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

第二章  保單貼現市場的起源、運作方式與發展 

 

第一節  保單貼現市場的發展歷程 

 

壹、保單貼現市場的起源 

 

    在古羅馬帝國時代，當有官員被派遣任務，即將踏上一段困難艱險的旅途

時，通常會準備一個包含有食物、金錢、旅行備用物資等物品之包裹，以期得克

服艱難的旅程。該包裹被稱為「Viaticum」，意義為「旅途中的備用物資」9。時

至今日，在金融以及投資的市場上，「Viatical Settlements」已經成為相當常見的

名詞，根據美國聯邦巡迴法院的見解，所謂「Viatical Settlements」，係指「一種

買賣保單的交易，交易雙方為罹患愛滋病或重症之被保險人以及買受保單之人，

愛滋病患或末期病患為求抒解其經濟上面臨的困境或是完成人生中最後的願

望，而將其保單出售於他人以取得一筆現款，買受保單之人則於該愛滋病患或末

期病患死亡後，得依據保單向保險公司請求保險金之給付。通常被保險人可以獲

得相當於保單面額百分之六十至八十的金額，相對的，該金額與保單面額的差

價，再扣除掉交易成本、維持保單有效之保險費、以及其他行政費用後，即屬於

買受保單之人可得之獲利。」10整個保單貼現的過程稱為「Viatication」；賣出保

單之被保險人，即保單貼現人，稱為「Viator」；購買貼現保單之人稱為

「Viaticator」；而將其保單貼現的行為則稱為「Viating」。 

 

                                                 
9 Rich, Andy, Viatical Settlements: The Visceral Reaction, the Existing Market, and a Framework for 
Regulation, 29 Queen's L.J. 283, 2003. 
http://web.lexis-nexis.com/universe/document?_m=da2703d9dffcf60d3d9226ac9cc955f2&_docnum=1
&wchp=dGLbVlb-zSkVA&_md5=e119bc2083ac63fb51ae722525ba800f. Last visit: 2004/12/1. 
10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Plaintiff, v. LIFE PARTNERS, INC. and 
BRIAN D. PARDO, Defendant. Civil Action No. 94-1861 (RCL) 
http://web.lexis-nexis.com/universe/document?_m=abb6f83cecb3606b6c6311bd558697b2&_docnum=
7&wchp=dGLbVlb-zSkVA&_md5=d63fc62b1a8e2c2d7e9665c87e857b7c. Last visit: 2004/12/1. 
  



 22

    保單貼現市場的興起，是源於一九八Ｏ年代在美國快速蔓延的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俗稱愛滋病，以下簡稱

「AIDS」）危機。在早期，AIDS是一種快速致死的病，許多 AIDS病患被診斷

出罹患該病後，往往在數個月後就會發病死亡，由於這些 AIDS病患大多為獨身

的同性戀者，因此並無遺留保險金以照顧其遺族的需要，另一方面，這些 AIDS

病患卻面臨了失業、收入中斷、支付龐大醫療費用的困境11。當時一位新墨西哥

州的保險代理人－Rob Worley在一個電視脫口秀的訪問中，一位病患打電話至電

視台向其哭訴，表示其在罹患 AIDS後，竟然沒有一家銀行或保險公司願意讓他

用保單抵押貸款，或以折扣價買下他的保單，Rob Worley因此發現絕症患者的龐

大經濟需求，也因此成交了第一筆保單貼現交易。12 

 

貳、保單貼現市場結構之變化 

 

