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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隨著高齡社會的來臨，必須考量面臨高齡化所帶來的種種衝擊

和影響。台灣目前面臨嚴重的高齡化問題，我國早已於民國 82 年，

正式邁入高齡化社會且於 107 年進入高齡社會。隨後將於 115 年進

入超高齡社會。高齡化的速度逐漸超越日本、美國與歐洲等先進國

家。 

    加上 2017 年推動的年金改革，廣大軍、公、教人員的所得替代

率也將於十年內減少 15%，面對接踵而來的老年退休安養問題，我

們也開始思考除了政府未來會碰到社會福利支出將逐年增加以外，

商業年金保險是否可以在這樣的環境變遷之下，提供即時且必要的

幫助，進而於本研究中檢視保險年金的商品種類與銷售狀況，並就

國內外的年金保險制度進行比較，試著找出國人不喜歡買年金的原

因，並探討如果調整商品設計或政府提供怎樣的獎勵措施，會有助

於年金保險的推展，進而讓年金保險在這樣的環境變化中扮演其更

積極正面角色，凸顯其重要的社會價值。 

    透過文獻探討、實際數據的分析和比較及深度訪談，不斷地去

釐清問題找出原因，並就其原因進行歸納整理，做成研究結論和建

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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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研究背景 

    隨著高齡社會的來臨，必須考量面臨高齡化所帶來的種種衝擊和影響。台

灣目前面臨嚴重的高齡化問題，我國高齡化的速度逐漸超越日本、美國與歐洲

等先進國家。我國早已於民國 82 年正式邁入高齡化社會1，並於 107 年進入高

齡社會2，預估將於 115年進入超高齡社會3 (詳圖 1-1)。 

        

 

圖 1-1 高齡化推估時程 

資料來源：內政部「中華民國人口統計年刊」與國發會「中華民國人口推估（民國 105 至 150年）」 

此外，與日本、美國、歐洲等先進國家從高齡社會轉入超高齡社會之時間預估

進行比較，我國為 8 年與韓國 8 年、新加坡 7 年相當：但相較日本 11 年、美

國 15 年、法國 29 年、英國 51 年則要快很多。 

                                                 
1
高齡化社會：老年人口佔總人口比率超過 7%。 

2高齡社會：老年人口佔總人口比率超過 14%。 
3超高齡社會：老年人口佔總人口比率超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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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所發佈中華民國人口推估民國105年至150年資料中，

採取中推估結果顯示：65 歲以上老年人口的人口佔比，由 13.2% 會逐步提升

至 38.9%，年齡中位數也從 40.4 歲拉高為 56.9 歲，若僅從扶養負擔來觀察，從

民國 105 年約每 5.6 個青壯年人口扶養 1 位老年人口，至民國 150 年將逐步提

高至每 1.3 個青壯年人口要扶養 1 位老年人口，負擔確實逐年持續加重中。 

 

                      圖 1-2  出生率、死亡率及自然增加率趨勢 

資料來源：內政部「中華民國人口統計年刊」與國發會「中華民國人口推估（105至 150年）」 

 

     加上年金改革以及四大勞退基金破產的議題 (詳圖 1-3)。也讓我們更加體

認到老年退休規劃要及早安排，單靠政府會越來越不容易。 

 
圖 1-3  各項退休基金收支失衡與破產在即 

資料來源：總統府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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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動機 

    上述背景讓本研究持續關注年金保險的改革與其相關議題。最近 106 年上

半年最重要的新聞之一，就是攸關年金改革中「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的

法令修訂。6 月 27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法案」後，順

利在 7 月 1 日公告實施。摘要整理這次改革的幾個重點： 

(一) 18%優惠存款利率：將自民國 107 年 7 月降為 9%，到了民國 110 年後

歸零(詳見表 1-1)。 

表 1-1優惠存款利率調降一覽表 

 

資料來源：銓敘部退撫司，公務人員年金改革內涵介紹 

 

(二) 所得替代率4也將在 10 年內逐步調降 15%，分別降至 45%~60%的水平

(詳圖 1-4、1-5)。 

       

圖 1-4  修法後，所得替代率 10 年後的變化 

                資料來源：銓敘部退撫司，公務人員年金改革內涵介紹 

 

                                                 
4所得替代率:係指將[退休後每月所得]除以[退休前每月所得]的比例。衡量個人退休金是否能

支應退休後生活之需求，一般是以「所得替代率」為衡量標準。換言之，維持一定的所得替代

率，就是退休人員每月收入是否能維持其一定的生活水準之關鍵。所得替代率越高，代表退休

生活水準也越高，通常因為退休者不再有提撥各項準備及撫養子女的需求，故欲維持退休前生

活品質，一般歐美國家以所得替代率應介於 6成至 7成間為佳，例如退休時月薪為 10 萬元，

預計退休後每月可領月退休金 7萬元，則退休後之生活水準約可維持就業時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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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替代率逐年的變化數據請詳表 1-2。 

                   表 1-2 所得替代率逐年變化的數據 

 

資料來源：銓敘部退撫司 

 

以年資 30 年為例，所得替代率逐年的變化，請圖 1-5。 

         

圖 1-5  現職人員所得替代率逐年調降：以年資 30年為例 

資料來源：銓敘部退撫司 

 

(三) 退休金的計算基準，由現行退休前一個月，自民國 107 年起採計最後 

在職前 5 年平均俸額，逐年調整為最後在職前 15 年的平均俸額。隨著

採計平均期間越長，作為計算退休金計算基礎的金額，也會逐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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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修法後，退休金計算基準採計期間的變化 

 

資料來源：銓敘部退撫司，公務人員年金改革內涵介紹 

    從政府積極主導推動年金改革，也讓保險公司開始思考台灣在面對即將到

來的高齡社會，商業保險能在其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更進一步從年金保險出

發，進而思考如何在這樣的環節中找出更積極的作法，能夠在未來國人的退休

規劃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研究目的 

一、研究問題 

    在前一節中，本研究看到了人口持續老化的問題，也看到了目前少子化的

現象對日後扶養人口比例帶來的影響和隱憂，不禁讓人開始思考，我們日後退

休後的依靠在哪裡？若再無作為，我們將可能淪為下流老人5之處境。 

                                                 
5下流老人:一詞是日本社會學者藤田孝典在 2015年著作《下流老人: 一億総老後崩壊の衝撃》

中所提出的。這個名詞的目的在於說明高齡者的貧窮生活以及潛藏在其背後的問題（年金制度

即將崩壞、長期照護缺乏人力、高齡醫療缺乏品質、照護條件日益提高、老人居住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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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前述，保險應該能在老年化問題的因應上，扮演積極且重要的角色。

然而這些年國內的年金保險，在壽險商品的市場佔有率中所佔比例一直不高，

其真正的原因仍有待探討與釐清。 

 

    從需求面來說，國人在剛出社會的時候其投保的重點與方向，因為薪資所

得不高且可運用的資金相對有限，往往會比較著重在醫療保障方面的商品，並

搭配保費低廉的定期壽險及意外傷害險，用以因應可能產生的意外事故所致傷

害及死亡的風險。隨著工作年資的增長，在固定的薪酬收入逐漸地增加後，才

開始將投保重心慢慢轉為終身壽險、癌症險和重大疾病險，當然有部分國人也

會使用增額型壽險或具有儲蓄功能的生死合險(俗稱養老險)，嘗試以保險為資

產管理的工具強迫自己儲蓄。往往要過了 40 歲以後，才會逐漸開始思考退休相

關的問題，進而考慮是否選擇年金保險作為老年退休安養的規劃之一。 

    從商品供給面來說，這些年保單預定利率隨著利率市場因應國際環境變化

與競爭不斷地持續調降，保險公司在設計壽險商品時，為了避免利率持續調降

所造成利差損的持續擴大，逐漸將商品發展的重心，轉往利率變動型和投資型

等保單。隨著利率變動型及投資型保單的引進與發展，保險公司開始將利率及

投資風險轉嫁由保戶自行負擔，以投資型保單來說，保險公司除了投保之初會

從保費中扣除相關附加費用以外，還會從投資帳戶中逐月收取保單維持費用和

保險成本6。帳戶中的金額則連結一些特定且可選擇的投資標的，把投資過程中

所產生的投資風險及保單的利率風險全數轉嫁給保戶。 

    由於投資型保單對於保戶而言，相對風險性較高，因此主管機關特別頒佈

「投資型保險商品銷售應注意事項」，並在第六點中明定：保險業銷售本商品

予客戶應考量適合度，並應注意避免銷售風險過高、結構過於複雜之商品。但

有客觀事實證明客戶有相當專業認識及風險承擔能力者，不在此限。 

                                                 
6保險成本（cost of insurance;COI）用來購買連結在投資型保單上的定期壽險，支付死亡風

險所需要的保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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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業銷售本商品係連結結構型商品時，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須採適當方式區分及確認要保人屬專業投資人或非專業投資人。但本商 

品非以專業投資人為銷售對象者不在此限。 

（二）須就非專業投資人之年齡、對本商品相關知識、投資經驗、財產狀況、 

交易目的及商品理解等要素，綜合評估其風險承受能力，依程度高低至 

少區分為三個等級，並請要保人簽名確認。 

上述的重點在於要求保險公司必須透過風險耐受程度分析，去了解即將投保的

客戶，並就其風險耐受程度的高低，提供適當的建議和所需要的商品，以避免

日後引發消費爭議，確保消費者的權益不會因為資訊不對稱而受到損害。 

    此外有鑒於保險業早年經營的保單預訂利率偏高，加上近些年來利率持續

下探走低，日益擴大的利差損已經對保險公司的經營上產生一定的壓力，利率

變動型保單開始加入保險市場，又適逢國內政經環境變化，投資限制較多的情

況，造成銀行多餘的資金去化不易，也讓銀行樂得將銀行客戶透過銀行理專轉

介進入保險市場，將客戶過往停留在銀行定存的資金，透過短期利率變動型的

壽險商品投入保險市場，對銀行而言，不僅有豐厚的佣金收益，也能解決資金

過於浮濫的窘境，而且往往透過與保險公司的約定，還是能將客戶牢牢的掌握

在銀行體系手中，對銀行或理專而言，保險只是多了一項財務規劃的工具，能

更全面性的幫助客戶做理財規劃，當然也因此造就銀行保險通路在這個時期儼

然成為保險市場中的交易主流。 

    自 2010 年起，在保險業跟銀行通路密切合作下，出現了許多類定存型的商

品，然而年金保險也是其中之一，在當時投保年金保險較多的目的大都就只是

為了賺取較定存為高的投資報酬率，而並非是以退休規劃為前提的購買考量，

後來主管機關擔心保險公司吸收過多短年期的資金，稍有不慎容易引發流動性

風險，於是在 2010 年 11 月規範：保險公司的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要收合理附

加費用，解約金至少收三年，每年至少 1%。自此利變年金銷售量就開始持續

下滑，到了 2013 年因為開始搭配月配息而使成交量又有了起色。主管機關為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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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保險成為類似定存的投資商品，再次於2014年規定：利變年金不得有費差損，

利變壽險前十年不得現金回饋，解約金至少收六年(即六年內解約需要負擔額外

的解約費用)。 

    自此在保險業主流商品的演化過程中，年金保險在市場上的整體表現就更

加弱勢了，後來年金商品由單純的生存領回轉變成為部分期間的保證領回，讓

商品的費率越來越高，相對地成為眾多投資工具的一種，也可能因為如此，反

而讓降低了年金保險其對社會安定的功能，加入眾多投資工具的競爭中，對年

金商品而言不見得是件好事。但是可以明確知道的是，年金保險將會是未來我

們因應老年退休規劃時很重要的工具之一。 

 

有鑒於此，本研究將對年金相關問題進行更深入的探討，主要探討的問題包括： 

(一)  國人不喜歡買年金之原因為何？ 

因為觀念上認為活太久並不是風險，而導致需求意願低落？還是覺得

所得替代率（例如：軍、公、教等退休人員）已經足夠？還是這些年

來社會上及時行樂的氛圍，還沒能想到日後的規劃？還是因為 20 年

來國人的薪資水平停滯，物價持續飛漲，能活著已經很辛苦了，無法

有多餘的資源規劃未來？又或者是年金商品的設計，不符合期待？都

是值得探究的問題。 

 

(二)  如果改變年金的種類或設計，會不會改變上述的需求動機？ 

以提供身故保障的定期壽險為例，年輕人因為剛出社會收入較低，但

卻又存在著死亡的風險，透過單純定期壽險的導入，純保障的商品設

計，讓定期險商品在這樣的背景下，成功幫助了大部份年輕人解決擔

心活太短所造成的風險問題。 

目前市場上的年金產品，有很多都是具備保本、投資、儲蓄、保證、

保障等多項功能的商品，也因為如此往往在費率上自然就會比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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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有效吸引更多的國人用來解決活太久，所引發資源匱乏的生存風

險，如果透過改變年金的種類或設計方向，會不會吸引更多的人願意

將資源投入年金保險的市場，為自己的老年安養生活做更好的規劃？ 

 

(三)  如果加入政府的獎勵措施，會不會有更具體的幫助或影響？ 

如果政府能專門在年金保險的購買上，增加一部分的賦稅優惠或是提

供一些遞延課稅的措施，會不會吸引更多人將手邊可運用的資金轉而

購買年金保險，進而提高自身的老年保障，也可幫助政府減緩未來面

對高齡社會日漸增加的社會福利支出。 

 

二、研究目的 

透過對於上述幾個問題的探討與研究，希望能達成以下幾個目的： 

（一） 社會大眾角度： 

希望能透過本研究的資料彙整與分析，讓國人能更加正視高齡及少子化社

會來臨所帶來的衝擊和影響。並藉此提醒消費者除了瞭解政府所能提供的

資源以外，更應該進行自我檢視，看看自己對於未來退休安養生活的規劃

是否足夠，進而讓其體認應該持續加強老年的退休規劃和準備。唯有及早

準備，才能許自己一個有尊嚴的晚年生活。 

（二） 保險業者角度： 

本研究希望透過檢視國內保險業界在民國 105年販售商業年金保險的類型，

並同時參考美、英、日三國商業年金保險的商品，用以比較其間差異，看

看是否有適合國內且優質的商品，可以讓我們學習或仿效。藉由國內、外

的相互交流與學習，得以讓業界有適當且正確的商品設計參考方向，進而

更加積極地承擔起企業社會責任，提供更多真正能幫助解決活太久問題的

年金保障型商品，藉此吸引更多人願意在這方面投資未來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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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政策角度： 

國內社會人口結構變化的趨勢已經對於老人經濟安全保障制度產生影響，

希望參考一些先進國家的老年退休保障機制，用以比對目前國內的政策，

看看是否能透過哪些適當的政策與獎勵措施（包含賦稅優惠或遞延課

稅……等），引導企業或國人更加重視老年化問題，進而願意將部分的資源

或資金，移轉到老年退休的規劃上面，畢竟單靠政府的力量一定有限，適

度結合民間企業、財團法人及社團法人及社會大眾共同齊心合力，一起面

對未來安養、安置、照護……等種種挑戰，進而打造未來更加友善的老年

生活品質與環境。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流程 

一、研究流程:  

    本研究流程起於研究背景的陳述，再展延到想要釐清的幾個研究問題，在

擬定研究方法後，透過與先進各國的做法比較、國內相關文獻的探討、國內市

場現況的釐清，最後加上深度訪談，嘗試去找出問題及相關結論與建議，流程

架構請詳圖 1-6 

 

 

 

 

 

 

 

 

研究背景 

研究動機與目的 

研究方法與架構 

各國年金制度與

商品比較 



 

 

 

16 

 

 

 

 

 

 

 

 

 

 

 

 

 

