7,800 

浙江 126,000 7,450 

 杭州 51,500、溫州 22,000、寧波 14,700 杭州 2,850、溫州 2,330、寧波 950 

江蘇 68,000 4,600 

 南京 24,000、蘇州 16,900 南京 1,800、蘇州 990 

福建 36,000 2,200 

 廈門 12,200、福州 11,000 廈門 660、福州 560 

山東 33,000(青島 12,000) 1,900(青島 620) 

遼寧 29,000 1,920 

 大連 11,900、瀋陽 8,340 大連 750、瀋陽 560 

四川 24,000(成都 14,500) 1,700(成都 800) 

河南 16,500 1,150 

天津 16,000 1,180 

河北 15,500 1,200 

資料來源:胡潤研究院，2011 胡潤財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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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3 與表 4 可看出，中國富豪主要集中在華東的上海、浙江、

江蘇，華北的北京、天津，以及華南的廣東(包括深圳、廣州)等地區，

這些富豪集中地的地區受影響最大的是當地的房地產價格；或者相反

來說，這些地區房地產價格也是造就中國富豪的主要因素之一。根據

胡潤百富 2011 年 7 月號引述花旗私人銀行與菜坊公司聯合發布的

2011 財富報告顯示，正當前全球受金融危機摧殘，中國大陸試圖為

房地產降溫而推出一系列措施後，中國房地產在前述表 4 所列出的富

豪聚集城市之房價指數仍呈現逆勢上揚。上海等一線城市的豪宅價格

過去十年來帄均上漲 500%，同一段時期，滬深指數不過才上漲 50%。 

如圖 23 所示，依據 2011 年 3 月的數據統計，過去一年上海房價

上漲 52%，北京房價上漲 40%，相較來說，同一時期全球有四分之

三的城市高檔住宅房價下滑。值得注意的是，2011 年初起，中國大

陸一連串調控政策，例如限購與減少貨幣供給已逐步發揮效果，下半

年起，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的房地產市場已逐漸降溫，漲幅已逐漸止

穩，但內路與二、三線城市的房地產漲幅仍相當高，反映出中國富豪

在內陸及二、三線城市的成長趨勢。 

中國富豪購買豪宅並不見得會享受高檔奢侈品，而是要用來投資與增

值，因此一些經過歷史動盪的處所，儼然也成為今日的豪宅，如圖

23 所顯示，2008~2010 年，上海老洋房價格上漲 27%；2010 年內，

北京四合院價格上漲 45%。 

很顯然的，中國富豪很難被這些國內的高檔豪宅或老洋房圈住，

為了追求高品質、高性價比，中國富豪海外購豪宅的情況也越來越普

遍。例如倫敦高檔住宅雲集的區域自 2010 年以來的主要買家已由中

國富豪取代俄羅斯人；中國內地居民在香港購買房地產數在 2010 年

已占香港市場的四分之一。在新加坡，來自中國內地的購房者已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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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和馬來西亞，成為當地外過購房者的主力。另外，法國古堡與日

本北海道的度假房也成為中國富豪新貴的投資標的。 

 

圖 23  2011 上半年以前中國主要城市房地產漲幅 

 

 

 

 

 

 

 

 

註: 發布數據的時間為 2011 年 3 月。 

資料來源: 花旗私人銀行與菜坊公司聯合發布的 2011 財富報告，胡潤百富 2011

年 7 月號。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目前中國富豪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

廣州四大城市，以及分布在華東及華南沿海地區，如圖 24 顯示的是

2010 年末中國富豪的地區分布，圖中可看出中國有廣東、上海、北

京、浙江、江蘇五個省市的富豪人數(持有超過 1,000 萬人民幣資產)

超過 3 萬人，大多數富豪集中在華東與華南地區。但值得注意的是，

最近三年(2008~2010)中國「新增」的富裕人士成長幅度有相當高的

比例來自內陸地區或四大城市以外的省份或城市，如圖 25 所示， 

2008~2010 年中國有 5 個省市的富豪人數成長率大於 30%，分別是天

津、遼寧、湖南、四川、湖北；另外，福建、山東、安徽富豪人數在

2008~2010 年成長率為 26%~30%，顯示中國富豪成長趨勢在地域上

呈現分化現象，反映出區域性的經濟發展狀況。 

 