    保單貼現市場在發展初期成長相當快速，於西元一九八九年，整個保單貼現

市場所賣出的保單，其保險金額總額僅有五百萬美元，到了西元二 OOO年，已

經超過十億美元13。而在保單貼現市場發展的過程中，保單貼現人（Viator）的

性質也有所改變，醫學上的進步使得 AIDS不再是絕症，AIDS病患藉由「雞尾

酒療法」已經可以存活數年之久，不再係罹病後幾個月內即快速死亡，此點使得

購買 AIDS病患保單的投資人其報酬率大為降低。因此，保單貼現公司被迫另外

尋求較有利基之保單的來源，以維持整體保單貼現市場的存續。由於日漸增加的

末期病患、慢性病患，其與 AIDS病患同樣都面臨了維持醫療照護以及基本生活

的龐大經濟壓力，因此成為保單貼現公司的目標。 

                                                 
11 Halechko, Anna D., Viatical Settlements: The Need For Regulation to Preserve the Benefits While 
Protecting the Ill and the Elderly From Fraud, 42 Duq. L. Rev. 803, 2004. 
http://web.lexis-nexis.com/universe/document?_m=67d404ac472ba9b4837b0778dcce4504&_docnum=
1&wchp=dGLbVlb-zSkVA&_md5=5bdc6308fb973db381cbe2a6e52d0426 Last visit: 2004/12/1. 
12 彭秀玉，到全世界去賺錢 II—保單貼現致富手冊，二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九十二年初

版，頁 18。 
13 Rich, Andy, supra not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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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有些持有壽險保單的老年人，一方面在其子女已經成家立業後，

遺留保險金以照顧遺族的必要性已不復存在，另一方面，他們也想從自己的保單

中，取得一些現金以完成自己的夢想或是過著更好的退休生活。有些老人則是無

法繼續負擔沈重的保險費，甚至擔心其保單將因未繳保費而失效，這些老人所持

有的保單也構成現今保單貼現市場的一部份，甚至有可能成為未來保單貼現市場

的主流。 

 

在一九九六年，老人保單貼現市場佔整個保單貼現市場僅有百分之二十，他

種被保險人（AIDS病患、慢性病患、末期病患）所持有的保單約佔整體市場百

分之八十。近年來，這個比例已經慢慢發生變化而有反轉的現象，到了九 O年

代晚期，保單貼現公司大部分的業務已經轉向這些新興的市場（末期病患、慢性

病患、老年人），而罹患 AIDS的被保險人所持有之保單僅佔一小部分矣。佛羅

里達州議員 Steve Geller，同時也是保險立法者國家協會（National Conference of 

Insurance Legislator，以下簡稱「NCOIL」）保單貼現小組的主席，其明白表示，

保單貼現市場未來的主要潛在保單貼現人，不再是末期病患，而係那些不想要、

不需要或是無法繼續維持保單有效性的老年人。14關於保單貼現市場中保單貼現

人之結構變化，得表示如下： 

 

 

 

 

 

 
                                                 
14 Perez, Jessica Maria, You Can Bet Your Life on It! Regulating Senior Settlements to Be a Financial 
Alternative for the Elderly, 10 Elder L.J. 425, 2002. 
http://web.lexis-nexis.com/universe/document?_m=b007b3276c273e568bd7900fc0c579a8&_docnum=
4&wchp=dGLbVlb-zSkVA&_md5=83ce7a925961aa7185e4c0fd72b06876 Last visit: 2004/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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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保單貼現市場結構變化圖 

  

 
 

 
 
 
 

 

 

 

資料來源：自行整理 

 

參、被保險人尋求保單貼現之因素 

 

一、解決重症患者的財務困境 

 

    根據一九九四年美國的一項統計資料顯示，在美國每一千人中就有一人

有罹患重症的機會；而美國醫療協會會報（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的調查報告指出，即便這些重症病患百分之九十六皆

有投保健康險，仍有將近三分之一的家庭為了照顧家中的重症病人而花費了

大部分甚至全部的畢生積蓄；此外，約有百分之二十九的家庭失去了主要收

入來源，有百分之三十的重症病患家屬在歷經財務困境時，會放棄延續生命

的治療15。由是可知，在有絕症病患的家庭中，其他家庭成員不僅面臨龐大

的醫療費用，亦同時面對經濟來源減少或完全中斷的困境。 

 

    由於美國人的平均儲蓄率為負值，可以得知許多美國民眾並無儲蓄的習

                                                 
15 王超馨著，貼現保單市場實務與法律問題之研究，壽險季刊第 129期，民國 92 年 9月，頁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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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一旦面臨重要變故，壽險保單可能係許多人僅有的資產；然而，一旦收

入中斷，即有可能因無法續繳保費而使保單面臨失效的風險，與其放任保單

失效，不若將該保單售出貼現以換取一筆可用的現金。16 

 