圖 1-6 研究架構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擬從以下幾個方向進行深入探討，期望找出研究問題的徵結所在，

希望對國內未來持續推動年金保險方面，能有相當的助益和貢獻。 

（一）文獻分析比較法：透過國內外的文獻研究，了解目前國內整體的年

金市場環境狀況及國外先進國家的年金體制與架構，還有商品設計的方向

與種類，藉以和國內的發展進行比對，找出適合國內可以參考學習的制度，

以及未來商品設計的方向與規劃。 

 

（二）實際數據資料分析比較法：透過保險事業發展中心商品資料庫內的

實際數據資料，分析出年金保險在整個保險市場裡佔有率的情形，透過國

本國 日本 英國 美國 

文獻探討 

歸納整理 

深度訪談 

歸納分析 

文獻重點 

摘要整理 

保險現況 

實務數據分析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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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年金保險市佔率最高的幾家保險公司（合併計算後的年金保險市佔率達

到 90%以上），依此為基準進行年金產品的統計與分類，希望藉此研究國

內年金商品的設計方向與分類，進而與先進國家的年金商品進行比對分析，

用以確認國內年金保險商品的發展方向是否能與先進國家接軌，作為日後

持續發展的參考和依據。  

 

（三） 深度訪談：透過訪談深入了解民眾對於商業年金保險的需求與想法，

搭配一些假設性的問題和原則，最後將結果彙整後，進而釐清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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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國年金保險的市場現況 

第一節 年金保險的市場佔有率 

一、年金保險的市場佔有率 

 經彙整保險業公開資訊觀測站內民國 105 年度的數據資料顯示，年金保險

的保費收入佔總保費收入的比率僅有 6.58%，可知年金保險在目前的保險市場

的銷售面並非主流，這也是本研究所觀察到的隱憂。 

    再從細部去做進一步的分析，以業界整體的年金市場來看，其中以南山人

壽年金銷售 30.71%的市場佔有率為最高，其次才是國泰人壽的 24.89%、富邦

人壽的 15.24%、中國人壽的 10.24%，其他保險公司的年金保險銷售佔比都在

個位數以下，甚至有更多保險公司連 1%都不到。 

表 2-1  我國 105年年金保險市佔率相關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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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年金保險的市場佔有率 

數據資料來源：保險業公開資訊觀測站 

第二節 市售年金商品分類與銷售 

一、年金保險的定義 

    在做市售年金保險分類之前，擬就年金保險的定義簡單說明如下：年金保

險是指保險人和要保人約定，在被保險人的生存期間，保險人依照保險契約所

約定給付的金額、方式，在約定的期限內，有規則的、定期的向被保險人給付

保險金的保險契約。通常採用按年度周期給付（當然有些年金也提供每月給付

或每季給付），即在每年的保單週年日被保險人仍然生存時，給付生存保險金，

因此稱為年金保險。一般來說，年金保險是活的越久領的越多，從保險的射倖

性來說，那就是跟保險公司賭自己活得比保險公司預估的時間還長，才會有利

可圖。如果說傳統壽險的規劃是被保險人擔心因為過早或不預期的死亡，而使

家庭喪失經濟收入保障所做的準備，那麽年金保險就是被保險人用來預防因壽

命過長而在耗盡積蓄或已無收入來源的情況下，進行事前經濟儲備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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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金保險的特性 

     年金保險與一般傳統的壽險在本質上各有一些相同或不同的特點，在此僅

就其較明顯的幾項特點，進行說明和比較： 

（一） 年金保險和一般傳統壽險相同，都是以被保險人本人之生命做為保

險標的，因此我國保險法將年金保險歸類於人身保險的範疇。 

 （二） 年金保險是以被保險人之「生存」為給付條件，與一般傳統壽險以 

被保險人之「死亡」為給付條件有明顯不同。被保險人於保險契約中約定

達特定時間且「生存」，開始申領第一筆年金後，爾後定期（年/半年/季/

月）由保險人在被保險人持續「生存」的前提下，依照契約持續給付生存

年金，目前最常見約定的請領期間是到 110 歲。 

（三） 在危險發生率的估算上，年金保險採用的是「生存率」，而傳統壽

險則是採用「死亡率」，並以此為基礎來計算保險費率。年金保險所保障者，

是指被保險人因「活的太久」所產生的經濟所得或保障不足之危險，其給

付保險金係以被保險人的「生存」為條件，因此年金保險的危險發生率係

採用被保險人之「生存率」。 

（四） 由於年金保險係以被保險人之「生存」為保險金給付的條件，故在 

核保時無需考量被保險人的體況、職業或道德危險的有無，而僅需確認被

保險人仍生存即可訂立保險契約，相較於傳統壽險是以被保險人之「死亡」

做為保險金給付的成立要件，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就年金保險而言，當被

保險人希望投保後能持續領取更多的「生存」保險金時，只會想方設法地

去照顧好自己的健康和延長壽命，所以年金保險相較於傳統壽險來說，在

核保上顯得簡易許多。 

（五） 年金保險的受益人為被保險人本人，而傳統壽險的受益人7則需要 

                                                 
7
保險法第一百十條：要保人得通知保險人，以保險金額之全部或一部，給付其所指定之受益人

一人或數人。前項指定之受益人，以於請求保險金額時生存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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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行指定。保險法第一三五之三條8規定，受益人於被保險人生存期間為被

保險人本人。當然也有例外的情況，例如連生年金（單一被保險人身故後，

由配偶續領，直到配偶死亡）或教育年金（被保險人身故後，指定由子女

在受教育期間的特定年齡領取，直到子女成年為止）。 

 

三、年金保險從學理上的分類9 

 在瞭解市場上年金保險的分類之前，在此先把年金保險在學理上的分類進

行簡要說明和介紹： 

    以繳費方式作為區分，可以分為「躉繳年金」 (Single premium annuity)和

「分期繳費年金」 (Preiodic premium annuity)兩種，而「分期繳費年金」又可

細分為「分期定額繳費年金」 (Installment premium annuity)和「彈性繳費年金」 

(Flexible premium annuity)等兩項。 

 

    以被保險人之人數作為區分，可以分為「單一生存年金」 (Single Survivir 

Annuity) 和「連生生存年金」 (Joint Survivir Annuity)兩種，而「連生生存年金」

又可細分為連生生存年金（限配偶）(Joint Survivir Annuity-Spouse Only)和連生

生存年金（非僅限於配偶）(Joint Survivir Annuity)等兩項。然而目前國內市場

上商業年金保險，絕大多數都是單生年金。 

    以保險金給付方式作為區分，可以分為「生存年金－不退款」 (Life annuity, 

no refund)、「確定年金」 (Annuity certain)及「最低保證年金」 (Guaranteed 

                                                                                                                                            
保險法第一百十三條：死亡保險契約未指定受益人者，其保險金額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 
8
保險法第一三五之三條: 受益人於被保險人生存期間為被保險人本人。 

       保險契約載有於被保險人死亡後給付年金者，其受益人準用第一百 

       十條至第一百十三條規定。 
9見蘇文彬、林宏誠、陳明國(2013)，保險學學理與實務，華立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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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mum annuity)等三種。其中「最低保證年金」又可細分為三項：保證期間年

金、保證金額年金或是保證期間、保證金額皆可選擇。 

 

    以年金給付開始時間作為區分，可以分為「即期年金」 (Immediate annuity)

和「遞延年金」 (Deferred annuity)兩種。即期年金簡單來說就是躉繳所有保費

後隔年立即進入年金化10，並開始逐年領回年金。而「遞延年金」也有兩類，一

種是躉繳所有保費後約定遞延幾年再進入年金化，另一種就是以定期定額的方

式扣繳，遞延期滿後就將遞延期間內所累積的保單價值準備金進行年金化。 

遞延年金這一類商品在實務上通常會被當做投資工具的一種，在經過一段期間

不再需要額外給付解約費用時解除契約，或者是遞延期間屆滿時選擇一次性領

回(目前大部份年金保險的商品，都留有這樣的選項)，也因為這樣的設計，讓

很多年金保險成為了賺取遞延期間投資獲利的工具。 

 

    以年金給付期間作為區分，可分為「定期年金」 (Finite or temporary annuity)、

「終身年金」 (Life annuity, Whole life annuity) 及「可選擇型年金」(Optional  

annuity )等三種。其中「定期年金」又可細分為確定年金(Annuity certain)和定期

生存年金(Temporary life annuity)兩項。「可選擇型年金」則有許多項目可供要保

人選擇，例如：於年金給付日開始前，選擇一次性給付或定期領回。定期領回

可選擇：年領回、季領回、月領回。另外有些年金會限制只能領到幾歲。（例如：

可領到 110 歲） 

    以年金給付額度是否變動作為區分，可以分為「定額年金」 (Fixed annuity)

和「變額年金」 (Variable annuity) 

 

                                                 
10
 年金化指年金保險選擇分期(每年、每季、每月)領回生存年金，直到約定期間屆滿或被保險

人身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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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內年金商品實際的分類與銷售狀況 

依據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保險商品資料庫的數據資料，以民國 105

年 01 月 01 日~105 年 12 月 31 日為銷售期間，且該期間未停售的傳統型及投資

型年金商品，並採用民國 106 年 10 月 1 日為查詢基準點，整理出民國 105 年年

金保費市佔率前六大的保險公司，南山人壽、國泰人壽、富邦人壽、中國人壽、

安聯人壽及法商巴黎人壽（六大保險公司的年金保費市佔率以民國 105 年計，

合計約佔 90.28%，請詳表 2-2）目前仍在販售的年金商品，合計 139 項，依其

商品型態逐一分析其商品結構。 

    接下來本研究嘗試以這六家保險公司的年金商品，依據業界最常用的分類

方式進行分析其所屬類型和其所佔比重： 

    由於利率逐年持續向下調整，造成各家保險公司承受了很大的利差損風險，

因此近幾年保險公司力推利率變動型及投資型的保單商品，一方面降低利率 

表 2-2  民國 105 年年金保費市佔率前六大的保險公司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變動帶來的風險影響，另一方面將投資風險全數轉嫁由保戶自行承擔，這種現

象也連帶影響了年金保險。這類商品在保險遞延期間透過躉繳或分期繳的方式，

將被保險人所繳保費在扣除必要的保單維持費用和保費費用以後，透過獨立帳

戶及被保險人事前選定的投資標的（基金）進行實際投資，過程中由要保人承

擔年金化之前所有的投資風險。從傳統型年金保險和投資型年金保險來做比較：

31%

25%
15%

10%

6%
3%
10%

年金險保費

在業界年金市場占有率(%)

1 南山人壽

2 國泰人壽

3 富邦人壽

4 中國人壽

5 安聯人壽

6 法國巴黎人壽

7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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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139 項年金保險商品來說，傳統型年金保險計有 26 項，佔 17.27%；投資型

年金保險計有 115 項，佔 82.73%。（請詳表 2-3）從數字上我們不難看出，就上

述的年金分類中，保險公司高度偏好推出的商品，是將投資風險轉嫁由保戶自

行承擔的「投資型年金保險」。 

表 2-3  民國 105 年傳統型年金和投資型年金的商品數量與佔比一覽表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近幾年外幣保單也逐漸成為消費者購買年金保險的重要選項之一，特別是

以外幣計價結合投資型商品，這也促使業界持續開發各類型的外幣保單，以符

合市場需求。故從交易貨幣區分，主要可分為傳統幣別（新台幣）的年金保險

和外幣計價的年金保險。從 139 項年金保險的商品來說：傳統幣別年金保險計

有 80 項，佔 56.12%；外幣年金保險計有 61 項，佔 43.88%（請詳表 2-4）。以

外幣的幣別來看，從最常見的外幣保單是採美元計價，之後接連推出了歐元、

英鎊、日圓、澳幣、紐幣、加幣、港元、人民幣可供選擇。 

投資性質的功能在現有年金保險市場中仍佔有很重要的影響，當然這也與年金

保險遞延期間結束後，是否進行年金化有關，就實務上觀察，有大部分的外幣

年金保單最後並未選擇進入年金化的階段，在年金化前夕解約，單純只使用了

年金保險在遞延期間的投資獲利功能。 

  

1 2

24 17.27%

115 82.73%

傳統型年金 投資型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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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民國 105 年外幣型年金和非外幣型年金的佔比一覽表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前面曾提到過，多年以來隨著金融市場利率逐年持續下滑，對於早期定價11

的商品，較高的預定利率已成為目前保險業在經營上的沈重負擔，各家保險公

司都面臨利差損的問題，也因此衍生出有別於一般固定預定利率的商品，利率

變動型年金保險是採用每年定期宣告的方式通知（以下簡稱宣告利率12），而調

整的依據是以保險公司實際投資的狀況，再參酌同業競爭情況所訂定。目前已

成為傳統型年金商品的主流。 

 

    從傳統型年金保險中 26 項商品，再行細分後「固定利率型年金保險」只有

4 項，佔 16.67%；「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有 20 項，佔 83.33%。（請詳表 2-5） 

從實際數據來看，不難發現保險公司已逐漸選擇將利率風險轉嫁由消費者承擔，

因此利率變動型保單在傳統壽險中逐漸成為重要商品設計的特色之一，當然這

樣的轉變也連帶影響了年金保險的商品。這樣的改變對於保險公司長期的經營

來說是件好事，當利差損不再對保險公司造成太大的影響或傷害時，對年金保

險的消費者來說才會更有保障。 

                                                 
11商品在設計與定價時，會參考公司對未來資金運用的獲利收益率的預測及當前銀行的存款利

率，訂出保單預定利率，作為該保單每年收益率的假設，簡單的說，就是保險公司提供給消費

者的回報率。 
12 「宣告利率」關係著保單價值準備金成長率，並非保戶購買該保單的投資報酬率，通常「宣

告利率」會比銀行的定存利率來得高，也因此很容易讓人誤以為投資報酬率高於定存，但兩者

還是有差別的。 

1 2

61 43.88%

78 56.12%

外幣 非外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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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民國 105年傳統型年金固定利率型和利率變動型年金佔比一覽表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以年金給付額度是否變動作為區分，市場上存在著定額年金和變額年金兩

種。其中定額年金大多屬於傳統型年金保險，而變額年金則大多屬於投資型年

金保險，變額年金因為隨著投資效益的好壞，都會影響最後年金化前的總金額，

進而導致年金化後所受領年金的金額會有所不同。從139項年金保險商品來說：

定額年金保險計有 26 項，佔 17.27%；變額年金保險計有 115 項，佔 82.73%。

（請詳表 2-6） 

表 2-6  民國 105 年定額年金與變額年金佔比一覽表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以繳費方式來區分，可分為「躉繳年金」及「分期繳費年金」兩種。其中

躉繳可再細分為兩類，一種是躉繳之後立即年金化，另一種則是雙方約定躉繳

1 2

4 16.67%

20 83.33%

固定利率型 利率變動型

1 2

24 17.27%

115 82.73%

定額年金 變額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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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經過一定的遞延期間才進行年金化。市場上最常見的是後面這一類，往往

在過了需要收取解約費用的期間後，就會見到保戶中途解約，或是在遞延期間

結束後依條款所約定的選擇權，選擇一次領回而放棄年金化。 

而「分期繳費年金」也可細分為三類，分期定額繳費年金(最常見的繳費方式)、

彈性繳費年金及兼具上述兩者特性的年金(在年金化之前，除了接受分期定額繳

費以外，也開放單筆大額繳費)。 

 