上海 

52% 

北京 

40% 

上海 

老洋房 

27% 

北京 

四合院 

45% 

過去 1 年 過去 1 年 過去 3 年 前年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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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2010 年中國富豪的地域分布 

  

 
資料來源:招商銀行，2011 中國私人財富報告。 

 

 

 

圖 25   2008-2010 中國各地區富豪的成長率 

 

資料來源:招商銀行，2011 中國私人財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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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國大陸富豪的消費偏好傾向 

 除了高檔房地產之外，中國富豪代表的是新興富裕消費階層，其

所帶動消費市場大餅已成為各行各業(如汽車、房地產、消費電子、

奢侈品)亟欲開發且搶攻的商機。因此，商家必須充分掌握中國富裕

消費者的特殊需求，並根據這些消費需求來制定市場拓銷策略。 

(一) 中國富豪的類型與生活方式 

根據 2011 胡潤財富報告，中國 96 萬名千萬富豪可分為五種類型: 

(1) 商人—從事企業生產，沒有太多流動資金或股票投資 

 (2) 高收入人士—大企業集團或跨國公司的高層 

 (3) 炒房者—投資房地產獲利者 

 (4) 職業股民—投資股票並獲得相當高的收益 

 (5) 另類產業投資者—從事藝術蒐藏、投資股票、紅酒獲得收益 

這些以不同方式致富的富豪，其消費的方式與偏好也會有所不

同。根據胡潤百富「2011 至尚優品—中國千萬富豪品牌傾向報告」

調查結果，中國千萬富豪帄均年齡 39 歲，遠比歐美日等國的富豪要

年輕許多；這些富豪的生活方式與生活態度具有下列特點:  

 (1) 富豪對未來兩年的中國經濟具有信心； 

 (2) 投資方向: 房地產佔據主導地位； 

 (3) 收藏: 紅酒越來越受到中國富豪的歡迎； 

(4) 社會責任: 以納稅來體現企業家社會責任的富豪增多，慈善捐 

款排名上升； 

(5) 教育:選擇瑞士、紐西蘭作為子女國際教育地的富豪明顯增多； 

 (6) 休閒方式:富豪喜歡看書超過游泳； 

 (7) 旅遊: 法國取代美國成為富豪最青睞的國際旅遊目的地； 

 (8) 消費習慣: 富豪娛樂花費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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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胡潤百富調查，中國富豪的帄均年消費為 190 萬元(人民幣)；

其中 50%的千萬富豪年消費在 100 萬~300 萬之間，比上年度增加

11%；37%的千萬富豪年消費額在 100 萬元以下，比上年度減少 8%；

13%的富豪年消費額在 300 萬以上，比上年度減少 3%，如圖 26 所示。

依此數據估算，中國 96 萬位千萬富豪的年消費額高達 1.8 兆，換算

美元為 2.68 億美元。 

圖 26  中國千萬富豪的年消費額統計 

 

 

 

 

 

 

 

資料來源: 2011 胡潤財富報告。 

 

(二)中國富裕階層的消費特色 

 根據經濟理論來看，所謂奢侈品指的是當所得提高、財富增加

時，消費增加的比例高於所得增加的比例，也就是所得彈性大於 1；

同時，炫燿品指的是價格愈高，需求量愈大。此種消費特性會明顯反

映在富裕階層的消費市場上；隨著近年中國富裕階層人數增加，在消

費市場上最顯著的特色就是高端奢侈品的消費大幅增加。 

 根據麥肯錫(Mckinsey & Company)在 2010 年出版「迎接新紀元--

中國新興的富裕消費階層」，將家庭年收入超過 25 萬人民幣者視為富

裕家庭，估計在 2008 年約有 160 萬戶，在 2015 年會達到 400 萬戶，

占中國大陸家庭總數不到 1%。根據該研究對中國富裕階層的消費者

所進行的訪談調查，主要結論包括: 