二、遺產規劃需要之改變 

 

    保險之目的，在於規避人生中各種的風險，以保障自身與子女的生活安

全，當保單所具有之階段性任務已經完成，如子女已成家立業、配偶已離開

人世等，此時被保險人或要保人當初投保之目的已然消失，將該多餘的保單

售出以獲取一筆現金，無論係轉投資於其他金融產品，抑或將其儲蓄，確保

自己擁有經濟上的安全以及有尊嚴的老年生活，已成為老年人口新的選擇。

17 

 

三、替代方案不如保單貼現交易划算 

 

        於決定將壽險保單出售貼現以前，被保險人得考慮用以解決現金需求之

替代方案，不外乎保單質借、或提領帳戶之現金價值及申請生前給付

（Accelerated Death Benefits）18。以前二者而言，被保險人不但必須付出資

金成本—即利息，而且必須繼續繳付保費，況且，其所質借之金額尚受到保

單現金價值的限制，因此可得質借之金額通常較保單貼現後之價值為低，惟

其優點為得保有原受益人之權利。 

 

                                                 
16 彭秀玉著，前揭書，頁 22。 
17 王超馨著，前揭文，頁 22。 
18 生前給付（Accelerated Death Benefits）：此係指罹患重症且壽命在一定期間以內之被保險人，

得依保險契約上條款之規定，向保險人提前請求部分保險金之給付。被保險人可以申請到之生前

給付數額往往較保單貼現之數額為低，但是保單受益人仍得保有其受益權，得於被保險人死亡後

向保險人請求剩餘之保險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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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就生前給付而言，目前保險市場上生前給付之申請通常有一定的

條件限制，首先即為被保險人生命餘年之限制，例如被保險人之生命餘年必

須僅存六個月或十二個月以內，始得申請生前給付。再者，生前給付在金額

部分亦有所限制，其得提領之額度約為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五

十上下，被保險人提領生前給付後，即無需再支付保費於保險人，保險人將

於被保險人身故後，由保險理賠金中扣除被保險人所事先提領之部分，再將

剩餘之保險金額給付於受益人。對於預期壽命在六個月或十二個月以內之被

保險人，生前給付不失為一項得暫解燃眉之急的選擇，然就預期壽命大於六

個月或十二個月之被保險人，即無法申請生前給付矣。19 

 

肆、HIPAA法案以及其他稅法所帶來的影響 

 

    在保單貼現市場的發展史上，美國政府的稅賦政策也是一隻有利的推手。在

西元一九九六年時，美國國會通過了 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以下簡稱「HIPAA法案」），在該法案通過之前，只有受益人

所領到的死亡保險金可以擁有免稅的優惠，相反的，被保險人出售其保單所取得

之收入仍然必須課稅。於 HIPAA法案通過後，得免稅之範圍則大幅擴張。20 

 

在末期病患（Terminally Ill）方面，經過醫生診斷，因疾病或生理狀況被合

理評估生命餘年在二十四個月以內之末期病患，藉由保單貼現以及生前給付

（Accelerated Death Benefits）所取得之收入，可以獲得免稅的優惠。21此外，

HIPAA法案所帶來的免稅優惠也擴張到「慢性病患（Chronically Ill）」上，HIPAA

                                                 
19 彭秀玉著，前揭書，頁 23。 
20 Spurrier, Andrew, The Death of Death Futures?: The Effects of the 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 of 1996 on the Insurance and Viatical Settlement Industries, 4 Conn. Ins. L.J. 
807, 1997/1998. 
http://web.lexis-nexis.com/universe/document?_m=1e7344e9e9c22f6e4c4c1970b9391b6d&_docnum=
2&wchp=dGLbVlb-zSkVA&_md5=cf5b80ba11b0de87c302e1736edb2f68 Last visit: 2004/8/10. 
21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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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對於「慢性病患」的定義，係指在沒有協助的狀態下，無法獨立為兩項以上