    以被保險人之人數作為區分，可分為單生年金(一般商業年金保險，多為單

生年金)及連生年金兩種。國內市場上以單生年金居多，但也有一種常見的教育

年金，當被保險人身故時，還能依子女的年齡分別給付不同金額的教育年金。

連生年金在國內商業保險市場中較為少見。 

    以保險金給付方式作為區分，可分為生存年金－不退款、確定年金及最低

保證年金等三種。最低保證年金又可細分為三類，保證期間、保證金額或皆可

選擇。一般國人比較偏好有保證給付的年金商品。 

    以年金給付開始時間作為區分，可分為即期年金及遞延年金兩種，兩者在

市場上較為常見的是遞延年金。遞延年金通常可選擇的遞延期間，以六年期、

十年期和二十年期居多，此外由於遞延年金在遞延期間仍持續存在著因意外或

疾病導致的死亡風險，所以有些遞延年金的商品在設計時，會結合定期壽險的

概念(特別是投資型保單最為明顯)，讓遞延期間內身故也能有身故保險金可以

申領。以傳統年金保險來說，如果沒有上述設計的產品，仍會考量遞延期間死

亡風險的存在，而於條款中約定遞延期間內身故者將退還保單價值準備金或退

還所繳保費，如若為投資型的年金商品，還可退還申請身故理賠當時的保單帳

戶價值(通常是以身故理賠申請文件齊全日為基準，於次一工作日進行基金的贖

回，退還保單帳戶價值)。 

    以年金給付期間作為區分，可分為定期年金、一次性給付年金及兩者兼具

的可選擇型年金。定期給付通常有年給付、季給付、月給付可供選擇，而可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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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型年金於年金給付日開始前，可選擇一次性給付或定期領回。目前市場上以

可選擇型年金的商品居多。 

 

   依據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在 2017 年 2月出版的一份最新研究，「保險

業 2017 年市場展望-保險業菁英問卷調查13」的結果顯示，有 17.54％的高階主

管審慎地認為公司 2017 年保費收入的成長率將介於 1%~5%之間，有 26.32%

的高階主管審慎樂觀地認為公司 2017 年保費收入的成長率將介於 6%~11%之

間，有 17.54％的高階主管樂觀地認為公司 2017 年保費收入的成長率將有 11%

以上的成長(詳見圖 2-1) 

 

          

    圖 2-2 壽險業對保險公司 2017 年保費收入成長率之展望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13保險業 2017 年市場展望 -保險業菁英問卷調查，研究單位：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2017 年保險市場展望問卷調查之問卷共寄送壽險公司 19 家（含中華郵政 1 家 及外商子公

司 4 家）與外商分公司 4 家以及產險公司 14 家（含外商子公司 3 家）與 外商分公司 3 家，

詢問對象為董事長、總經理、以及精算、商品、通路與行銷職能 等之副總經理，透過不記名

問卷調查方式，徵詢業界高階主管對於未來保險市場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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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3 壽險公司著重險種之展望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多數受訪的高階主管或經營者者，他們共同認為人壽保險仍將成為保險公司

2017年最被看好的險種，依次才是健康保險、年金保險與傷害保險(詳見圖 2-2)。

從上述的觀察可大致看出，年金保險的發展離成為主流商品似乎還還有不小的

距離。 

 

五、本章小結 

    從民國 105 年度的數據資料顯示，年金保險的保費收入佔總保費收入的比

率僅有 6.58%，加上『保險業 2017 年市場展望-保險業菁英問卷調查』所得結

論認為人壽保險仍將成為保險公司 2017年著最被看好的險種，依次才是健康保

險、年金保險與傷害保險。可知年金保險無論在實際面或預估面的保險市場上

都並非具有主流的地位，也應驗本研究想釐清的第一個問題「國人不喜歡買年

金」，是確實且明顯存在，至於不喜歡的原因，我們將在後續研究中持續探討。 

    此外為了要能釐清本研究的第二個問題「如果改變年金的種類或設計，會

不會改變上述的需求動機？」，在本章節中，我們嘗試將國內 105年市場實際銷

售的年金保險商品進行了盤點與分類，擬在下一章節進一步瞭解國外年金保險

的商品後，做為研究比較對照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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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各國年金制度和年金保險發展的現況與比較 

第一節 美國年金制度和年金保險發展的現況 

一、美國年金制度體系 

    郝充仁(2014)指出美國年金制度可從政府公共部門的「公共年金」跟民間

個人或企業團體的「私人年金」做簡單區分，政府公共部門的「公共年金」，主

要包含「社會保障計劃」、「公務員退休法案」、「鐵路退休人員計畫」。(如圖 3-1 ) 

    民間個人或企業團體的「私人年金」，主要包含「企業年金」及「個人年金」。 

「企業年金」可再細分為「退休金計畫」及「儲蓄計畫」。企業年金之主要規範，

為福特總統在 1974 年所簽署的「員工退休所得保障法案」（Employee Retirement 

Income Security Act ; ERISA）個人年金可再細分為「自營者業者退休金計畫」、

「個人退休年金」。(如圖 3-2 ) 

           

圖 3-1 美國公共年金簡易分類細項表 

   

圖 3-2 美國私人年金簡易分類細項表 

公共年金

社會保障計劃

公務員退休法案

鐵路退休人員計畫

私人年金

企業年金

退休金計畫

確定提撥制

確定給付制

儲蓄計畫 - 例如401(k)計畫

個人年金

自營業者退休金計畫

個人退休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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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國年金相關的賦稅制度 

    分別就企業年金和個人年金兩種型態，在賦稅的適用和相關規範做簡要的

整理與說明： 

    企業年金部分先談兩個重點，其一是 1974 年推動的「員工退休所得保障法

案」（Employee Retirement Income Security Act ; ERISA），是全面性規範企業退

休給付制度之法律，有一個很重要的精神就是規定出合格退休年金的符合要件，

凡能符合這些要件的退休年金計畫，則雇主在退休年金計畫中所提撥之基金，

在國內稅收法（Internal Revenue Code ; IRC）所規定的限額之內，就能以公司

的營業費用來認列，不需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進而達到企業節稅的效果，對

員工而言，企業所提撥給員工的基金，亦不需要計入員工當年度的所得，進而

不計入個人所得稅的課徵範圍，對企業和員工兩獲其利，進而間接鼓勵企業年

金的良性發展。 

    其二是 1978 年美國政府創立的一種延後課稅的退休金帳戶制度，並將其相

關規範明定在國內稅收法的第 401（k）條中，故簡稱為 401(k)計畫。401(k)計

畫在民間企業屬於自願性質，雇主申請設立後，在 2015 年 401(k)的上限 4 是

$18,000美元，如果你已年滿 50，上限為$24,000 美元(上限會每年根據通貨膨

脹進行調整)，讓員工透過每月提存薪資的 1%~15%至員工專屬的退休帳戶，重

要的是，員工該筆提撥至帳戶的金額，將不會列入當年度的課稅所得之中，其

中也包含了帳戶內金額每年投資所產生的收益，即免繳資本利得稅(Capital Gain 

Tax)和股利稅(Dividend Tax)，直到老年要領取的時候，再認列所得進行課稅（所

得稅），但年老提領的時候往往因為收入所得較低，相對稅率也會低很多。 

    401(k)是除了確定提撥機制以外，還有幾個很重要的特色就是雇主相對提

撥的機制和帳戶可隨員工工作變動而相應移轉的可攜帶性，廣受美國企業和民

眾的青睞，是目前美國確定提撥計畫中佔有率最高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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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雇主相對提撥的特色來說，影響雇主提撥金額多寡的因素通常有以下兩

種：第一種，依員工提撥的金額相對提撥：員工提撥越多，雇主相對提撥也越

多；員工提撥越少，雇主相對提撥也越少。第二種，依員工的服務年資決定提

撥額度：員工服務年限越長，雇主提撥金額越多。提撥時點可以是以每月、每

季或每年為單位，進行提撥。從相應移轉的可攜帶性來說，值得一提的是，當

員工離開原來的企業雇主時，一旦選擇將帳戶餘額全部提領，當下員工除了所

得金額均會列入當年度扣繳稅額（資本利得稅及個人所得稅）的計算中，還必

須承擔 10%的懲罰性稅收罰款。 

    個人年金部分我們也談兩個重點，其一是自營業者退休金計畫（Keogh Plan）

1962 年美國眾議院議員 Eugene Keogh 提案針對自營事業者提供賦稅優惠的退

休計畫，即稱為 Keogh Plan。1982 年賦稅公平及財政責任法(Tax Equity and 

Fiscal Responsibility Act of 1982；TEFRA) 讓自營業者所成立的退休計畫有了正

當的法源依據。自營事業者主要是指律師、醫師及其他自營事業者，同意由其

年所得中提撥 25%或 30,000 美元兩者取低的額度內，可扣抵所得稅，藉以建立

可享有賦稅優惠的退休計畫（可採確定提撥制或確定給付制），投資期間利得亦

可享受遞延課稅的優惠。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在 59.5 歲提前提領部分或全部

退休金，除了所得稅以外，會被另行課徵 10%懲罰稅。其二是個人退休計畫

（Individual Retirement Arrange；IRA）是於 1974 年所提出的法案，針對有所得

之個人得於符合一定條件之下，對其退休提撥帳戶，提供一些賦稅上的優惠。

通常以兩種型態呈現，第一種是個人退休帳戶（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

每年賦稅優惠的金額，可提存於政府所認可的金融機構，透過信託協定成立的

適格退休帳戶；第二種是個人退休年金（Individual Retirement Annuity）每年賦

稅優惠的金額，可作為向壽險公司購買商業年金保險的保費。IRA 2015 年的存

入資金上限 50歲以下是 5,500美元，50歲以上是 6,500美元(上限會每年根據

通貨膨脹進行調整)。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在 59.5 歲提前提領部分或全部退

休金，除了所得稅以外，會被另行課徵 10%懲罰稅，年滿 70.5 歲未提領，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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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金額與實際提領的差額，會被另行課徵 50%懲罰稅，避免 IRA 被保戶用作遺

產規劃，將年金以此形式轉給繼承人。年金被保險人身故若有未領年金而由繼

承人繼承時，其未領年金將被課徵遺產稅。IRA 免繳資本利得稅和股利稅。 

    1997年的一項法案Taxpayer Relief Act，Roth這個名字來自於推動Roth IRA

立法的參議員。以 IRA 為例，傳統型 IRA 和 Roth IRA 最大的區別就是存進去

的錢什麼時候交稅，傳統型 IRA 存的時候不交稅，取的時候交；而 Roth IRA

存的時候先交稅，取的時候不用交。Roth IRA，開立帳戶並存款滿 5 年後，提

前從帳戶裡取出本金就不會罰款，當然取出來後是無法再存進去的，但年滿 60

後 Roth IRA 也可以自由取出資金。 

 

三、美國主要年金商品概要 

美國目前的年金商品摘要整理如下： 

(一) 如果以繳費方式作為區分，可以分為「躉繳年金」和「分期繳費年金」

兩種，而「躉繳年金」可再細分為「躉繳即期年金」和「躉繳遞延年

金」兩種；「分期繳費年金」又可細分為「分期定額繳費年金」和「彈

性繳費年金」兩種，然分期繳費則屬於遞延年金。 

躉繳即期年金（Single Premium Immediate Annuity；SPIA）：適合一次

領到大額退休金的客戶，用以將單筆大額資金直接轉換成立即分期給

付的退休規劃商品。 

躉繳遞延年金（Single Premium Deferred Annuity；SPDA）：利率變動

型年金(The Market-Value Annuity；MVA)就是最典型 SPDA 的代表，有

些會提供一定期間的保證利率，但期間越長保證的利率可能會越低。 

賦稅遞延定額年金（Fixed Tax Deferred Annuity；FTDA）：一種在年金

遞延期間採用類似銀行定存的方式，約定一定期間（通常為 3~10 年）

內提供固定的保證利率（利息報酬通常較高），期間不能中途解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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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解約會產生相當的解約費用。此計畫對於契約遞延期間內資金較無

其他運用計畫或較為保守的投資者來說，是一項蠻好的選擇。 

彈性保費遞延年金（Flexible Premium Deferred Annuity；FPDA）：由被

保險人自己可以決定投入每期繳費金額的多寡（通常保險公司會設有

每期繳費的下限）遞延年金對於遞延期間的資本利得具有延後課稅的

效果，但是如果在未滿 60 歲前提前解約支領而未進入年金化，美國國

稅局會額外課徵 10%的懲罰性稅款。 

(二) 以被保險人之人數作為區分，可以分為「單一生存年金」和「連生生

存年金」兩種，而「連生生存年金」又可細分為連生生存年金（限配

偶）和連生生存年金（非僅限於配偶）等兩項。 

單一生存年金(Single Survivir Annuity)：給付對象僅限於參與退休計畫

的當事人。連生生存年金（限配偶）：給付對象僅限於參與退休計畫的

當事人和其配偶，若當中有一人身故，該年金仍持續給付給存活的另

一人直到兩人皆身故為止，此時所給付的金額可能與原先給付金額相

同或減少一半。 

連生生存年金（非僅限於配偶）(Joint Survivir Annuity)：給付對象可為

參與退休計畫的當事人和其指定的受益人，若當事人身故，該年金仍

可持續給付給存活受益人。 

(三) 以保險金給付方式作為區分，可以分為「約定保證給付年金」和「漸

進型的年金給付」、「變額年金」等三種。 

約定保證給付年金（Cash Refund Annuity）：例如 10 Year Certain Payout 

不論年金當事人之生死，一定保證給付 10 年的退休年金。如果當事人

在 10 年內身故，則改由當事人生前指定之受益人繼續受領至保證期結

束。 

漸進型的年金給付（Increasing Payments）：年金給付的金額，會隨著國

內物價指數而做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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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額年金（Variable Annuity；VA）：通常以投資型年金的產品樣貌呈現，

其現金價值與給付金額會隨著投資資產的市價變動而改變，因此變額

年金的銷售就與股票市場的金融環境變化與發展，有著密切的關聯性。

會選擇 VA 也是希望能夠透過長期的投資工具獲取較高的投資報酬，

以對抗通貨膨脹所帶來的壓力，也因此保險公司都將該風險轉嫁由被

保險人自行承擔。 

(四) 與其他金融商品或不動產結合的年金，計有「逆向房地產抵押轉換年

金」及「證券指數年金」兩種。 

逆向房地產抵押轉換年金（Reverse Annuity Mortgage；RAM）：主要是

使有房地產的老年人，能透過房地產來獲取養老所需資金的年金。當

事人可透過將房地產抵押給保險公司或銀行等金融機構，而上述機構

可對該房地產的現有價值、折舊狀況及未來的增值潛力進行整體評估

與概算，再依據所估算出來的金額就當事人（即房地產所有權人）的

平均壽命進行精算，按月或年支付年金給投保當事人，直到當事人死

亡為止，並由抵押權人（保險公司或銀行）取得所有權，然而當事人

在領取年金的同時，仍享有居住權。配合反向房地產抵押轉換年金

RAM，需要大量的資金來支持，美國已經將 RAM 所取得的抵押權，

透過群組包裝成「住宅抵押貸款擔保債券」送進公開市場銷售，所取

得的資金，即用於支付未處分房地產前的年金給付。 

證券指數年金（Equity Index Annuities；EIA）：EIA 顧名思義與股票市

場的大盤指數的變化有關，除了會訂出最低固定利率（floor rate），也

會訂出指數增長率的上限（cap rate）與參與率（participation rate）來

約定股價指數升幅中有多少額外收益能夠進入購買者的年金帳戶。如

果提前解約，也會須支付數目可觀的解約費用，具有懲罰性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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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英國年金制度和年金保險發展的現況 4 

一、英國年金制度體系 

    英國的退休年金制度行之多年，也經歷多次改革，主要分為三個層次來保

障，第一層公共部門強制性的政策，主要有「國家基本年金」、「年金積點」、「國

家第二年金」，政府依然是最重要的主角，第二層則重心放在企業年金，相對地

加重私部門所扮演的角色，第三層才是個人的自發性管理。 

 