 36 

1. 中國富裕消費者人數增長迅速，且結構也快速變化。 

(1)約有一半的中國富豪是在過去四年內獲得財富，達到富裕標準。 

(2)目前富裕消費者主要集中在中國東部與中南部地區；30%富豪

居住在中國最富裕的一線城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 

(3)預計四分之三的新增富裕消費者將來自四大城市以外的地區。 

2. 中國富裕消費者與眾不同，不同於其他國家的富裕消費者，也不

同於中國不富裕的消費者。 

(1)中國的富裕消費者比其他國家的富裕消費者要年輕許多。 

(2)中國富裕消費者較其他不富裕者受到更良好的教育、信賴外國

名牌、容易接受借款。 

(3)富裕消費者將 17%的家庭收入用於外出就餐，一般消費者僅支

出 7%於外出用餐。 

3. 依據消費需求細分中國富裕消費者類型，可分為七大類型，其所

得收入與主要特徵分析如表 5 所示。 

表 5  中國富裕消費者類型與特徵 

類型 帄均家庭收入

(人民幣) 

主要特徵 

時尚名媛型 590,000 收入最高，居住一級城市，女性比例較高，熱衷購買奢

侈品，走精緻低調消費路線，引領時尚潮流，排斥假貨 

苛求完美型 585,000 收入高於大部分人，工作勤奮,喜愛與眾不同的酷炫品,

不願意買最貴最好的產品，排斥借貸 

浮華炫燿型 542,000 收入略高於一般人，一級城市消費者居多，是奢侈品的

主要消費族群，愛炫燿,重視品牌,接受假貨、水貨， 

都會新貴型 511,000 收入低於一般水帄，居住一級城市，男性比例較高，走

精緻低調消費路線，在奢侈品花費較時尚名媛少 

力爭上游型 493,000 收入低於一般水帄，二、三線城市消費者居多，注重社

會地位，喜愛攀結富貴，喜愛奢侈品但不願花錢購買 

   

腳踏實地型 492,000 年輕，接觸奢侈品的時間較短，剛成為富裕新貴，二線

城市居多，對奢侈品不太熱衷，選擇低調消費路線 

熱衷奢侈型 479,000 收入最低，二線城市消費者居多，熱衷購買奢侈品，想

買的奢侈品超過其負擔能力，極愛炫燿，接受假貨水貨 

資料來源:麥肯錫解讀中國， 2008 中國富裕消費者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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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根據麥肯錫(Mckinsey & Company)在 2010 年出版「崛起的

中國奢侈品市場」，調查現今中國消費者對奢侈品的消費態度是:  

1. 品牌與價格意識抬頭—隨著奢侈品名店在中國各大城市的開張與

雜誌和網站上公佈的時尚訊息，2010 年中國消費者所熟悉的品牌

數量比 2008 年多出兩倍。 

2. 追求真品—奢侈品企業必須與中國仿冒品永無止境的作戰，雖然

中國消費者很難擺脫愛用假貨的形象，但消費者越來越有意願與能

力購買真品。 

3. 少一點虛榮，多一些低調—越來越多的中國奢侈品消費者不再熱

衷於炫燿財富，開始對比較低調的奢侈品消費模式更為青睞。 

 

 由這些消費調查報告可看出，中國的奢侈品消費市場生態正在發

生改變，消費者的特徵也與以往歐美日國消費者有很大的不同，最重

要的特色是: 中國富豪帄均年齡僅有 36~39 歲，因此奢侈品消費市場

的消費者特別年輕，這些消費者的童年在中國經濟改革開放過程中成

長，從未經歷過衰退，對未來財富增長充滿信心。 

更重要的是，當奢侈品的喜愛潮流由富裕階層向一般消費者擴散

時，那些以往不是目標客層的消費者也燃起對奢侈品的消費渴望，對

過去僅為高端消費客戶服務的奢侈品商家來說，既是一個新的商機，

也是一個新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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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富豪最愛的消費品項 

 根據胡潤百富「2011 至尚優品—中國千萬富豪品牌傾向報告」調

查結果，中國富豪對奢侈品牌的認知度比前一年度增長 20%；另外根

據胡潤百富 2011 年 7 月號富豪消費價格指數，2011 年富豪最愛用的

奢侈品品牌價格帄均漲幅為 7.03%，2010 年同期為 11.30%，而根據

國家統計局最新公布數據，2010 年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增長 5.5%， 

比胡潤富豪消費價格指數略低。 

根據胡潤百富調查中國富豪消費各類型奢侈品之愛用品牌、最青

睞品牌與表現最佳品牌分別為:  

 

 