的生活日常行為，此種狀態必須持續至少九十日以上；或是因意識上的嚴重障

礙，而必須有嚴密的醫療監護以保障其健康及安全，例如阿滋海默症或帕金森氏

症者是。22若該慢性病患係為了給付長期照護費用而將保單售出以求現者，也可

以獲得免稅的優惠，其免稅額每年可高達六萬三千八百七十五美元。 

 

在非屬生命末期之保單持有人部分（包含老年人以及尚未符合前開「末期病

患」與「慢性病患」定義之病患），雖然並未因 HIPAA法案之通過而受惠，然而，

依據一九九七年的納稅人救濟法（Taxpayer Relief Act of 1997）之規定，保單貼

現人因出售保單而獲得給付之全部或一部，將被視為資本利得而得以適用較低之

稅率23。綜上所述，保單貼現交易得以在美國蓬勃發展，美國聯邦政府在法律上

提供稅賦優惠可謂係一大主因。  

 

第二節  保單貼現交易的運作方式 

 

    保單貼現交易的運作方式，基本上可以大致分為「保單貼現人將其保單出售

貼現」以及「投資人出資申購保單權益」兩個部分，前者可以稱為保單貼現的「收

購面（The Purchase Side）」，後者則可稱為保單貼現的「銷售面（The Sale Side）」，

保單貼現公司則居於中間樞紐地位，扮演著收購被保險人之保單以及籌募投資人

之資金的角色，以下即就收購面與銷售面分別詳細說明其程序。 

 

壹、保單貼現人將其保單出售貼現之交易流程 

 

一、交易關係人 

                                                 
22 Ibid. 
23 王超馨，前揭文，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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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敘述保單貼現收購面的流程之前，必須先就牽涉其中的各個關係人加

以介紹，當中包括保單貼現人、保單貼現經紀人、貼現給付提供者、保單貼

現購買人、信託機構以及醫療評鑑機構： 

 

(一) 保單貼現人（Viator） 

 

所謂保單貼現人，係指出售其保單以換取現金之被保險人或要保

人，在早期多為 AIDS病患，後來逐漸演變為慢性病患與末期病患

（Viator），或上了一定年紀（通常係規定為預估壽命在十二年以內者）

的老年人（Senior）。實務上，保單貼現人有可能透過保單貼現經紀人

將保單售予保單貼現公司，亦有可能親自與保單貼現公司接洽出售保單

之事宜。由於保單貼現人經常係因為經濟上的迫切需求，而不得不放棄

保單之所有權，在整個保單貼現交易中常處於談判上的弱勢，為了避免

保單貼現人受到詐欺或是被迫接受不合理的價格，因此，目前美國各州

保單貼現法之主要保護對象，都是集中於保單貼現人之保護，本文第四

章對此將有詳細說明。 

 

        (二) 保單貼現經紀人（Viatical Settlement Brokers） 

 

根據全美保險監理官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Commissioners，以下簡稱「NAIC」）所制定之保單貼現模範法（Viatical 

Settlements Model Act），所謂保單貼現經紀人，係指基於保單貼現人的

利益，為獲取服務費用、佣金或其他有價值的對價給付，提供保單貼現

人與保單貼現供應者間之保單貼現契約或為其協商保單貼現契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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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24 

 

保單貼現經紀人的主要工作，即是提供被保險人或要保人關於保單

貼現交易的各種服務，包括被保險人或要保人是否較適合申請生前給付

或是他種給付之諮詢、決定哪張保單較適合成為出售貼現的標的（若被

保險人或要保人有兩張以上之保單）、尋找適合保單貼現人的保單貼現

公司、代理保單貼現人出面與保單貼現公司交涉，以決定售出保單的合

理價格等。目前美國大部分的州對於保單貼現經紀人之資格皆有所限

制，必須通過州保險局之考試以取得執照，才可從事保單貼現的經紀業

務。更甚者，為了防止有關保單貼現之詐騙案件，有些州保險局更進一

步要求所有在該州申請保單貼現經紀人執照者，都必須提供良民證及指

紋資料，以供查核。25 

 