    

圖 3-3 英國公共年金簡易分類細項表 

 

圖 3-4  英國私人年金簡易分類細項表 

二、英國年金相關的賦稅制度 

    分別就國家基本年金和企業年金兩種型態，在賦稅的適用和相關規範做簡

要地整理與說明。 

公共年金

老人年金(80歲)

國家基本年金

年金積點(65歲)

國家第二年金

私人年金

企業年金

薪資相關型

貨幣購買型

個人年金

存託養老金方案

私人年金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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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基本年金：政府為了鼓勵國民延後退休，於 2005 年 4 月 6 日訂定了一

套獎勵制度，鼓勵民眾延後領取國家基本年金，配合政策者可獲得一些獎勵14。

例如增加當事人每次可領取的年金金額(若選擇延後五週以上領取，則每延後五

週其給付水準就會增加 1%)或提供獲得一次性的年金給付(若延後超過十二個

月以上者，可以選擇領取正常的給付水準外，另加一筆一次性的給付)，當然這

些獎勵都有賦稅上的優惠，值得一提的是，在此延長期間當事人若發生身故，

這些獎勵與賦稅上的優惠都可由配偶繼承。 

    企業年金：經過 2006 年 4 月年金改革後，對於以薪資提撥扣繳方式參加年

金保險在一定額度內，皆可享受 100%的保費免稅優惠。 

 

三、英國主要年金商品概要 

英國目前的年金商品摘要整理如下： 

(一) 以繳費方式作為區分，可以分為「躉繳年金」和「分期繳費年金」 

(二) 以被保險人之人數作為區分，可以分為「單一生存年金」和「連生生

存年金」兩種商品。 

單生年金(Single Survivir Annuity )：當被保險人身故，契約即行終止。 

連生年金(Joint Survivir Annuity)：具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被保險人，最

常見是夫妻雙方一起加入。被保險人即為受益人，一方身故仍會給付

給其他受益人，直到受益人皆身故為止。 

(三) 以保險金給付方式、金額作為區分，可以分為「確定年金」、「固定調

整年金」、「連結通貨膨脹的調整年金」、「連結通貨膨脹的限額調整年

金」及「保證年金」…等多樣商品。 

確定年金(Annuity Certain)：每期領取固定金額。 

                                                 
14
傅從喜(2011)，英國、德國私營部門參與年金改革之研究 p26，委託單位：行政院經濟建設委

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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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調整年金(Escalating – Fixed Amount)：每期領取金額會以訂約時約

定的比率持續增加，例如：領取金額每年固定增加 1%。 

連結通貨膨脹的調整年金(Escalating –Retail Prices Index )：年金每期給 

付的金額連結商品零售價格指數15(Retail Prices Index；RPI)，隨 RPI

的增加而增加，遞減而遞減。 

連結通貨膨脹的限額調整年金(Escalating-Limited Price Indexation； 

LPI)：年金每期給付的金額連結 RPI，但限定最高上限為每年 5%，但

如果 RPI遞減，則給付的金額不會減少。 

保證年金(Guarantee Annuity)：分為兩種：保證給付金額或保證給付期

間。 

(四) 與其他金融商品結合的「投資連結型年金16(Unit-Linked Annuity)」：採 

用投資連結型年金會有投資上的風險，一旦投資效益不佳會連帶影響

到年金給付的金額，不過後來也逐漸發展出「最低保證給付金額」的

投資連結型年金商品，這些商品相對較受歡迎，市場接受度比較高。 

(五) 特殊考量型態的「強化年金17」：針對不同族群依據其性別、健康狀況(有

無罹患特定疾病)、職業類別、居住地點、吸菸與否作為精算年金費率

的基準，不過在這裡「好的風險」往往指的是比較不健康的保戶，相

反的，越健康的保戶適用年金的費率反而越高，相同保費可領的年金

就越少。 

                                                 
15商品零售價格指數是指反映一定時期內商品零售價格變動趨勢和變動程度的相對數。商品零

售價格指數分為食品、飲料煙酒、服裝鞋帽、紡織品、中西藥品、化妝品、書報雜誌、文化體

育用品、日用品、家用電器、首飾、燃料、建築裝璜材料、機電產品等十四個大類，國家規定

304種必報商品，需要予以特別說明的是，從 1994年起，國家、各省(區)和縣編製的商品零售

價格指數不再包括農業生產資料。零售物價的調整變動直接影響到城鄉居民的生活支出和國家

的財政收入，影響居民購買力和市場供需平衡，影響消費與積累的比例。因此，計算零售價格

指數，可以從一個側面對上述經濟活動進行觀察和分析。 
16投資連結型年金，以獨立帳戶存在，投資在一檔或數檔基金之中，每年保險公司會賣掉部分

持有單位用以支應年金的給付。 
17 在陳珮蓉(2015)強化年金之研究中指出強化年金可以簡單分為四種類型：吸菸體年金

（Smoker Annuity）、生活地區與職業年金（Socio-Geographic Annuity,SG Annuity）、健康

因子年金（Health Indicator Annuity,HI Annuity）、嚴重損害年金（Impaired Annu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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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日本年金制度和年金保險發展的現況 

一、日本年金制度體系 

    日本的年金制度，仍然可從公共年金和私人年金來做分類。，年滿 20歲以

上必須加入公共年金，主要可分下列三大體系： 

(一)國民基礎年金：自力營生者與其配偶，提撥固定金額。 

(二)厚生年金(受雇者年金保險)：政府公務單位員工及民間私人企業員工。

(2017 年預計提撥比例 18.3%) 

(三)共濟年金：厚生年金參加者所扶養之配偶。(無須提撥) 

    私人年金可簡單分為企業年金跟個人年金。企業年金可再細分為「確定給

付企業年金」、「厚生年金基金」、「本公司年金(自營年金)」。值得一提的是「確

定給付企業年金」，在 2011 年 10 月導入「確定提撥」的新制(俗稱日本 401k

計畫)。至於「本公司年金」，就跟我國過往勞保舊制很像，由公司決定先行提

撥或屆時提撥都可以。 

 

圖 3-5 日本公共年金簡易分類細項表 

 

圖 3-6  日本私人年金簡易分類細項表 

 

公共年金

國民基礎年金

厚生年金

共濟年金

私人年金

企業年金

確定給付企業年金

厚生年金基金

本公司年金(自營年金)

個人年金
保險型

儲蓄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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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年金相關的賦稅制度 

    日本是中央與地方兼行稅制，國稅、地方稅是兩個相互獨立的體系。早在

1984 年(昭和 59 年)就將原先所有人壽保險費(含年金保險費)的合併扣除額，修

改為符合一定條件之個人年金保險費扣除額，可以單獨分列進行扣除。以「厚

生年金基金」來舉例，從年金提撥的部分來說，雇主提撥的部分得在一定限額

內認列為費用支出，而員工從薪資中扣除的提撥金額，亦可在一定限額內不計

入薪資所得，不會列入當年度所得稅的課稅總額(適用社會保險費扣除額)，遞

延至受領年金時再行課徵薪資所得稅或退休金所得稅(但此時因所得較低或已

無工作所得，課稅適用的稅率相對較低)。 

 

三、日本主要年金商品概要 

日本目前的年金商品摘要整理如下： 

(一) 以繳費方式作為區分，可以分為「躉繳年金」和「分期繳費年金」。 

(二) 以被保險人之人數作為區分，可以分為「單生年金」和「連生年金」

兩種商品。 

連生年金通常是夫妻雙方一起加入為被保險人，一方身故仍會給付給

其他受益人，直到受益人皆身故為止。 

以保險金給付方式、金額作為區分，可以分為「定額年金」、「變額年

金」、「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保證年金」。 

「保證年金」可再細分為保證給付金額或保證給付期間兩種。 

(三) 與其他金融商品結合的年金，有「投資連結型年金 (Unit-Linked 

Annuity)」、「外幣型年金保險」(Foreign Currency Annuity)。 

由於日本長年利率低迷不振，外幣的利率往往較日圓為優，因此外幣

型年金保險的需求就逐漸浮現。通常有多種幣別可供選擇，以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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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鎊，歐元居多，往往以傳統年金和投資型年金的形態出現，保戶需

要承受一定的匯率變動的風險。 

值得一提的是，外幣型年金保險原則上以外幣收付，但如有需要仍可

附加日幣換算的特約批註條款，將外幣給付換為日幣給付。 

 

四、日本年金市場規模 

日本和台灣一樣都面臨著高齡社會和少子化的問題，但在年金保險的規劃

和應對上，其腳步比台灣快上許多。引用日本壽險公會 2013 年實際的統計資料

數據18來看，當年度總保費收入為 34.738 兆日圓，個人壽險為 22.721 兆日圓，

其中個人年金 4.312 兆日圓(佔率 12.41%)；團體壽險為 1.113 兆日圓，其中團

體年金 3.852 兆日圓(佔率 11.09%)、其他 2.740 兆日圓。 

企業年金的發展在日本也有一定的佔比，這對於台灣市場年金保險未來的

發展很具有參考性的意義。 

 

第四節 各國保險年金發展的相互比較 

一、綜合分析 

    本研究從國外的經驗來看，各國政府為避免日後因高齡化造成社會福利支

出規模急遽擴大，皆嘗試透過賦稅優惠或遞延課稅的方式，鼓勵民間企業自行

辦理退休金計劃或由個人投保商業年金保險，例如美國的 IRA、401k；英國的

企業年金；日本的厚生年金基金、401k 等。 

    美國、英國及日本的年金保險在提撥階段，都採取了限額內免稅的作法，

雇主提撥部分可列為營業費用予以免稅，受雇者提撥部分在限額內得免計入所

得，免扣所得稅。累積期間所獲取之利息或資本利得，美國和英國都無須課稅。

                                                 
18日本年金市場規模相關數據來源取自陳雅婷(2015),日本公益財團法人國際保險振興會「個人

人壽保險行銷研討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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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到了年金提領時，美、英、日三國都採取相同作法，在領取的當年度需列

入所得課稅，但也因為年老退休領取年金時，所得較年輕時低，甚至有可能已

無所得，自然在課徵所得稅上，會適用較低稅率或甚至未達最低課稅門檻，確

實能夠有效吸引消費者配合各項年金保險的保費提撥，有助於自我退休規劃的

落實，進而逐步降低老年化社會所帶來的實質影響。 

 

二、各國年金商品的比較差異 

綜合本研究章節所列舉美、英、日各國的商品，並加入本國現有商品現況，

彙整後編製成各國年金商品一覽表（詳表 3-1）。 

表 3-1 各國年金商品比較表 

商品類型 我國 美國 英國 日本 

外幣型年金保險 V V V V 

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 V V V V 

定額/變額年金保險 V V V V 

保證年金保險 V V V V 

投資連結型年金保險 V V V V 

強化年金保險   V  

通貨膨脹相關年金保險  V V  

逆向房地產抵押轉換年金  V   

證券指數年金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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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美國逆向房地產抵押轉換年金的做法。目前國內有多家金融

機構已陸續自行開辦19（詳表 3-2）逆向房地產抵押貸款，對象是擁有不動產的

高齡客戶，但由金融機構自行開辦的缺點會受限於民法第 881-4 條20中最高限額

抵押權設定以 30 年為上限的規定，目前無法協助高齡者完全規避長壽風險，唯

有結合年金保險才能做到完全規避。此外配合反向房地產抵押轉換年金 RAM，

需要大量的資金來支持，有鑑於美國已經將 RAM 所取得的抵押權，透過群組

包裝成「住宅抵押貸款擔保債券」送進公開市場銷售，所取得的資金即用於支

付未處分房地產前的年金支付。這點可能是國內未來推動此項作法時，所必須

搭配研議的配套措施。 

表 3-2 國內各金融機構以房養老商品比較表 

承辦銀行 申辦年齡 貸款額度 貸款年限 特色 

台新銀行 年滿 65 最高七成 最長 30 年 

按月給付，最長給付到 105 歲

利率逾 2.5%，超過部分掛帳，

到期收取。 

中國信託 年滿 60 最高七成 最長 30 年 

按月給付，利息達月付金的

1/3 時，超過部分掛帳，到期

收取。 

合作金庫 年滿 65 最高七成 最長 30 年 

按月給付，利息達月付金的

1/3 時，超過部分掛帳，到期

收取。 

土地銀行 年滿 63 最高七成 最長 30 年 

按月給付，利息達月付金的

1/3 時，超過部分掛帳，到期

收取。 

                                                 
19參考資料摘錄自陳盈如(2017)人口高齡化下之金融服務探討～以 F金融控股公司為例。第

28-29 頁 

20民法第 881-4條: 最高限額抵押權得約定其所擔保原債權應確定之期日，並得於確定之期日

前，約定變更之。前項確定之期日，自抵押權設定時起，不得逾三十年。逾三十年者，縮短為

三十年。前項期限，當事人得更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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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企銀 年滿 60 最高七成 25 年 
按月給付，利率逾 2.5%，超

過部分掛帳，到期收取。 

華南銀行 年滿 65 最高八成 最長 30 年 按月給付。 

台灣銀行 年滿 65 最高七成 最長 30 年 
按月給付，給付金額逐年遞

增。 

第一銀行 年滿 65 最高七成 最長 30 年 

按月給付，利息達月付金的

1/3 時，超過部分掛帳，到期

收取。 

資料來源：台新銀行 

第五節 有關年金議題的研究與探討 

一、 老年經濟保障模式的演進 

    在柯木興、林建成 (2015)及詹火生、林建成 (2012)同時提到了世界銀行

1994年發表的一篇研究報告「Averting the Old Age Crisis(避免老年危機)」，

點出透過儲蓄、所得再分配及保險，可以避免未來碰到老年貧困的問題，並倡

導「三層支柱保障模式(Three-Pillar Model)」建構年金制度，進而完善國民

老年規劃所需的資源。面對人口高齡化帶來的挑戰，這篇報告是當時世界各地

很多國家地方用以做為持續推動改革退休保障制度的參考。 

第一層 強制性社會安全制度 (Mandatory publicly managed pillar) 

    廖璟綺 (2015)特別把強制性社會安全制度做了一些詮釋，重點在陳述由公

共部門依據稅收所得、編列預算的方式推動強制性政策。一般來說大致有以下

幾種型態：社會保險、社會救助或社會津貼等方式。社會保險對國內而言，就

是公教人員保險、軍人保險、國民年金….等；社會津貼給付多採用相同標準，

以年齡、身份…等為請領基準，每人可領取的金額固定，目的在提供最低生活

水平所需的部分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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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台灣老人年金為例，由前總統陳水扁先生於台北市市長任內首創。針對