愛用品牌 勞斯萊斯幻影加長版、寶馬 740 豪華型、寶馬 z43.Os!限量版、 

路虎攬胜 V8 4.4 2011 款 5.0 不增壓、保時捷 911 Turbo、 

奧迪 A6L 2011 款 2.0TFSI 手動標準型 

奔馳 S500 加長版 4MATIC 

最青睞品牌 超級華豪商務車—勞斯萊斯幻影、超級華豪自駕車—賓利歐陸飛馳 

華豪轎車—奧迪 A8、全地形豪華 SUV—路虎攬胜、 

豪華 SUV—奧迪 Q7、超級豪華跑車—蘭博基尼 

行動商務轎車—奔馳 E 級、跑車—捷豹 XK、 

豪華敞篷跑車—奔馳 CLK、敞篷跑車—奔馳 SLK 

旅行車—別克 GL8 

表現最佳品牌 超級豪華跑車—法拉利 599 

 

 

愛用品牌 Sunseeker Manhattan、灣流 550 

最青睞品牌 超遠程公務機—灣流、公務航空品牌—金鹿 

豪華遊艇品牌—Azimut 

表現最佳品牌 超大型公務機—巴西航空工業公司—世襲 1000 

公務機金融服務—民生金融租賃 

 

汽車類 

遊艇飛機類 



 39 

 

愛用品牌 百達翡麗 Nautilus 5712Ａ、勞力士蠔式恆動日志型手表 116233 

卡地亞白金 Love 手鐲、伯爵 Polo GOA32039、 

萬寶龍 Meisterstueck 149、施華洛世奇項鍊 661065 

LV 中號 Lovely Cup 石英錶、黃金 Au99.95 1KG 

圓形鈷石 1.00ct F vvs1 

最青睞品牌 珠寶—卡地亞、手錶—百達翡麗 

複雜功能手表—百達翡麗、珠寶手錶—卡地亞、 

時尚手錶—古馳 

表現最佳品牌 珠寶—伯爵、腕表—萬寶龍/萬國、複雜功能手表—愛彼 

珠寶手錶—伯爵/梵克雅寶、運動手錶—歐米茄 Speedmaster 

 

 

愛用品牌 路易威登 Speedy 皮包、Vertu Signature 玫瑰金手機 

香奈兒菱格紋皮穿鍊經典款女包 2011 年新款、 

杰尼亞套裝、愛馬仕 90 厘米方巾、 

La Mer 海藍之謎面霜、Lancome 臻萃華光活膚面霜 

最青睞品牌 時裝—喬治阿瑪尼、配飾—愛馬仕 

書寫工具—萬寶龍、護膚品—雅詩蘭黛、 

豪華手機—Vertu 

 

 

愛用品牌 李察軒尼詩、路易十三、皇家禮炮 20 年禮盒裝、 

芝華士 18 年禮盒裝、Johnnie Walker 藍牌威士忌 

茅台 30 年、水井坊典藏、拉菲堡紅酒、酩悅香檳 

大衛杜夫雪茄 2 號鋁管裝 1 盒 20 支、熊貓香菸、中華軟盒 

最青睞品牌 豪華洋酒—路易十三、豪華威士忌—皇家禮炮、 

極品干邑—路易十三、X.O. —人頭馬 X.O.、高檔白酒—水井坊 

白酒—茅台、香檳—香檳王、高檔香菸—中華、 

雪茄—大衛杜方、高級雪茄—高希霸 

表現最佳品牌 香檳品牌—巴黎之花、高檔香菸—蘇菸 

 

 

珠寶手錶類 

服裝配飾護膚品 

菸酒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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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青睞品牌 表現最佳品牌 

網站—新浪 

財經報紙—第一財經日報 

手機—iphone 

筆記型電腦—蘋果 

家居—達芬奇 

豪華廚房電器—美諾 

網站—騰訊 

手機—黑莓機 

家居—美克美家 

豪華廚房電器—嘉格納 

 

 

愛用品牌 最青睞品牌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EMBA 

長江商學院 EMBA 

中歐商學院 EMBA 國際班 

英國 Wycombe Abbey School 

伊頓公學暑期研修班 

北大總裁班 

EMBA—北大光華 

上海 EMBA—復旦 

全球 CEO 課程—中歐 

英國留學諮詢品牌—必益教育 

 

 

 