必須附帶說明者為，保單貼現經紀人的收入，係來自於保單貼現公

司所提供之佣金，由於其佣金數額是以貼現保單之保險金面額為計算基

礎，並非以保單貼現人售出保單而取得之收入為計算基礎，因此保單貼

現經紀人可能會傾向推薦保單貼現人出售面額較高的壽險保單以獲取

較高的佣金。然而，這樣的行為並不一定最符合保單貼現人的利益，是

故保單貼現經紀人的角色可謂具有「結構性的利益衝突（Structural 

Conflict of Interest）」26。 

 

        (三) 貼現給付供應者（Viatical Settlement Providers） 
                                                 
24 Section 2.L. “Viatical settlement broker” means a person that on behalf of a viator and for a fee, 
commissionor other valuable consideration offers or attempts to negotiate viatical settlement contracts 
between a viator and one or more viatical settlement providers….” 
http://www.maplelifefinancial.com/Compliance/NAIC%20Viatical%20Settlements%20Model%20Act.
pdf Last visit: 2006/3/02 
25 Wolk, Gloria Grening, Cash for the Final Days: A Financial Guide for the Terminally Ill and Their 
Advisors, Bialkin Books, at 34, February 1, 1997. 
26 Ibid, at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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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 NAIC所制定之保單貼現模範法，所謂貼現給付供應者，係指

除保單貼現人外，簽訂或實行保單貼現契約之人。27提供被保險人於保

單貼現交易中可獲得之價金的貼現給付供應者，包括了保單貼現公司以

及個人28。所謂「保單貼現公司」，即為主要與保單貼現人接洽購買保

單的機構，其方式並不限於透過保單貼現經紀人向保單貼現人購買，亦

有可能直接與保單貼現人接觸購買。 

 

目前美國大部分的州都規定保單貼現公司必須申請營業執照，而負

責人以及管理階層也必須提供良民証以及指紋資料，以利查核其背景。

在保單貼現交易中，無論保單貼現公司是居於保單貼現交易中保單購買

人之地位或是投資人與保單貼現人間之仲介地位，保單貼現公司都是整

個保單貼現交易中最重要的關係人，保單貼現人以及投資人之權益是否

能夠受到保障，端賴保單貼現公司行事是否正直。29 

 

        (四) 保單貼現購買人（Viatical Settlement Purchaser） 

 

            依據保單貼現模範法之規定，所謂保單貼現購買人，係指為獲取一

定經濟利益，經由給付一定價金，而獲得人壽保險契約之死亡給付，或

在一擁有保單貼現契約之信託中具有受益權，或取得一已成為或即將成

為保單貼現標的之壽險契約中受益人地位之個人或法人。30保單貼現公

                                                 
27 Section 2.N. “Viatical settlement provider” means a person, other than a viator, that enters into or 
effectuates a viatical settlement contract….Supra note 24. 
28 王超馨著，前揭文，頁 22-23。 
29 彭秀玉，前揭書，頁 48。 
30 Section 2.Q. “Viatical settlement purchaser” means a person who gives a sum of money as 
consideration for a life insurance policy or an interest in the death benefits of a life insurance policy, or 
a person who owns or acquires or is entitled to a beneficial interest in a trust that owns a viatical 
settlment contract or is the beneficiary of a life insurance policy that has been or will be the subject of a 
viatical settlement contract, for the purpose of deriving an economic benefits…. Supra note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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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亦得同時為保單貼現購買人。 

 

是故，保單貼現公司實可分為二種，一種係居於貼現給付供應者地

位之保單貼現公司，另一種為同時具有貼現給付供應者及保單貼現購買

人角色之保單貼現公司。前者係屬撮合潛在保單貼現購買人（投資人）

與保單貼現人之中間角色，保單貼現公司一方面協助保單貼現人出售保

單，另一方面則提供個人投資者出資購買保單之相關資訊，並於交易完

成後，協助保單貼現購買人取得貼現保單之相關權利，使其成為保單受

益人，在整個交易過程中，保單貼現公司並無投資利得，僅於保單貼現

交易中收取服務費用。至於後者，則是以其本身資金向保單貼現人購買

保單後，取得該保單之所有相關權利，成為保單受益人，亦即保單貼現

公司本身即為該交易之投資人。3132在保單貼現業中，亦不乏同時扮演

上述兩種角色之保單貼現公司（Switch-Hitters）33。 

 

(五) 信託機構 

 