年滿 65 歲的臺北市民，初期為不定時發放，2002 年擔任總統任內時，透過「敬

老福利生活津貼暫行條例」的制定，明定每月發放新台幣 3,000 元，建立了發

放老人年金的法源依據。並於條文中明訂本條例施行期間，自中華民國 91 年 1

月 1 日起至國民年金開辦前一日止。2008年國民年金開辦後，繼承前條例對於老

人基本生活的保障，並改名為「老人基礎保證年金
21
」。 

第二層 法定強制性員工退休金制度(Mandatory privately managed pillar)包括了

個人儲蓄帳戶制度(personal saving accounts)與企業退休金制度(occupational 

plans)。強調企業雇主和個人應負的責任，目前勞工保險比較近似這一層的做法、

透過政府、雇主及勞工當事人依不同比例提撥，特別是在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

勞工當事人可自選提撥比例，但最高不得超過 6％，雇主的提繳比率不得低於 6

％。但也有少數的企業透過以公司為要保人的方式，幫公司重要幹部購買年金

保險作為公司留才的工具之一。 

第三層 自願性商業保險儲蓄制度(Voluntary saving pillar) ，透過購買商業保險

的模式，為自己的老年生活做準備，藉以提升退休時的所得替代率，讓退休前

後的生活品質得以維持。例如購買商業年金保險、定期還本（生存保險金）的

養老險（生死合險）、實物給付型保險…等。 

   周任欽 (2014)提到世界銀行在 2005 年又提出 Old-Age Income Support in 

the 21stCentury 嘗試以「Multi-pillar model（多層支柱保障模式）6」，提出

了更細部的分類建議，讓各國可以更精準地調整在處理老年退休所得保障方面

能更有方向和建樹。目前本研究觀察美、英、日各國老年退休經濟保障的規劃，

                                                 
21老年基礎保證年金：2008年 10 月 1日國民年金法施行時，已年滿 65歲之國民，即民國 32

年 10 月 1日 （含當日）以前出生之國民，在國內設有戶籍，且最近 3 年內每年居住超過 183

日，而無下列規定之一者，得請領老年基本保證年金，自申請當月起按月發給 3,628 元（97

年 10月至 100年 12月為 3,000元，101年 1月至 104年 12月為 3,500元，105年 1月起為 3,628

元）至死亡當月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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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也都符合世界銀行所提出的「Multi-pillar model（多層支柱保障模式）」。

而就本國未來發展而言，似乎也有了前進跟隨的指標。 

    由世界銀行的研究論述中，可以看出商業年金保險（含企業年金）在避免

老年貧困的問題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如何透過政府政策的獎勵與引導，

讓企業與個人的參與，也讓政府在未來國人老年福利支出上的負擔得以紓緩，

就變成很重要的課題。國內的狀況，用圖 3-7 來說明。 

 

 

 

 

 

 

 

 

 

 

 

 

 

 

 

圖 3-7 台灣老年經濟安全保障體系示意圖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退休基金協會 

 

 

第 0層  社會救助（非納費性社會福利制度）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低收入 6000 元/月、中低收入 3000元/月） 

 

第 1層  社會保險、社會津貼（保障基礎經濟生活） 

國民年金、勞工保險、軍公教保險、 

老年農民福利津貼（6,000元/月）、榮民就養給付（13,550 元/月） 

第 2層  各類職業退休金（雇主與受雇者共同提撥組合） 

勞工退休金制度（新舊制）、軍公教人員退撫制度 

私校教職員工退撫儲金制度 

 

第 3層  自行存儲退休金（彌補退休金缺口） 

金融投資型商品（債券、股票、基金、存款） 

保險、信託、不動產 

第 4層  家庭供養 

子女、親屬奉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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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業保險年金的相關研究 

 以下就過往一些研究生或專家學者所發表與商業保險年金有關的幾個研究

結論，進行摘要整理： 

（一）依受訪者的基本資料與商業保險年金購買的關聯性 

周任欽（2014）提出了幾個研究結論： 

1.消費者對商業年金保險的產品知識越高，越有可能購買。 

2.消費者對商業年金保險的需求程度越高，越有可能購買。 

3.消費者對於保險公司的品牌知名度越高，越有可能購買。 

從研究結論的基礎上，可以看出由於涉及退休規劃，相對的保費較

高，對於購買費用較高的商品，通常其資訊搜尋成本就會越高，需

要投入的了解也就越多，當消費者對產品的了解越多，越容易讓其

購買。 

也因為商業年金保險，攸關老年退休生活要持續領回年金，所以保

險公司的經營是否穩健，也會是保戶在選擇購買商業年金保險時的

重要參考指標之一，然而保險公司的經營穩健與否對於一般保戶來

說，想要深入，不是這麼的容易瞭解，最簡單的就是從資產規模和

品牌知名度來做選擇。 

此外，陳昱達（2014）認為無論男性或是女性，對於日後即將面臨

老年化社會和少子化的衝擊影響，所需要的老年保障不會因為性別

不同而有所差異，且都存在著相當的危機意識。 

但依據內政部歷年統計資料（詳圖 3-8）顯示：女性的平均餘命約

較男性多了 6 歲左右，相對在退休準備方面會較男性，需要更多一

些的資金準備，對商業年金保險的需求也會更加殷切。 



 

 

 

48 

 

圖 3-8  國人歷年平均餘命統計表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二）影響消費者購買銀行通路所銷售之商業年金保險的主要因素 

廖璟綺（2015）研究銀行保險消費者購買年金保險的意願，提出        

了幾個研究結論： 

1.認為年金保險投資報酬率相對於其他商品（如債券、基金）低， 

是顯著影響消費者購買意願的重要原因。 

2.消費者認為保費昂貴。 

3.商業年金保險提前解約有損失。 

從第 1 點來看，商業年金保險在目前市場中，如果只是把它當作是

投資工具之一，在獲利上似乎也比不上其他的投資管道（如股票、

基金…）。 

從第 3 點來看，當消費者把提前解約會有損失作為影響消費的重要

因素時，可以得知對這類消費者而言，此時的商業年金保險僅只是

眾多投資工具的一個選項，而非真正想用於退休的老年規劃。因為

真正用於退休規劃，是不會輕易在遞延期間中途解約。  

銀行通路是目前年金保險很重要的銷售通路之一，對於本研究釐清

影響商業年金保險銷售的因素有著正面幫助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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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賦稅優惠對商業年金保險的影響 

陳昱達（2014）發現，賦稅優惠對於商業年金保險的購買意願達到

顯著水準與正向影響，即當賦稅優惠越高，消費者購買商業年金保

險的意願程度也會增加。 

王儷玲、黃泓智、楊曉文 (2006)指出，個人年金部分由於缺乏較為

實質的賦稅優惠，確實無法有效刺激民眾購買商業年金保險的需求，

建議政府提高現行保險免稅額度或為年金設立獨立的免稅扣除額。 

而郝充仁(2014)也指出，先進國家對於商業年金均有規劃基礎社會

的保障計劃，且均採取賦稅優惠搭配遞延課稅發展商業年金保險，

也肯定商業年金保險亦有所得替代率的補充效果。 

 

本章小結 

    本研究嘗試從本章節的研究資料中，就所希望釐清的三個問題，再次去找

出真正的原因。首先，在國內外的一些學術研究中，本研究看到部份談及國人

為什麼不喜歡買年金的原因，例如研究發現，年金保險投資報酬率相對於其他

商品（如債券、基金）為低，是顯著影響消費者購買意願的重要原因；消費者

認為年金保險的保費過於昂貴，影響購買意願；或者是個人年金由於缺乏較為

實質的賦稅優惠，確實無法有效刺激民眾購買商業年金保險的需求…等。 

    其次本研究也從各國年金商品的比較中，也看出先進國家的年金商品在設

計面限制較小，可以連結較多不同的金融商品和工具，在投資報酬率的選擇上

就比較多元和彈性，例如美國的「逆向房地產抵押轉換年金」及「證券指數年

金」、英國的「強化年金」等。對應到本研究想釐清的第二個問題上，如果改變

了年金的種類或設計，變得更有彈性、有較高的投資報酬率，可能也能像先進

國家一樣，會有更多的人選擇購買年金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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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本研究也留意到許多先進國家對於年金保險，都設有專門的賦稅優

惠方案，不論是要保人年金保費的遞延課稅或免稅、遞延期間資本利得的緩徵

所得稅、企業主提撥的部份年金保費能列入營業費用扣項等作法，本研究認為

都能對於國人在購買年金保險的決策上產生深遠影響。換句話說，國人可能也

會因為賦稅優惠的增加而願意選擇購買年金，特別是本研究觀察到國外在企業

年金的推廣上遠遠超過我國許多。進而對於第三個問題的釐清上，也從保險年

金的佔比中，看出賦稅優惠確實會對整體保險年金市場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

而且在國內的學術研究中也有提到類似結論，即當賦稅優惠越高，消費者購買

商業年金保險的意願程度也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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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深度訪談分析 

第一節 訪談方式與設計 

   為進一步回答本研究所提出之各項問題，除前述各章之分析外，本研究是採

用深度訪談的方式，用訪談內容去歸納消費者的想法和需求。本研究共進行七

次深度訪談，訪談的對象包含學術界的專家學者、保險業者的專業經理人及一

般消費大眾，訪談的方式採用面對面直接訪談及電話訪談等兩種方式並行。在

訪談開始之前會先簡要說明，是因應學術研究的需要，進行不記名的深度訪談，

讓受訪者可以暢所欲言表達內心實際想法，訪談過程會用問題詢問的方式進行，

透過問題的回答解讀受訪者對問題的看法，最後進行歸納與整理。訪談進行的

時間約為 20~30 分鐘。 

    訪談的主要大綱形成，是由本研究的研究目的、研究問題，並參考國內外

文獻的相關內容與結論，以及包含每次訪談後所得資訊的回饋。 

訪談的主要大綱及重點如下： 

（一）共同訪問題目部分 

   1. 您是否會擔心老年退休及安養資金準備不足的問題？ 

      2. 您聽過或知道國民年金、勞保年金或軍公教退休年金嗎？ 

      3. 您覺得這些年金可以滿足您老年退休及安養的生活規劃嗎？ 

      4. 目前您都是怎麼替自己的老年退休及安養規劃做準備？ 

      5. 您有買過保險年金的經驗嗎？當初會買年金保險的原因為何？ 

一直沒買年金保險的原因為何？太貴？投資報酬率太低？不知             

道這種產品？ 

  6. 如果購買年金這類型的商品，對於保險公司的經營規模或品牌知名度   

     會不會是你選擇的重要考慮因素之一？ 

      7. 如果當年度的所得中，所購買年金保險的保費支出，能列入遞延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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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年老領取年金時，再列入當年度的所得，再進行課稅（老年時期 

         收入低，課稅稅率也低），是否會增加您購買年金的意願？ 

（二）針對學者專家部分 

從學術的角度來看，您認為在面對老年化、少子化社會的轉變時，政府 

單位或國人應該有哪些是可以再多做一點的？ 

（三）針對保險專業經理人部分 

   從業界的角度來看，您認為就年金商品要能夠成為主流商品之一，從而 

      在未來的老年化、少子化社會的轉變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您期望政府   

      單位及保險業者應該在哪方面多做一些調整，會更有效果提昇國人購買 

      年金保險的意願？ 

第二節 受訪者背景介紹 

（一）個別訪談： 

      受訪者 L 先生：曾任為國內某保險公司專業經理人多年 

  受訪者 D 先生：為現任台北某私立大學副教授 

      受訪者 J 先生 : 為某外商保險公司高階業務主管 

      受訪者 M 小姐：為國內某保險公司中階主管 

      受訪者 J 小姐：為某外商銀行公司高階業務主管 

      受訪者 E 先生：為外商保險公司規劃單位主管 

（二）電話訪談： 

      受訪者 E 小姐：為國內某證券公司高階業務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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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訪談結果分析 

     從本研究的訪談中大部份受訪者都認為政府目前規劃提供的這些年金是

不足以因應我們日後的退休生活，在擔心老年退休及安養資金準備不足的問題

上，大部份受訪者都有注意到這個問題並意識到該問題的重要性。國內近來來

政府陸續推動的年金改革造成所得替代率將逐年調降的訊息，也隨著媒體和網

路持續的宣導，讓大部份民眾有了概略性的瞭解，間接也促使一部份的消費者

開始認真思考自己的退休準備是否充足，進而願意開始做些退休前的規劃與準

備。 

 在準備退休規劃的過程中，我們看到了投資報酬率成為受訪者普遍最關心

的話題，所以選擇退休準備的投資工具上，房地產、股票、基金投資這些投資

工具就成為主要的選擇。年金保險商品的投資報酬率，對受訪者來說普遍都覺

得很低，往往成為客戶再三考慮是否購買的重要因素。特別是在訪談中我們也

看到，有一定比例的受訪者都談到了對於不動產方面的投資興趣，有人選擇日

後要以租金收益做為穩定的退休收入（當俗稱的包租公或包租婆），也有受訪者

從不動產投資衍生談及了以房養老的概念。 

 

 從訪談的整理中，我們不難看出大部份的人對於年金商品的認識，都還是

停留在金融投資工具的一種，即便購買了年金商品，當遞延期間結束，真正選

擇進入年金化的並不多，當然這也和商品設計有關，從所研究的年金商品中我

們也發現，大部份的商品設計都保留了一項選擇權，就是遞延期間結束，可選

擇一次領回所有保單價值準備金或保單帳戶價值，這也變相讓年金保險喪失其

退休安養的功能，而流於與其他金融投資工具相同的地位。 

還有本研究也發現到消費者不願意購買年金保險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通

貨膨脹所造成貨幣價值減損的問題，由於年金保險是替自己的未來退休生活做

準備，如果不能克服因時間造成貨幣價值的減損，消除消費者心中的疑慮，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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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無法在未來市場競爭中贏得消費者的青睞，如何克服這個問題仍有賴保險公

司做進一步的研究與開發。 

 在賦稅優惠方面，幾乎所有受訪者都一致認為，政府如果能夠提供更多賦

稅上的優惠，不論是免稅或遞延課稅都對受訪者具有增加購買年金保險的影響

力和吸引力。 

 在年金商品保證給付的機制上面，大部份受訪者都認為，雖然保證給付的

機制其保費可能會貴一點，但還是相較於沒有保證給付的商品來得更有吸引力，

但也有受訪者提到，若能夠有單純的生存年金而不具備死亡給付的年金商品，

對其而言也會是部份消費者所喜歡的，在跟保險業界的主管訪談中也提到了未

來商品設計的方向，特別是多元選擇性會是未來發展的趨勢，未來的商品搭配

除了基本款的生存年金還能搭配選擇遞延期間的投資方式或投資工具，提領年

金的數額也可更有彈性或選擇，當然投保的便利性也會是重點之一，例如現在

陸續推出網上購買年金，核保簡易快速….等。 

    上述詳細訪問內容，可詳見於附錄。 

 

本章小結 

    從本章節深度訪談所得資料中，嘗試就本研究所希望釐清的三個問題，進

行了分析歸納： 

(一) 國人不喜歡買年金之原因為何？ 

1. 年金保險的投資報酬率太低。更喜歡其他投資報酬率較高的投資工

具，例如買股票、投資房地產當包租公/包租婆。 

2. 目前年金保險的設計，無法解決因通貨膨脹所造成貨幣價值減損的

問題。 

3. 部份消費者的投資屬性較為保守，加上工作忙碌無暇對相關投資工

具進行瞭解，故偏好銀行定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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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年輕時收入有限，加上年金保險多以生死合險居多，相對保費偏貴，

故不會想買，不過通常年輕時也不會想這麼遠，通常得過了 40 歲

以後，才會留意到退休準備的問題。 

5. 商品設計不夠彈性和多樣。 

(二)  如果改變年金的種類或設計，會不會改變上述的需求動機？ 

1. 如果能設計出可以解決因通貨膨脹所造成貨幣價值減損的問題之

商品，則會考慮購買。 

2. 如果能結合更多高投資報酬率的金融投資工具，提高年金保險的投

報率，則會考慮購買。 

3. 如果能有單純年金不含死亡保障的商品，降低年金保費則會考慮購

買。 

(三)  如果加入政府的獎勵措施，會不會有更具體的幫助或影響？ 

1. 絕大部份的受訪者都一致認為，如果政府能提供更多在購買年金保

險上的賦稅優惠，會讓其更有意願將部份可運用資金轉入年金保險，

為退休增加一份準備，對於年金保險的發展上會有更具體的幫助或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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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經過了前面幾個章節的研究與分析，在下結論之前，我們先回到本研究主要想