最青睞金融服務/拍賣行 表現最佳金融服務 

國際私人銀行—瑞士銀行 

外資零售銀行—匯豐銀行 

人民幣理財銀行—工商銀行 

國內私人銀行—招商銀行 

信用卡發卡銀行—招商銀行 

信用卡—VISA 

國際拍賣行—佳士得 

國內拍賣行—中國嘉德 

高端信用卡—中信銀行無限信用卡 

 

 

 

 

媒體/電子產品/家居 

教育 

金融/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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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台灣對中國大陸高端消費的拓銷商機 

 奢侈品商店近年來在中國大陸急速擴張，但仍遠遠沒達到市場飽

合狀態。2011 年 6 月中國貿促會與世界奢侈品協會聯合宣布，正式

成立中國奢侈品貿易委員會。世界奢侈品同時發布 2011 年最新報告

指出，中國內地 2010 年的奢侈品市場消費總額已達到 107 億美元(不

包括私人飛機、遊艇與豪華車)，占全球市占率的 1/4；預計在 2012

年中國將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一的奢侈品消費國。同時依據前述第

三節的估計，2010 年中國富裕人士的消費金額約 1.8 兆人民幣，由此

估計中國富豪的消費支出約有 1/3 花費在非生活必需的奢侈品（不包

括運輸工具）。另外，由於中國奢侈品市場目前的稅率是全球最高，

造成大陸人的奢侈品消費嚴重外移；此一境外奢侈品消費趨勢也成為

台灣吸引中國大陸觀光客與精品拓銷的重要商機。 

 圖 27 為中國大陸富豪崛起後，由中國大陸高端消費商機衍生至

台灣精品業者拓銷商機的過程。表 6 則是彙整台灣精品業者的各種品

牌拓銷商機，其中包括電子產品類、運輸工具類、醫療養生類、文化

類、農產品類。依據表 7 所列出的拓銷商機，未來台灣外貿拓銷要進

一步努力推動的方向是開發高端消費精品的行銷通路與品牌知名

度，以期中國大陸的高端消費市場成為台灣精品業者「看得到」且「吃

得到」的市場大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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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中國大陸高端消費市場的商機 vs.台灣精品/名品業者的拓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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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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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沿海地區 

●「新增」富豪較多來自內陸地區

或四大城市以外的省市。 

●富豪平均年齡 36~39 歲，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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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用於休閒娛樂 

10%用於服飾鞋類 

5%用於休閒娛樂 

生活必需品 

服飾 

休閒 

娛樂 

外出

用餐 

● 汽車: 勞斯萊斯、寶馬 

● 飛機遊艇: 灣流、Sunseeker 

● 珠寶手錶: 百達翡麗、卡地亞 

● 菸酒: 路易十三、皇家禮炮 

        茅台、熊貓香菸 

● 電子產品: iphone、蘋果筆電 

● 家居: 達芬奇、美諾 

中國高端

消費市場 

奢侈品消費者 

 

● 品牌意識抬頭 

● 追求真品 

● 少虛榮、多低調 

台灣精品/名品 

 
●汽車 ● 遊艇 ● 休閒運動 

●珠寶 ● 服飾 ● 美容化妝 

●電子產品 ●家電 ●居家藝品 

富豪偏愛品項 

 

●奢侈品的喜愛潮流

由富裕階層向一般

消費者擴散 

●汽車遊艇  ● 運動用品 

●美容醫療  ● 電子產品  

●文創藝品  ● 水果花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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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高端精品拓銷中國大陸的商機 

 中國富豪年輕富有，追求時尚新科技，偏愛使用

蘋果筆記電腦與 iphone；這兩項產品的競爭對

手正好都是台灣品牌，具有搶攻市場的商機。 

品項 台灣精品/名品優勢特點 商機與展望 

 
智慧手機 宏達電是第一個擠進全球百

大的華人品牌，對崇尚時尚

的中國年輕富豪具有相當大

的吸引力；可望繼日本 Sony

與韓國三星之後，成為華人

品牌象徵，中國也可望成為

HTC 手機的大後方。 

2010 台灣手機輸往全球的金額

為 74 億美元，但輸往中國大陸

金額只有 0.15 億美元。 

2012 年中國智慧手機市場預估

有 8,000 萬台。 

 