根據美國各州保單貼現法之規定，保單貼現之交易必須透過信託之

方式來處理，受託人可以是信託機構或是個人，如銀行、律師或會計師。

此受託人之責任，在於保管投資人購買保單所需之資金、於交易完成後

將該資金交付保單貼現人、並保管投資人所購得之保單、於保險事故發

生後向保險公司領取保險金並交付投資人。因此，在保單貼現交易中，

                                                 
31 Lann, Jennifer A., Viatical Settlements: An Explanation of the Process, An Analysis of State 
Regulations, and An Examination of Viatical Settlements As Securities, 46 Drake L. Rev. 923, 1998. 
http://web.lexis-nexis.com/universe/document?_m=aa84b1444b7133bbd628d0e057244950&_docnum
=3&wchp=dGLbVlb-zSkVA&_md5=fd5b1b4edd6476c8f247ad6e6a5cc1e9 Last visit: 2004/8/10. 
32 需附帶說明者為，此具有經紀地位之保單貼現公司並非保單貼現經紀人，具有經紀地位之保

單貼現公司在為其投資人尋找得以收購之保單時，其保單來源除了自行尋找外，也包括了保單貼

現經紀人。 
33 Wolk, Gloria Grening, supra note 25, at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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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託人之公信力相當重要，蓋其關乎保單貼現人是否得以順利取得出售

保單之對價，以及投資人得否在被保險人死亡後順利取得保險金。 

 

(六) 醫療評鑑機構 

 

在保單貼現交易中，究竟保單貼現人出售其保單可以獲取多少對

價，其關鍵因素乃係在於被保險人的「預期壽命（Life expectancy）」，

而被保險人之預期壽命，則係由專業醫療評鑑機構所評估決定，因此醫

療評鑑機構之醫療報告，其正確性以及可信度對於保單貼現交易之雙方

當事人皆相當重要，蓋因評估報告不僅關乎保單貼現人所能取得之對

價，另一方面也會影響投資保單貼現之人在整個投資中，其投資報酬率

之高低。在某些保單貼現詐欺案中，就曾經發生保單貼現公司與醫療評

鑑機構互相串通，短報被保險人之預期壽命，使得投資人之投資報酬率

與預期報酬率相差甚遠，甚至血本無歸之情形。 

 

二、保單貼現人出售保單貼現之交易流程 

 

保單貼現人出售保單以貼現之交易流程，亦即保單貼現交易中「收購面」

之流程，包括：保單貼現人向保單貼現公司提出貼現申請、保單貼現公司審

核貼現申請、保單貼現公司提出價金建議書予保單貼現人、提存價金與變更

保單所有權人及受益人、信託機構將價金匯予保單貼現人。整筆交易完成

後，為保護保單貼現人之權益，在保單貼現契約簽訂後一段期間（大部分的

州規定為十五日，少數州則為七日或十日），保單貼現人有權行使契約撤銷

權。以下詳述之： 

 

(一) 保單貼現人向保單貼現公司提出貼現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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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保單貼現人可以透過保單貼現經紀人選擇具有優良信譽

的保單貼現公司，亦得親自與保單貼現公司接洽。由於保單貼現經紀人

對於保單貼現業之現狀較為了解，對於哪家保單貼現公司有保單上的需

求或是各家保單貼現公司所能接受的保單類型（有些保單貼現公司並不

接受團體保單）有較豐富的經驗，通常專家都建議最好可以透過信譽良

好的保單貼現經紀人與保單貼現公司接觸，除了保單貼現經紀人可以提

供相關的服務外，並有論者認為，由於保單貼現經紀人可以替保單貼現

公司省去相當程度的前置管理成本，因此保單貼現公司可以提供更優渥

的價格給保單貼現人34。 

 

            當一個保單貼現人向保單貼現公司或是保單貼現經紀人提出貼現

申請時，他們會大略問及有關被保險人的身體健康狀況、保單是屬於個

人所有、還是團體保單，以及該保單是否已經過兩年的可抗辯期間（Two 

Year Contestability Period）。這些問題可以讓保單貼現公司或是保單貼現

經紀人初步了解該保單之狀況是否符合他們的要求，如果符合，被保險

人就會收到保單貼現契約書以及個人醫療與保險的資訊調查授權書（保

單貼現公司必須有被保險人所簽署的授權書，才能順利的向醫療院所或

是保險人查詢有關被保險人的醫療或是保險狀況），對於這些契約書或

是授權書的填寫，保單貼現經紀人也會提供相關的協助。 

 