探討的問題上： 

(一)  國人不喜歡買年金之原因為何？ 

(二)  如果改變年金的種類或設計，會不會改變上述的需求動機？ 

(三)  如果加入政府的獎勵措施，會不會有更具體的幫助或影響？ 

關於第一個問題，本研究總結以下幾點原因： 

1. 年金保險的投資報酬率太低。 

2. 年金保費太貴。 

3. 通貨膨脹會減損退休領取年金保險的貨幣價值。 

4. 年金保險商品設計不夠彈性和多樣。 

5. 與投資人的投資風險偏好有關。(太低的不會選) 

6. 欠缺更多購買年金保險的誘因、優惠或獎勵。 

 

關於第二個問題，本研究總結如下： 

1. 拉高年金商品的投資報酬率，會增加消費者購買年金保險的需求。 

商品 LINK 標的更多樣或彈性化，會增加消費者購買年金保險的需求。 

2. 單純提供生存給付保費較便宜的年金商品，會增加消費者購買年金保險的需

求。 

3. 仿效各國多樣化的商品特色~例如能解決未來因通貨膨脹造成貨幣價值減

損的商品…，都會讓消費者更願意進場購買保險年金。 

 

最後第三個問題，本研究總結如下：如果政府確實能在以下兩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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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個人所繳保費的部份，能夠提供遞延課稅或免稅。 

2. 在企業年金雇主提撥金額的部份，可列為營業費用，予以免稅。 

一定會讓更多的消費者更有意願將部份可運用資金轉入年金保險，增加自己的

退休準備，相信對於年金保險未來的發展上，一定會有更具體的幫助或影響。 

 

在釐清上述問題後，針對本研究的總結要點如下 

一、從本研究的第一章中，我們了解到我國即將進入高齡社會。並將於 115 年

進入超高齡社會，這幾年推動的年金改革也讓所得替代率逐年下降，加上社會

結構改變少子化現象成為未來國家發展的一大隱憂，讓青壯年一族不得不認真

開始思考高齡社會即將對我們帶來的影響，畢竟安養、安置、照護、醫療……

會是我們未來花費最多的部分。 

 

二、透過數據資料分析比較法，我們對國內保險市場進行分析，發現了以下幾

個值得關注的重點： 

(一)年金保險的保費收入佔總保費收入的比率僅有約 6.58%。可知年金保險

在目前保險市場的銷售面並非主流，而且其中有很大一部份的年金保險都

是在遞延期間結束時選擇一次性領回，或在遞延期間中半途解約，致使真

正進入年金化逐年領回生存年金的成為了少數，也讓年金保險的真正意義

打了很大的折扣。 

(二)從市場上的商業年金商品進行分析，就 139 項年金保險的商品來說，

我們看到以下幾點： 

1. 投資型年金保險計有 115 項，佔 82.73%。從數字上來看，保險公司偏

好推出將投資風險全數轉嫁由保戶自行承擔的「投資型年金保險」。 

就這點來看，可能跟消費者一直很在意的投資報酬率有關，傳統型年金受

限於主管機關基於保險公司經營安全上的考量和限制，保單的預定利率往

往低於市場預期，以近期來說保單預訂利率大約為 2.25%，但投資型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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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品，則是隨著所選擇的基金經營績效之高低而有不同的投資報酬率，

就長遠的投資報酬率來說一定會大於 2.25%許多，加上投資風險由客戶自

負，所以保險公司也樂於推出類似商品，也因此「投資型年金」，就順理成

章成為目前年金保險市場中發展的主流商品。 

2. 外幣年金保險計有 61 項，佔 43.88%，以幣別來說，從最常見的外幣

保單是採美元計價，之後接連推出了歐元、英鎊、日圓、澳幣、紐幣、加

幣、港元、人民幣可供選擇。從佔比上來看，投資性質功能在現有的年金

保險中仍佔有很重要的影響，當然這也與最後是否進行年金化有關，就實

務上的觀察，有較多的外幣年金保單，最後並未選擇進入年金化的階段，

在年金化前夕解約，單純只使用了年金保險在遞延期間的投資獲利功能。 

3. 傳統型年金保險中，利率變動型的部分佔 83.33%。從實際數據來看，

不難發現，多年以來隨著利率逐年下滑，保險公司已逐漸選擇將利率風險

轉嫁由消費者承擔，因此利率變動型保單在傳統壽險中逐漸成為重要商品

設計的特色之一，當然這樣的轉變也連帶影響了年金保險的商品。 

 

三、透過從國、內外文獻的分析與歸納，我們看到了以下值得關注的重點： 

(一)人壽保險仍是保險公司 2017年中最被看好的險種，依次才是健康保險、

年金保險與傷害保險。年金保險的發展似乎還離成為主流商品還有不小的

距離。 

(二)各國政府為避免社會福利支出規模急遽擴大，皆嘗試透過賦稅優惠或

遞延課稅的方式，鼓勵民間企業自行辦理退休金計劃或由個人投保商業年

金保險，例如美國的 IRA、401k；英國的企業年金；日本的厚生年金基金、

401k 等。 

(三)美國、英國及日本的年金保險在提撥階段都採取限額內免稅的作法，

雇主提撥的部分可列為費用，受雇者提撥的部分在限額內得免計入所得、

免課徵所得稅。這樣的做法對於日後我國在推動企業年金時，可以借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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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經驗和做法，鼓勵更多企業主用企業年金吸引並留住企業的重要人才，

並有效吸引員工加入企業年金保險，更有助於國人自我退休規劃的落實，

進而逐步降低高齡社會所帶來的實質影響。 

(四)在年金累積期間所獲取之利息或資本利得，美國和英國都無須課稅。 

(五)最後到了年金提領時，美、英、日三國都採取相同作法，在領取的當

年度才列入所得課稅，但也因為年老領取年金時，所得較年輕時為低，甚

至有可能已無所得，自然在課徵所得稅上，會適用較低稅率或甚至未達最

低課稅門檻。 

(六)團體年金的推動在目前國內實際現況中是非常緩慢的，以日本的發展

為例，我們看到了團體年金保費收入佔當年度總保費收入達 11.09%，其發

展經驗是很值得我們思考與研究，甚至進一步參考與學習。 

 

四、透過深度訪談的瞭解與歸納整理，我們看到了以下值得關注的幾個重點： 

(一)受訪者還是很關心面對高齡社會自己的退休規劃和準備是否充足之問

題，若以這點做為需求面的基礎，對於日後持續推動年金保險會有很大的

幫助。 

(二)對於年金保險推動的部份，政府若能提供更多賦稅優惠，例如購買年

金保險的保費支出在一定額度內比照國外做法，提供遞延課稅或甚至於免

稅的優惠，能讓消費者有更大的意願，將更多可運用資金投入年金保險的

規劃中。 

(三)隨著時間的經過，通貨膨脹所導致的實質貨幣購買力減損問題，會 

是消費者關注的重點之一，如何設計能隨通貨膨脹率或將該問題的解決方

式設計於商品之中，例如逐年隨物價提高而增加給付金額的商品，會是消

費者心中所期望的。 

(四)從投資報酬率這點來看，投資報酬率的高低是每位受訪者都很關切的

重點，往往也是決定消費者是否願意購買年金保險的重要參考依據。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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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或結合獲利更高的金融商品，或是開放更優質的金融商品供其連結，

可能會是主管機關和業者未來共同努力的目標。 

(五)從保險公司的營運規模大小來看，有部份受訪者會在意這個問題，但 

前題可能還是建立在商品設計和投資報酬率差不多的基礎上，否則還是會

優先考率商品特性和投資報酬率的高低。此外有部份受訪者也談到，對於

保險公司所提供的服務及口碑好壞，以及是否有服務親切且熟悉或固定的

壽險業務員，也會是購買時的參考重點之一。 

不過以台灣實際的發展經驗來看，保險公司在資本適足率22(Risk Based 

Capital；RBC)低於一定水平時，主管機關通常就會透過行政監理進行接管

或找業者併購的方式進行接手或干預，在這一方面倒也是蠻能讓消費者安

心購買保險商品，不會讓相關權益因為保險公司的經營狀況而受到影響。 

(六)從訪問中我們也瞭解到一個很重要的特殊現象，就目前保險業界所銷 

售的年金保險中有很大部份都未能在遞延期間結束後進行年金化，通常是

在遞延期間結束後就選擇一次領回，而僅僅淪為單純的金融投資工具，對

此恐不利於年金保險長遠的健康發展。如何改善此一現象，是否能考慮比

照美國的作法，設置年金保險未能年金化的懲罰型賦稅設計，也將成為未

來研議的重點之一。 

(七)從訪問中，本研究有注意到受訪者往往對於不動產的投資和取得，做

為自身退休規劃的一個重要環節，特別是想用租金來做為退休後固定收益

的來源之一，如果在租屋需求大於供給的情境下，是可以達成以上目的。

但是如果加入一些變數，例如說：經濟衰退工作人口外移、少子化帶來整

體人口的減少或結構產生變化…等，都容易連帶影響到租金收入的穩定性，

一旦租金不再是固定的收益，那其他與不動產相關的年金商品規劃就可能

會有其需要和價值，例如國外有的逆向房地產抵押轉換年金保險。 

                                                 
22 資本適足率分為五級：「百分之三百以上」、「百分之二百五十以上，未達百分之三百」、「百

分之二百以上，未達百分之二百五十」、「百分之一百五十以上，未達百分之二百」、「未達百分

之一百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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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研究綜合整體研究結論，擬從保險公司商品設計、政府主管機關法令的

配合與要求，及政府租稅優惠獎勵及其配套措施等幾個部份提出建議： 

一、從保險公司的商品設計方面： 

現有年金商品類型大多能滿足目前市場上的需要，但從先進國家借鏡，仍

有一些商品是可以考慮列入未來與金融機構合作推動的商品項目。 

(一)研究發展對抗通貨膨脹相關的年金保險。 

這類型的商品在美、英等國已有列入考量並商品化，從深度訪談中我們也

看到，確實由於時間所造成的通貨膨脹導致貨幣價值減損的問題，應該受

到重視，未來保險業在商品設計面可以加入這方面的因應設計，例如參照

國外設計能與通貨膨脹相關衡量指數變化相結合的商品，在給付年金時考

量此項變化，逐年調高給付金額，讓生活水平不致於因為通貨膨脹的問題

而有明顯落差。 

(二)推動純粹保障型的生存年金保險。 

由於目前國内的年金保險大都含有理財的功能在裡面，而我們這裡所建議

的純粹保障型的生存年金保險，是希望能研發真正提供純粹保障型的生存

年金，真正把活太久的生存風險做一些規避和準備。 

初步建議可先配合政府賦稅獎勵政策，持續推動不具有死亡保障的生存年

金保險，一旦在遞延期間身故，僅將保單價值準備金或保單帳戶價值中的

餘額退還給應得之人。讓政府的賦稅優惠鼓勵年金發展的美意，能有機會

落實的推動。 

未來若有機會更進一步，應可考量研發出類似定期壽險概念的純生存保障

的年金保險。就定期壽險而言，所繳保費就是用來換取萬一在承保期間發

生死亡風險時，受益人所能得到的保障，一旦時間經過風險未發生，則保

險費全部就自然成為規避風險所付出的成本。然後現今的年金保險多以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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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型或壽險方式存在，投資型保單因為包含了遞延期間的投資額度及死亡

的風險保障，有時甚至有保證給付的約定，這讓保費往往因此高了許多。

即便是傳統年金壽險，因為也是以壽險方式存在，相對在遞延期間也會隨

著保費的繳納逐步累積保單價值準備金。本研究想提的是遞延期間繳費，

但一旦身故就沒有任何金額可領的「純粹保障型生存年金」。 

定期壽險的射倖是在於眼下之後的一年內的「死亡」風險，但純粹保障型

的年金保險則是從現在的角度射倖未來六十五歲以後還「生存」所面臨安

養資金不足的風險。 

 

二、政府主管機關與立法機構法令面的配合： 

(一) 對消費者而言，會想選擇較具規模的保險公司，主要的原因是會擔心

保險公司是否能夠永續經營，一旦保險公司在經營面發生問題，是否

能繼續完成保險年金逐年給付的責任。如果我們可以從立法面建議去

做修法規範，要求保險公司在年金部分設置一個年金保險總歸戶的獨

立分離帳戶，將已經轉入年金的責任準備金，應全數提撥到獨立帳戶，

以確保已經進入年金給付中的保險契約，不會因為保險公司的經營問

題發生問題，而去影響到保戶權益，更能吸引消費者將部分資產投入

商業保險年金的規劃中。不過依目前現況，投資型年金保險商品已佔

整體年金商品的 82.73%，而投資型保單依據法令，本來就規範需要用

分璃帳戶提列，完全不會受保險公司經營虧損的影響，如果剩下 17.27%

的傳統型年金也能有類似規範，相信也會對於年金保險未來的推展更

有幫助。 

目前傳統型年金壽險是屬於一般帳戶，但是利率變動型年金商品（年

金或是壽險）則是屬於一般帳戶（general account）下的區隔帳戶

（segregate account），雖歸類於保險人一般帳戶內，保險人針對區隔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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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計算收益以回饋給保戶，於財務報表上無需揭露所區隔的資產，但

萬一保險人發生破產時，所有保戶仍須一起分享剩餘價值。 

(二)對於年金保險目前幾乎都未能進入年金化，都選擇到期一次領回的問

題，應可從賦稅層面進行修改即可有所改善。整體來看，如果年金保險不

選擇進入年金化而是到期一筆領回，則與一般投資行為無異，那就應該回

歸投資所需要負擔的賦稅，一旦選擇一次領回，除了所得稅中每年的保險

特別扣除額23中已經扣抵免稅的額度，應予補繳稅款外，遞延期間所衍生

出的投資利得或利息也應列入所得於領回當年一併課徵所得稅。 

 

三、政府賦稅優惠獎勵及其配套措施方面在個人年金保險方面。 

由於本研究認為，面對已經到來的老年化及少子化的問題，未來將會逐步

加重整體國家社會的在社會福利支出上的問題與負擔，若是政府能透過一

些賦稅上的獎勵措施(特別是能採用遞延課稅)，鼓勵部份國人提前幫自己

做些退休安養規劃，屆時國家所需要承受的老年社會福利支出也能相對減

緩許多，這是很棒的雙贏規劃和建議。所以本研究建議政府能提供純粹保

障型的生存年金保險(不含遞延期間死亡保障)的賦稅優惠，比照國外做法，

在遞延分期提撥期間提供一定額度的遞延課稅優惠，繳交年金保費的金額，

在一定額度內得免列入所得稅的課稅額度內，待日後年金化分年提領時，

依每年提領的年金列入當年度所得課稅額度，再予以課稅。 

年金保險在提撥期間，所產生的利息收入和資本利得，亦得以遞延至領取

年金時，再合併以實領年金做為計算應課稅額的基礎。 

(一) 在團體年金方面。 

                                                 
23 保險特別扣除額:每人(以被保險人為計算依據) 每年 24,000 元。但實際發生之保險費未達

24,000 元者，就其實際發生額全數扣除。但納稅義務人、配偶及申報受扶養直系親屬的全民健

康保險費，由同一申報戶的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繳納者，得不受金額限制，全數扣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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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其他國家的企業年金跟著個人年金同步持續的發展(可參考本研究

中日本的相關數據)，反觀國內企業年金的發展相對遲緩許多，也讓我們覺

得推動企業年金已經刻不容緩。 

建議政府能獎勵企業主開辦企業年金作為留才或員工福利的措施，企業開

辦企業年金負擔年金保費時，該部分金額得在一定額度內比照國外作法，

得列為企業的營業費用予以扣除，以鼓勵企業主配合政府共同建購老年安

養的福利體制，然而員工若有年金保費的部份自負額度，也可併入個人年

金中開放遞延課稅的額度。 

 

    上述的賦稅優惠都建議應該建立在最後能夠能進入年金化的基礎上，一旦

遞延期間解除契約或最後未能進入年金化逐年領回時，可考慮參照國外的做法，

除了予以一次補繳應付稅額。其目的只是單純的希望讓年金保險的發展進入正

常化，成為老年退休安養規劃的重要輔助工具，而不會僅淪為一般的金融投資

工具。也讓政府提供賦稅優惠，以降低未來老年社會福利支出整體成本的想法

得以具體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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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壹、深度訪談： 

一、第一次深度訪談摘要整理內容 

訪談對象：L 先生 

職業或資歷：曾擔任保險業內勤行政主管多年的經驗。 

時間：106 年 12 月 2 日 

 研究員：您是否會擔心老年退休及安養的資金準備不足的問題？ 

    L 先生：目前還不會，還沒有急迫性。 

    研究員：您聽過或知道政府開辦的國民年金、勞保年金、或軍公教退休年 

            金嗎？ 

L 先生：知道。 

研究員：您有注意到年金陸續改革後，國人的所得替代率也將逐年下降， 

        對於未來的退休生活，可能都會需要更多的準備嗎? 