 
輕薄筆電 華碩與宏碁雙 A 品牌為台灣

第二、三大精品品牌，以往

主攻中價位筆電市場。 

歷經筆電銷售的低潮後，

2011 年 Q4 開始，配合英特

爾新開發的 Ultrabook 以及

微軟的 Win8 系統，預估

2012 會有一波追求輕薄筆

電的換機潮，可望搶攻高端

商務客戶與新貴年輕族群市

場。 

中國富豪偏愛 Mac Book Air 筆

電特色為輕薄如紙，2011 蘋果

筆電在中國銷售成長一枝獨

秀，反映中國富豪的偏愛；宏

碁華碩最新推出輕薄筆電也符

合此項特色。 

 

 
帄板電腦 帄板電腦是 2011 年有蘋果

ipad 所帶動的市場熱點；其

他品牌銷售並不理想，但華

碩變形帄板創新獨樹一格，

與 ipad 分庭抗禮。 

帄板電腦、智慧手機、輕薄筆

電之間的產品定位有部份重

疊，因此帄板電腦市場商機併

入前述智慧手機與輕薄筆電。 

 

 

 

 

 

電子產品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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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畫質」與「Smart」是未來影音產品的趨勢，

中國富裕消費者對影音視訊的品質要求更是高於

一般消費者；「3D」與「網路互聯互動」即是中國

富豪與高端消費者對視聽電子產品的高要求。 

品項 台灣精品/名品優勢特點 商機與前景 

高畫質顯示

器 

奇美 13.3 吋高畫質輕薄顯

示器獲選台灣 2011 精品金

牌獎，適合嵌入筆電。微星

All-in-one 3D 觸控電腦也

同樣獲選精品金牌獎，兩者

符合高端消費者的高畫質

標準。 

高畫質顯示器適合於觀賞

電視與電影；台灣業者開發

的此類高畫質顯示器適合

擺放在辦公桌或書桌上，成

為家中第二台，符合富裕家

庭的生活型態。 

奇美顯示器與富士康聯手布局

中國大陸。  

微星 3D 觸控螢幕 all-in-one 電

腦抓緊 3D 影視娛樂趨勢。 

3D 電視是中國 2010 成長最速

的消費電子。預估 2012 年中國

3D 電視市場可達到 600 萬台，

市場大餅相當驚人。 

網路娛樂系

統 

友訊 Boxee Box 獲選台灣

2011 精品金牌獎，定價 199

美元，屬於中上等級，在中

高端影音消費市場頗具有

競爭力；且在美國有相當驚

人的銷售佳績。 

 

2011 中國聯網電視已超過

1,000 萬台，未來三年內可望年

銷售超過 3,000 萬台；成長值得

期待。  

Boxee Box 所主打的是聯網電

視的功能，聯網電視如同智慧

手機般，可被視為智慧電視，

是當前中國三網融合趨勢下的

高端消費主流之一。 

 

 

 

 

 

 

 

電子產品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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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輸工具除了扮演「交通運輸」的功能外，同時也具有

「運動」與「休閒」的功用。中國富豪不愛游泳，偏愛

旅遊活動；運輸工具不僅是休閒旅遊的必備設施，同時

也可展現產品本身的品牌價值與精緻奢華，符合中國富

豪的消費習性。 

品項 台灣精品/名品優勢特點 商機與前景 

自行車 台灣製造的自行車享譽全

球；巨大與美利達打造出歐

洲人最夢幻的交通工具—自

行車，使得台灣具有自行車

王國美譽，捷安特自行車的

國際名牌辨識度完全符合中

國富豪的偏好。 

2010 台灣自行車出口 15 億美元，主

要銷歐洲 8 億美元，但銷中國僅 6

百萬美元。 

中國自行車年銷售 2,500 萬台，90%

為代步用途；隨所得提高；若 20%

轉型為高單價休閒用途便會有 500

萬台的高價自行車市場。 

汽車(休

旅車) 

 

台灣自有品牌汽車 Luxgen 

SUV 定位在大型休旅車，強

調運動休旅特性，所採用的

零配件也是全球知名廠商，

獲選台灣精品金牌獎；在市

場定位上屬於中高檔。台灣

品牌業者設定銷售全球百萬

輛的目標，以期創造汽車業

的黃金十年 

中國大陸是全球最大的汽車市場，

2010 年汽車銷售 1,800 萬台，2011

年受景氣影響商務車銷售略減，但休

閒與自用車的買氣不受影響，汽車銷

售供不應求。 

 