(二) 保單貼現公司審核貼現申請 

 

在保單貼現公司接受被保險人或要保人的貼現申請後，保單貼現公

司將會向發行該保單之保險人確認該保單之有效性，並決定該保單是否

                                                 
34 Wolk, Gloria Grening, supra note 25, at 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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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被保險人出售貼現，以及確認被保險人是否有足夠之法律能力訂立

保單貼現契約，以下詳述此階段所應注意者： 

           

1. 由於投資保單貼現的報酬繫於保險人所給付之保險金，因此發

行該壽險保單之保險人的信用相當重要。在實務上，發行保單之保

險人，其信譽通常必須具有 A. M. Best或Moody’s或 Standard & 

Pool’s等知名評等公司評等為「B+」以上者，才有可能獲得保單貼

現公司之青睞。此外，保險人之評等高低，也會相當程度影響到該

保單得以出售貼現之價格。 

 

            2. 保單貼現公司所收購的保單險種並沒有一定的限制，舉凡無現

金價值的定期壽險、有現金價值的終身壽險、萬能壽險、變額壽險

及變額萬能壽險皆屬收購標的。惟必須注意者為，定期壽險通常必

須係屬於得以轉換為終身壽險者，保單貼現公司始有意願收購。此

外，對於團體壽險，部分保單貼現公司並不願意收購，然而，只要

能夠自團體壽險切割出來者，仍有保單貼現公司願意接受。35 

 

3. 該保單必須生效至少超過二年，換言之，該保單必須已經超過

二年可抗辯期間（Two Year Contestability Period），或兩年內自殺不

理賠（如果該保單並無自殺條款）之規定。 

 

            4. 被保險人必須經過專業獨立之醫療檢驗醫師診斷為末期或慢性

病患，或經診斷為六十五歲以上而預期壽命在十二年以內之老年

人。 

   
                                                 
35 王超馨著，前揭文，頁 25-28。彭秀玉，前揭書，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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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美國有些州法規定，保單貼現公司在接受被保險人或要保人的

貼現申請以前，必須先提供其他的替代方案相關資訊以供保單貼現

人參考，例如生前給付或是保單貸款等。此外，為了保護保單貼現

人之權益，各州的保單貼現法對於保單貼現公司，均有一定資訊揭

露之要求，要求將一定的資訊揭露予保單貼現人，使其得以慎重考

慮是否將其保單出售貼現36，就此部分在第四章將有更詳細的說

明。 

   

6. 保單貼現公司必須取得一張合格醫師所開立，保單貼現申請人

具備「法律能力（Legal Competency）」之證明文件，證明保單貼現

申請人在簽訂保單貼現契約時具備健全之心智、未受到任何的限制

或是過度的影響。所謂法律能力，係指「有能力去了解系爭財產之

本質及範圍、契約關係人依其意願有可能提出之權利主張，以及契

約關係人提出該權利主張後之影響。」37若保單貼現申請人並不具

備法律能力者，保單貼現公司將不會與其簽署保單貼現契約，蓋被

剝奪權利之受益人有可能據此控告保單貼現公司，以回復其受益

權。38 

 

(三) 保單貼現公司提出價金建議書予保單貼現人 

 

在確認保單貼現申請人之保單為有效保單，該保單屬於保單貼現公

司願意承銷或購買之標的類型，且保單貼現申請人具有法律能力後，保

單貼現公司將會提出價金建議書給保單貼現申請人，此部分重要注意事

項包括： 

                                                 
36 Lann, Jennifer A., supra note 31. 
37 此概念即類似我國民法上之行為能力。 
38 Wolk, Gloria Grening, supra note 25, at 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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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該價金之多寡主要取決於保單貼現人之預期壽命（Life 