L 先生：有，因為在保險業界工作，所以這些的訊息是有的，也有瞭解。 

    研究員：您覺得政府開辦的這些年金，可以滿足您未來老年退休及安養的 

            生活規劃嗎？ 

    L 先生：應該是不夠的。不過我未來應該自己會做一些規劃。 

    研究員：目前您都是怎麼替您自己的老年退休及安養規劃做準備的？ 

L 先生：目前其實還沒想太多，應該會趁年輕多賺點錢，多做點投資。 

研究員：您有買過保險年金的經驗嗎？ 

L 先生：有，曾經買過年金保險，但後來就解約了。 

研究員：當時是在什麼情況下選擇購買年金保險。 

L 先生：主要是因為該商品的投資報酬率還不錯，所以選擇購買。 

研究員：後來為什麼會解約? 

L 先生：因為剛好手邊需要用錢，加上已過解約需要額外負擔解約費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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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限，所以就申請解約。 

研究員：隨著年紀的增長，您會開始擔心退休準備不足的問題嗎? 

L 先生：當然會，不過退休準備的管道應該很多，我個人認為其實保險年 

        金是比較保守或比較沒空做投資理財的人才比較會考慮使用的 

        投資工具。而我比較希望能將個人有限的財富資源能用來賺取更 

        多的投資報酬。舉例來說：投資股票如果選擇長期持有，就如果 

        我們只談股息跟股利就好，投資報酬率大於 4%以上的個股比比 

        皆是，有很多的選擇，但保險年金的投資報酬率要能大於 4%應 

        該不多。    

研究員：所以目前您對於自己未來的老年退休準備，年金保險對您而言 

       ，還是不太具有吸引力。 

L 先生：是的。 

研究員：請教您一個假設性的問題，如果現在讓您選擇買個年金保險， 

       那些因素會是您優先考慮的項目? 

L 先生：其實我第一優先考率的還是在投資報酬率。 

研究員：您會考慮保險公司經營的規模大小嗎? 

L 先生：應該不會，還那個重點我沒想過讓年金真的進入年金化，還是習 

        慣自己做規劃。 

研究員：您不會擔心，年紀大加上有錢在手，很多外在的拉力都會逐漸消 

        耗您的退休準備，例如孩子的成家立業、購置房產或代步工具 

        …. 等。 

L 先生：不會耶！我覺得很多人應該都跟我一樣吧！選擇自己掌握。 

研究員：換個角度，再跟您請教一個問題，您知道目前每年申報所得稅， 

        對於購買保險來說有一個免稅的扣除額度嗎?您有使用這樣的額 

        度嗎? 

L 先生：知道，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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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員：都是用來購買那一類的保險商品? 

L 先生：一般壽險、健康險、意外險。 

研究員：如果政府在賦稅上提供一些優惠獎勵措施，例如說：國外有一種 

       遞延課稅的做法，在當年度的所得中提供可用於遞延課稅的一定 

       額度，鼓勵民眾購買年金保險。並等到 65 歲年金開始給付以後， 

       再依當年度領回年金的金額認列為當年度所得，不過此時因為已 

       經退休，所需負擔的所得級距和課稅適用的費率，往往已經大幅 

       下降，這樣的做法是否能夠讓您考慮善用這些獎勵措施，而選擇 

       進場購買一些不錯的年金保險商品。 

L 先生：可能會有一些吸引力吧！不過最終還是要看賦稅上的這種遞延課 

        稅的優惠，是否真能達到類似免稅的效果，如果可以才會考慮。 

研究員：我知道您曾在保險業界擔任多年的主管，如果請您從業界的角度 

        出發，您認為就年金商品未來要能夠成為主流商品之一，從而在   

            未來的老年化、少子化社會的轉變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您期望   

            政府單位及保險業者應該在哪一方面多做一些調整，會更有效果 

            提昇國人購買年金保險的意願？ 

 L 先生：從業界的角度來說，應該是能多參考國外先進國家的一些銷售不 

         錯的年金商品類型進而引進國內，此外也需要政府提供更多的優 

         惠獎勵措施或行政寬容，例如：舉辦活動公開表揚推動年金保險 

         得力的公司，更有甚者可以提供商品審查上的行政寬容或優惠 

         ，又或者是提高國外投資比例上限的獎勵。此外建議政府提供更 

         多的賦稅上的寬容或優惠，吸引民眾投入年金保險的市場。 

研究員：謝謝您今天接受我們的研究訪談，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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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次深度訪談摘要整理內容 

訪談對象：D 先生 

職業或資歷：台北某私立大學副教授。 

時間：106 年 12 月 1 日 

 研究員：您是否會擔心老年退休及安養的資金準備不足的問題？ 

    D 先生：不會。 

    研究員：您聽過或知道政府開辦的國民年金、勞保年金、或軍公教退休年 

            金嗎？ 

D 先生：知道。 

研究員：您有注意到年金陸續改革後，國人的所得替代率也將逐年下降， 

        對於未來的退休生活，可能都會需要更多的準備嗎? 

D 先生：有，知道這件事。 

    研究員：您覺得政府開辦的這些年金，可以滿足您未來老年退休及安養的 

            生活規劃嗎？ 

    D 先生：一定是不夠的。 

    研究員：目前您都是怎麼替您自己的老年退休及安養規劃做準備的？ 

D 先生：趁年輕多賺點錢就好。 

研究員：您有買過保險年金的經驗嗎？ 

D 先生：沒有耶。 

研究員：我很好奇，您曾在保險業界工作，卻沒買過年金保險，有沒有    

        一些特別的原因？  

D 先生：大約十幾年前，那時候就有年金保險，但那時候得的氛圍，大家 

        根本不會想買年金保險、當時保險業比較流行或熱賣的商品大都 

        是重大疾病、終身醫療及健康防癌這些類型的商品，加上那個時 

        候因為自己也比較年輕，而且年金保險對當時的我來說，相對的 

        也比較貴所以當時還沒考慮到這麼遠，所以就一直沒有買年金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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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 

研究員：可是一直到現在也都沒有再買嗎? 

D 先生：沒有，但是因為一直也沒有人推銷年金保險給我，而且現在很多

年金都是投資型的年金，我又對投資型年金沒有興趣。 

研究員：為什麼會對投資型年金沒有興趣呢？ 

D 先生：因為你既然是要年金嘛，退休年金。對於退休這件事就不能有風

險嘛，那個是老本，你要透過投資去累積老本，對我來講還是存在有蠻大

的風險問題，因為沒辦法確認到時候能領到多少錢，退休需要沒有風險要

過日子的錢，所以我覺得投資型的年金我沒有那麼愛。 

研究員：但是就個人觀察目前市場上投資型的年金保險其實蠻多的具有一

定的佔比 

研究員：目前國內投資型商品大都不是交給全委而是借用基金投資的平台，

但是又不太像其他國家在平台上面有很多的選擇，舉個例子來說，我曾經

看過在英國有個基金，專門連結學生出租的一個基金，你想想看一個學生

要去租房子，這一定都是穩定的收入，這樣的產品在台灣沒有。我覺得現

在的投資型年金所連結的都是很一般型的基金或者是債券，並沒有對退休

市場提供一些更加穩健型的建議，所以我是覺得以現在的投資型商品，可

選擇性比較低，只是保險公司比較善用一些包裝，讓大家覺得是可以當做

是退休規劃的一個方式，而我也覺得是，只是它是變成退休規劃的主要一

種選項，還是附加的選項，我個人認為說，現在年金對大家來說顯得很重

要，是因為年金改革的問題，那年金改革將所得替代率逐年調降為 60%，

相對來說為什麼大家會對這個年金感興趣是因為那個退休金是固定的，沒

有風險，所以大家覺得固定沒有風險的事，對退休來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研究員：你有沒有想過退休金這麼少，有沒有想過一些固定的來源能夠讓

你有更多準備，（例如：有些人選擇保險、有些人選擇信託）那你自己有什

麼規劃或什麼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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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員：隨著年紀的增長，您會開始擔心退休準備不足的問題嗎? 

 D 先生：會呀! 

研究員：那您都怎麼規劃呢?  

D 先生：我受到我父親的影響很深，他是一位比較保守的人，對於退休準     

備不希望有太多額外的風險問題，而將資金都用於不動產房屋的

購買再將房子出租，因為租金收入相對比較穩定而且在租約的簽

訂上，我的父親都還會謹慎地要求進行租約公證。 

所以我也覺得這樣的方式也很不錯，現在房價高很多人買不起，

租屋的需求也很大，加上租金收入也很穩定，而且現在銀行也有

推出以房養老，用房子抵押換退休所需也行，所以我能夠有兩三

間房子可以出租的話，會覺得買房子出租是很穩當的退休準備。

我覺得沒有風險的事才能當做退休規劃的選項。 

研究員：目前市場上也有一些傳統的年金保險，利率固定會不會符合您的 

需求？ 

D 先生：市場上傳統年金保險，幾乎都還綁了死亡險，如果有那種單純只 

為退休規化的純年金，我應該才會考慮。 

研究員：在保險公司服務的時候，相信您也看過一些具有保證給付的年金 

商品，對於這類型的商品，您認客戶是比較喜歡的嗎?當然有保證

就一定比較貴，那是一定的，您怎麼看？ 

D 先生：目前就我瞭解投資型年金保險在提供保證的個部份，很多保險公 

司已經規劃的較少，因為保證的機制大都還要洽再保，而且據我

瞭解再保也漸漸不願承接類似業務。因為目前國人平均餘命一直

往後遞延，對再保而言生存風險也持續上昇，我個人是不看好此

一部份。 

研究員：提個假設性問題，如果現在讓您選擇買個年金保險，那些因素會 

是您優先考慮的項目?您會考慮保險公司經營的規模大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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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先生：我不會考慮保險公司規模的大小，最主要還是考慮商品設計的內 

容，看內容是否符合我的需要。 

其實老年最擔心的是我有錢我有沒有辦法照顧我老年的生活，如

果我的年金跟養老村、年金屋或者是跟長期照護有所結合，對我

來說會更有吸引力。 

研究員：如果政府在賦稅上提供一些優惠獎勵措施，例如說：國外有一種 

       遞延課稅的做法，在當年度的所得中提供可用於遞延課稅的一定 

       額度，鼓勵民眾購買年金保險。並等到 65 歲年金開始給付以後， 

       再依當年度領回年金的金額認列為當年度所得，不過此時因為已 

       經退休，所需負擔的所得級距和課稅適用的費率，往往已經大幅 

       下降，這樣的做法是否能夠讓您考慮善用這些獎勵措施，而選擇 

       進場購買一些不錯的年金保險商品。 

D 先生：其實我認為既然政府一直要大力推動老年照顧的問題，我覺得老 

年照顧就是要錢嘛，那既然要錢就又希望轉嫁到民間讓民眾去做

自己的安排，那為什麼不在稅法上面給一些優惠，鼓勵大家去買

純生存保障的年金保險，保費能抵減多少，現在所得稅中保險扣

除額 24000 元 20 年了都沒有變，如果要推廣年金保險可以從這個

角度去看。如果能夠有些遞延課稅或免稅的作法相信民眾也會跟

我一樣，多些意願將部份資源用來配置在年金保險這部份。 

研究員：我知道您目前在學術界任教加上您曾在保險業界擔任過主管，如 

果請您從學界或業界的角度出發，您認為就年金商品未來要能夠  

成為主流商品之一，從而在未來的老年化、少子化社會的轉變中

扮演更積極的角色，您期望政府單位及保險業者應該在哪一方面

多做一些調整，會更有效果提昇國人購買年金保險的意願？ 

D 先生：我是覺得現在少子化的問題已經成為國安問題，相對的我覺得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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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問題、老年化的問題也應該拉高至國安的層次來討論。那既然

是國安層次，那我們來看現在的年金改革委員會它談的是年金改

革，可是近期又有長看、長照的條例及社會福利的議題，為什麼

不拉高層次在中央政府設立老年照顧整體規劃的專責機構，除了

現有機制的改進以外，推動並整合各方資源，加上提供適度賦稅

上的獎勵措施，才會有實質的幫助。 

研究員：謝謝您今天接受我們的研究訪談，謝謝！ 

 

 

三、第三次深度訪談摘要整理內容 

訪談對象：J 先生 

職業或資歷：目前擔任國內某壽險公司高階業務主管。 

訪談時間：106 年 12 月 2 日 

研究員：貴公司賣很多年金保險、也是年金保險市佔前六大之一 

J 先生：我們公司是有保險年金商品的平台，但據我所知幾乎沒有保險年 

金商品進入年金化，我們都是透過銀行通路，銀行理專以投資型年

金保險的型態進行銷售，而選擇購買的客戶主要是因為，該商品相

較於銀行定存而言，有較高的投資報酬率。 

 研究員：會不會碰到中途解約的情況？ 

J 先生：投資型年金保險通常會有兩種型態，一種是躉繳遞延型，如果是 

這類型就會在投保時收一定手續費，之後贖回或解約就不另行扣

款，第二種是分期繳費遞延型，如果這類型就會就會有解約費用

的約定，通常期限為三年，解約費用逐年遞減，三年過後解約就

無影響。 

 研究員：您瞭解為什麼大多數客戶都不選擇年金化的理由嗎? 