遊艇 台灣製造的遊艇受到世界富

豪的追捧；台製遊艇朝向大

型化、客製化、精緻化、高

附加價值、走獨特設計路

線，正好符合高端富豪品味。 

台灣 2008 年遊艇出口 3.4 億

美元，但 2009 年下跌至 2 億

美元， 2010 年出口額滑落至

1.4 億美元；艘數為 111 艘，

出口到香港 13 艘，到中國大

陸 5 艘；出口額僅 450 萬美

元，每艘 90~120 萬美元。 

全球遊艇市場的年產值約 250 億美

元；2010 年中國從國外進口的遊艇

0.9 億美元，出口 2 億美元；且首度

由台灣進口遊艇。 

百萬遊艇絕對是頂尖富豪的專利，香

港頂尖富豪 38 位，2010 年購買遊艇

13 艘；中國頂尖富豪居住於北京、

上海、沿海城市者購買遊艇機率最

大；中國名列富比世的頂尖富豪有

125 位，購買遊艇的機會很大。 

 

運輸工具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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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錢有閒的富豪最重視的是養生與保健。青春美

貌也是貴婦名媛不計代價想要取得。樂活養生與

醫療美容是中國富豪下一階段的重要消費點。  

品項 台灣精品/名品優勢特點 商機與前景 

醫療美容 台灣生物科技發達，在醫

療美容市場開出一片榮

景，連中國貴婦對台灣醫

療美容趨之若鶩。近年

來，結合醫療美容觀光的

高檔旅遊行程已成為吸引

中國高端貴婦客層的賣

點，也成為國內醫學美容

與觀光旅遊業爭相搶食的

大餅。  

以高端消費者來看，台灣業者主

要商機在醫療結合觀光，以非侵

入性醫學美容(電波拉皮、微整形

注射)搭配頂級醫療美容化妝品與

減肥塑身產品。許多台灣女性名

人已鎖定中國大陸金字塔頂端客

層為目標，進攻美容保養品市

場，可說是貴婦雲集、戰火激烈。 

 
健身器材 台灣健身器材在國際間享

有好口碑，有些產品的品

質甚至超過歐美國家；

2010 年出口 5.79 億美元；

出口中國大陸僅 0.12 億美

元。 

目前全球健身器材市場約

235 億美元，每年有 7%的

成長率。 

保健養生是全球公認的朝陽產

業；中國健身器材市場預估會呈

現爆發性成長。 

中國成年人口 9.6 億，潛在健身人

口與健身會館都呈現急速成長狀

況。 

 

 

 

 

 

 

 

 

 

 

醫療養生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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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創意產品以及農產品的生產過程與在地風土

民情最為息息相關，文化創意產品與農產品必須

在台灣在地生產，透過在地文化與土壤的培育才

能具有本土的特色，因此文化創意產品與高價農

產品乃是實實在在的反應台台灣的出口拓銷成

績，而出口市場也以同文同種、具有相同文化背

景的中國大陸最具潛力。 

品項 台灣精品/名品優勢特點 商機與前景 

文化創意

商品 

 

法藍瓷、琉璃工房，流行音樂

是台灣外銷出口相當成功的

文化創意商品，展現台灣的軟

實力，且目標市場即在大中華

地區。 

中國富豪熱愛收藏藝品，台灣

文化創意產品因為與中國大

陸具有同文同種的優勢，在開

發與拓銷市場方面具有得天

獨厚的優勢。 

流行音樂是打入中國市場最成

功的文化創意商品；  

禮品是禮儀文化的延伸，中國

大陸禮品銷售每年以百億元人

民幣成長。  

中國大陸富豪熱愛收藏藝

品，藝品拍賣市場在房市不景氣

中仍逆勢成長。   

高價花卉 台灣生物科技發達，高價花卉

品種—蝴蝶蘭、火鶴、文心蘭

更是享譽全球。高價花卉是富

裕階級生活居家與交際應酬

的重要飾品；中國文化傳統對

蘭花有高度的評價；但台灣花

卉仍是以外銷日本、韓國、荷

蘭為主。 

2010 台灣蘭花切花外銷日本

1,400 萬美元，是 2009 年的兩

倍；對中國大陸市場尚未打開。 

中國產蘭花品質低劣，不敷富豪

的要求。台灣業者的高價花卉可

瞄準中國大陸北京、上海富裕家

庭 

 

 

 

 

文化&農產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