J 先生：應該這麼說，其實我們曾嘗試去看過，這類型的投資型商品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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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金化的結果，對客戶而言就是大約要持續存活超過 30 年以上，

才能達到損益兩平，之後繼續活著才能活的越久賺的越多，如果

以 65 歲退休開始起算，要再活過 30 年，這已經超過國人的平均

餘命，自然無法吸引青壯年以此做為老年規劃的退休準備的選擇。

但客戶的購買動機都並非是做退休的老年規劃。 

 

 

四、第四次深度訪談摘要整理內容 

訪談對象：J 小姐 

職業或資歷：專業理財顧問。多年從事協助高資產客戶進行理財規劃。 

訪談時間：106 年 12 月 3 日 

研究員：小 J 有買過年金保險嗎？ 

J 小姐：沒有耶 

研究員：那有聽過年金保險嗎？ 

J 小姐：是不是那種，繳個六年之後每年領回一筆錢那種。 

研究員：你說的那種比較像是養老險或生死合險。 

年金保險通長繳費方式有兩種，一種是躉繳，繳了之後有兩種做

法，一則遞延數年可以是六年、十年、二十年、或約定到幾歲，

開始年金化逐年領回，一則是馬上進入年金化，這種比較少。另

一種可以用定期定額分期繳，遞延期間跟剛剛那種類似，時間到

就年金化開始領回。 

J 小姐：恩，這類的商品我的客戶有些有買過類似商品。但我經手的部分 

比較少幫客戶規劃這類產品，因為國內的保險商品普遍來說投資

報酬率都不高。我知道有些用外幣連結國外基金的保險商品其投

資報酬率會好一點。 

研究員：就你自己來說，是否有考慮過購買年金保險這類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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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小姐：其實沒有耶，因為保險通常投資報酬率比較低，加上因為年輕時 

賺的錢不多，在可支配所得有限的情況下，年金保險就不太可能

會是選項之一，大概還是比較著重在醫療、意外方面的保障型商

品。 

研究員：你在幫客戶做理財規劃的同時，就你的瞭解，你身邊的客戶都是 

怎麼做退休規劃？是否有些人會選擇購買剛剛我們聊過的年金保

險嗎？ 

J 小姐：我服務的族群以高資產的客戶為主，對於這些客戶而言，由於可 

支配所得相較於一般人來得多，從風險分散的角度上來說，通常

在保險這方面也會有一些配置，當然也會包含剛剛聊到的年金商

品。有些人買的金額還不算低，不過商品投資報酬率的高低，往

往會是左右客戶是否選擇購買該商品的重要考量之一。 

研究員：如果在政府願意獎勵民眾多購買年金保險，而增加了一些賦稅上 

的優惠，你覺得會不會對你或者是你的客戶增加一些購買上的意

願。 

J 小姐：哪些賦稅上的優惠？有比較具體的說法嗎？ 

研究員：國外有一種遞延課稅的做法，在當年度的所得中提供可用於遞延 

課稅的一定額度，鼓勵民眾購買年金保險。並等到 65 歲年金開始

給付以後，再依當年度領回年金的金額認列為當年度所得，不過

此時因為已經退休，所需負擔的所得級距和課稅適用的費率，往

往已經大幅下降，，這樣的做法是否能夠讓您考慮善用這些獎勵

措施，而選擇進場購買一些不錯的年金保險商品。 

不過有獎勵條件，相對也會有約束條件，如果中途解約而未進入

年金給付，除了在解約當年度解約全額列入當年度收入來課稅，

並會有懲罰性 1~2%罰款的約定 

     小 J：對於高資產客戶而言，賦稅上的獎勵和優惠，往往都是他們很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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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尤其是因為他們所得較高，課稅上往往會被適用較高的稅率，

所有能夠合法免稅或遞延課稅的方式，都會吸引他們考慮投入。 

研究員：謝謝您今天接受今日的研究訪談，謝謝！ 

 

 

五、第五次深度訪談摘要整理內容 

訪談對象：M 小姐 

職業或資歷：目前擔任國內某壽險公司內勤行政主管。 

訪談時間：106 年 12 月 5 日 

研究員：您過去有購買過保險年金的經驗嗎？ 

M 小姐：沒有耶 

研究員：您聽過或知道政府開辦的國民年金、勞保年金、或軍公教退休年 

金嗎？ 

M 小姐：知道。 

研究員：您覺得政府開辦的這些年金，可以滿足您老年退休及安養的生活 

規劃嗎？ 

M 小姐：應該是不夠的。 

研究員：那您是否會擔心老年退休及安養的資金準備不足的問題？ 

 M 小姐：會的。 

研究員：目前您都是怎麼替您自己的老年退休及安養規劃做準備的？ 

M 小姐：如果有多餘的錢，會想投資在房地產，買房子再出租當房東定期 

收入，而且租金收入可隨物價上漲而有所調整。 

研究員：您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由於高齡化少子化的影響未來不動產面 

臨供過於求的情況，如果用房地產當做是退休準備，會不會擔心

有些困難?(例如碰到房子租不出去的情況….) 

M 小姐：其實不動產在很早以前，或一直有泡沫化的問題，但事實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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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不動產始終是很穩健的投資工具，我覺得至少目前還是

這麼認為，而且我認為至少十年內還不會改變。 

 研究員：從對話中覺得您的理財模式似乎是比較偏重保守穩健型的 

M 小姐：對。 

研究員：其實保險用做退休規劃也常是保守穩健型的投資人選擇的工具之 

一，可以聊一聊您一直沒買年金保險，有沒有什麼特殊的原因？ 

M 小姐：年金保險似乎有個遞延期，如果說我現在買一個年金保險，我會 

想到可能十年後，我領年金的時，貨幣價值已經因為通貨膨漲的

原因而大幅減損，會讓我擔心現在投入 5000元到十年後領回 5000

元，其實質購買力已產生重大差距。 

研究員：所以年金保險的投資報酬率，是否能持續大於通貨膨漲率，對您 

來說是很重要的? 

M 小姐：對的。 

研究員：所以您會覺得不動產的投資報酬率比較高，也是比較穩當的? 

M 小姐：比如說做房東好了，房租是可以隨著物價水平去做調整，比較有 

彈性，可是年金的利率是死的，是固定的，比較沒有彈性，也跟

不上物價波動的變化。 

 研究員：您知道我們所得稅的申報中有一筆保險費的特別扣除額，每人二 

萬多可以列舉扣除，您和您的家人有使用這樣的賦稅上的優惠嗎? 

M 小姐：有的，我知道，也有使用。 

研究員：換個角度來說，那如果年金保險能設計更好的投資報酬率的商品 

或政府給予一些租稅上的優惠，是否會吸引您投入年金保險的購

買? 

M 小姐：政府給予一些賦稅上的優惠，我覺得這個方向是可以期待的。或 

者我也會認真考慮往年金保險的部份，去做一些規劃。 

  因為就我的個性來說會比較傾向做一些較為保守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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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我是覺得政府在年金這一部份還欠缺整體的規劃，對現在來

說年金的投資報酬率真的是比較低，無法有效吸引真正想做退休

投資規劃的人。如果年金保險能有能抗通貨膨漲的設計，或許也

能更吸引人願意投入。 

M 小姐：我再補充一下我個人的想法，我覺得年金保險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較缺乏彈性，雖說穩定的收入對老年人來說很重要，但很難說他  

臨時需要一筆錢，例如臨時生病住院醫療費…，年金就幫不了他，

所以我覺得年金會有投資報酬率不高，和缺乏使用時的彈性。 

研究員：謝謝您今天接受今日的研究訪談，謝謝！ 

 

 

六、第六次深度訪談摘要整理內容 

訪談對象： E 小姐 

職業或資歷：目前擔任國內某證券公司高階業務主管。 

訪談時間：106 年 12 月 7 日 

研究員：您是否會擔心老年退休及安養的資金準備不足的問題？ 

E 小姐：有，有想過 

研究員：想過之後你有沒有什麼樣的想法或安排，在這件事情上面？ 

E 小姐：其實我在保險這邊有做一些安排 

研究員：所以你有用一些保險的工具就對了 

E 小姐：有，我有耶！因為我有一個同學他就是在做保險這方面的業務員， 

我們大學一畢業後保險都給他來處理，其實每年保險新商品推出，

他就會跟我們說那些是我們可以考慮再增加的部份。像最近流行的

長照商品，我們也都有買一些。其實就老年規劃那一塊我也已經有

在思考，真的也有投保相關的商品。 

研究員：所以妳也知道木前政府開辦的例如：國民年金、勞保年金、或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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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教退休年金？ 

E 小姐：對。 

研究員：您覺得政府開辦的這些年金，可以滿足您老年退休及安養的生活 

    規劃嗎？ 

E 小姐：其實我也不知道這些能否滿足我的需求，我也從來沒去看過，我 

是不知道夠不夠，但是好像很多人都會覺得不足。 

研究員：在妳曾經買過的保險商品裡有沒有買過保險年金這類型的商品? 

E 小姐：我覺得沒有耶，我都是以有需要面生活面的為主，例如健康險、 

    防癌險或重大疾病險這類型的。 

研究員：那妳有沒有買過類似養老險的那種商品，就像投保後每兩年領回 

    一筆生存金那種商品? 

E 小姐：沒有耶。 

研究員：所以就只買純保障、醫療、防癌和重大疾病這幾類。 

E 小姐：對，就這幾類。 

研究員：如果未來選擇購買年金保險，那妳會不會考慮保險公司的品牌或 

    經營規模？ 

E 小姐：會呀，我覺得這兩項我都會看耶。 

研究員：主要是安全嗎?還是…? 

E 小姐：我覺得規模比較大、品牌形象好都會比較安全點。 

研究員：像妳現在還沒買過年金商品，你覺得未來什麼樣的因素會吸引你 

        去購買這類型的產品? 

E 小姐：大概還是需求吧！如果想為老了以後做規劃才會考慮吧！ 

研究員：另外問個賦稅面的問題，目前所得稅每人每年有 24000 元的扣除 

    額，妳都有在使用這方面優惠? 

E 小姐：有都有在使用。 

研究員：你覺得這種賦稅上的優惠會吸引你嗎?你會因為這樣的優惠而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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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買些保險嗎? 

E 小姐：會的。 

研究員：妳平常最常用的投資理財工具有那些呀?除了先前妳說的有用保 

    險規避一些風險以外。 

E 小姐：其實我很少做理財，我都用定存，因為工作的關系我們買賣股票 

    都要申報，我覺得很麻煩所以就選擇最簡單的定存。 

研究員：你在銀行定存的時候會不會常碰到銀行理專跟妳推薦一些投資報 

    酬率比定存要高的保險商品? 

E 小姐：很多，可是我都還是選擇定存耶。 

研究員：這樣分析起來妳似乎屬於那種投資要很穩健的那種客戶 

E 小姐：我是呀！我就是太保守了 

研究員：謝謝您今天接受今日的研究訪談，謝謝！ 

 

七、第七次深度訪談摘要整理內容 

訪談對象： E 先生 

職業或資歷：目前擔任國內外商保險公司規劃單位主管。 

訪談時間：106 年 12 月 11 日 

研究員：您是否會擔心老年退休及安養的資金準備不足的問題？ 

E 先生：會呀 

研究員：你最早想到這個問題大概是什麼時候? 

E 先生：大概是十年前吧!大概過 40 歲開始思考這個問題。 

研究員：你知道像我們勞保年金退休大概每個月能領多少錢呀? 

E 先生：可能兩萬多吧！我有算過。 

研究員：那你覺得這樣的金額給你養老夠不夠呀? 

E 先生：當然不夠，因為你要看你要怎樣的生活方式，如果是還有行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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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加上如果有自己的房子，兩萬多或許是 OK 的，但如果缺乏

一項兩萬多是沒法負擔 

研究員：那如果不夠，你會傾向做那方面的準備或安排? 

E 先生：定期定額投資或保險一半一半，保險會比較喜歡投資型保單跟一 

    般壽險。 

研究員：壽險?你說的是養老險那種嗎? 

E 先生：不是，是純粹一般壽險還是有些保單價值準備金可以在需要的時 

    候以貸款的方式借出來應急。 

研究員：那你買過的這些保險裡，有沒有包含過年金保險? 

E 先生：其實是有，只是說已經到期了 

研究員：是那種躉繳的還是期繳的? 

E 先生：是期繳的，因為遞延期間有一小段時間停繳，最後因為繳費金額 

未達年金化所需最低繳費門檻，所以到了遞延期間屆滿就只能一

次領回。 

研究員：你有想過就投資屬性來說，你是屬於那類型的投資人，是高報酬 

    追逐者、穩健者還是中間傾向呢? 

E 先生：我覺得我自己是屬於追求高報酬的追逐者，有很多時候會試著操 

    作股票。 

研究員：就投資面來說，就投資報酬率而言，多少的投資報酬率你會覺得 

        它是不錯的投資工具? 

E 先生：我覺得 20%~30%年投資報酬率，我講的是自己操作股票。 

研究員：20%~30%年投資報酬率這很多耶，你看像現在保險預訂利率都在 

    2.25%水平左右，照你的標準怎麼可能會選保險呢? 

E 先生：如果是短期的部份 20%~30%年投資報酬率這是目標，如果講長期 

十年、二十年 20%~30%年投資報酬率或許太高，但就短期這五年

來說應該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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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員：另外問個問題，目前政府在所得稅的扣繳稅額中有一項保險特別 

扣除額，每人每年有 24000 元的扣除額，這個項目你們家是不是

都有用完 

E 先生：都有用完。 

研究員：用完是因為免稅嘛，如果說換個角度講，我們談回保險年金，保 

險年金因為是受限於是為退休做準備，所以基本上不能有太高的

投資風險，所以利率上恐會趨於較為穩定，此時若能輔以政府再

提供一些賦稅上的優惠，這樣會不會增加你的考量，再挪用一些

資源投注在保險年金這個部份，安排你跟太太的退休準備? 

E 先生：會，如果說稅率比較高時就會考慮到這個部份，但事確實還是實 

    際估算一下節稅的效果和投資之間的獲利率來比較。 

研究員：所以投資報酬率還是蠻重要的? 

E 先生：對，還是蠻重要的。 

研究員：但至少若能有些賦稅上的優惠，你會優先考慮? 

E 先生：可以風險分散，也就是可以一部份轉往年金保險。 

研究員：年金保險的商品目前有一種保證機制，有保證期間或保證金額， 

不過有保證當然會比沒保證的商品來的貴一點，就你自己來說，

你會喜歡這類型有保證的商品，還是另一種單純年金不一定要保

證? 

E 先生：原則上是有保證對我來說比較有吸引力，即使是貴一點，我自己 

可以衡量我可以負擔的多少，我可以拿出多少百分比去做這樣固

定的規劃。 

研究員：可是保證領回就是事故已經發生，人已經不在，保證機制所給的 

錢，就是給還活著的人，這部份應該就不太算是退休準備，因為

退休準備是我們自己使用。你還是這麼想的嗎? 

E 先生：有部份是，因為保險年金的準備本來就不會佔我資產比重太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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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佔比。 

研究員：如果以 1 到 10 分來舉例，你如果有 10 塊錢，你會願意投在年金 

        保險這部份大概幾塊錢? 

E 先生：大約 1~2 塊錢左右吧，差不多十分之一。 

研究員：再問一個問題，如果站在一個商品設計差不多、投資報酬率也差 

不多的基礎上，你會不會特別去選擇保險公司經營規模很大的公

司? 

E 先生：不會耶，因為只要投報率差不多，公司的大小不會是考量的重點 

    ，反而是公司的服務態度還有業務員或服務人員 

研究員：所以說提供你服務的人也很重要，如果說投報率差不多，服務的 

    人是你認識的，而且對你的服務很好，你就會優先考慮對嗎? 

E 先生：對 

研究員：像你自己也在保險公司上班，你買保險都是自己處理還是透過業 

    務員提供建議跟服務? 

E 先生：都還是透過業務員。 

研究員：有專門在服務你們的業務員嗎? 

E 先生：恩，當然也有些已經變成孤兒保單，所以很重要的就是那個公司 

的 0800 客服中心的售後服務就變得很重要，這會比公司大小對我

來說更重要的事。 

研究員：如果從消費者的角度來看，如果未來年金保險要讓消費者去買， 

你覺得有那些是比較重要的面象或點? 

E 先生：方便買吧！現在的年金保險都已經開放線上購買，因為現在的年 

金保險都比較單純，應該很適合推動線上選購，我也覺得現在的

商品已經很有彈性了，但是應該還是有更多彈性的做法，特別是

多元選擇性會是未來的發展的趨勢，未來的商品搭配除了基本款

的生存年金還能搭配選擇遞延期間的投資方式或投資工具，提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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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金的數額也可有些彈性或選擇，因為每個人的需求都不太一樣，

當然如果有賦稅上的優惠，因為可以相對提高我的投報率。 

另外政府能否開放一些，商品設計上的限制，特別是年金保險在

利率上的限制，如果能有一些差異會會更好。 

研究員：謝謝您今天接受今日的研究訪談，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