Expectancy）的長短，而保單貼現人之預期壽命則是由專業獨立之

醫療評鑑機構加以鑑定評估，通常保單貼現人之預期壽命經評估越

短者，保單貼現人就可以獲得越接近保單面額之價金，蓋投資人可

預期回收其投資的時間較短者故。 

 

            2. 同前所述，保單貼現人在保單貼現交易過程中，係處於相當弱

勢之地位，為保護其權益不至於因保單貼現公司之壓迫而受到損

害，NAIC在其所制訂之保單貼現模範規則（The Model Regulations）

中，制訂了保單貼現公司所應給付保單貼現人之「最低價格（The 

Minimum Price）」，所謂「最低價格」，即係指保單貼現公司或投資

人必須給付保單貼現人的最低價格，由於保單貼現公司所給付之價

金通常係以貼現保單之保險金面額的一定百分比為計算，因此又可

稱為「最低貼現率（The Minimum Discount Rates）」。依據 NAIC

所制訂之模範規則（The Model Regulations），保單貼現公司所應給

付之最低貼現率如下： 

 

             【表 1】Model Regulations最低貼現率表 

保單貼現人之預期壽命 最低貼現率 
（保單面額之百分比） 

少於六個月者 80％ 

六至十二個月者 70％ 

十二個月至十八個月者 65％ 

十八個月至二十五個月者 60％ 

二十五個月以上者 保單貼現人所得者應至少高於該保

                                                 
39 六十五歲以上之老人保單，由於大部分是一般健康之老人為了財務規劃為目的而將其保單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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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之解約金或生前給付金額
39 

 

雖然 NAIC制定的模範規則中有最低貼現率的規定，惟美國各

州之保單貼現法對於是否採用最低貼現率則有不同之規定，學界對

此亦有不同之看法。有學者認為，最低貼現率之規定的確可以確保

保單貼現人之權益，避免保單貼現人遭受保單貼現公司之剝削，亦

有學者以市場供需定律反對上述說法，認為此種作法違反了市場定

律，將使保單貼現人無法得到更高於最低價格之價金。40 

 

            3. 雖然保單貼現人之預期壽命為決定保單貼現價格之主要因素，

然而，亦有其他原因也會影響到保單貼現人得以取得價金之高低

41： 

             【表 2】保單貼現價值影響因素表 

可能增加保單價值之因素 可能減少保單價值之因素 

保單仍有現金價值 被保險人曾經申請保單貸款 

保單附有保證可保性條款 未來可能之保費（如無保費豁免） 

失能被保險人享有保費豁免 保單貼現公司之行政成本 

利率可能降低 利率可能升高 

 

(四) 提存價金與變更保單所有權人及受益人 

 

在保單貼現公司提供價金建議書，且保單貼現人同意接受保單貼現

公司所提出之價金建議書後，保單貼現公司必須先將該價金預存於信託

機構之信託帳戶中，而保單貼現人將會簽署保單貼現契約。同時，為了

變更系爭保單之所有權以及受益人，使購買保單之投資人得以取得保單

                                                                                                                                            
出者，其價格大約為該保單現金價值之 110％至 140％不等。彭秀玉，前揭書，頁 52。 
40 Lann, Jennifer A., supra note 31. 
41 Wolk, Gloria Grening, supra note 25, at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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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人（Policyholder）以及保單受益人之地位（為確保保單投資人

之權益，保單貼現人應協助保單投資人取得「不可撤銷受益人

（Irrevocable Beneficiary）」之地位），保單貼現公司會要求保單貼現人

填寫轉讓保單之表格、變更受益人之授權書，以便其將所有相關文件寄

給發行該系爭保單之保險人以供審核保單轉讓事宜。 

 

(五) 信託機構將價金匯予保單貼現人 

 

在保單貼現公司備妥文件向保險公司申請變更保單所有權以及受

益人後，一旦保險公司確認無誤並寄回書面通知，該投資人即成為系爭

保單之所有權人以及不可撤銷受益人。此時信託機構會儘速將價金匯至

保單貼現人之戶頭中，或以支票給付。此後保單貼現人不再係保單之所

有權人，無須負擔給付保費之義務，可以自由運用該筆現金；而保單貼

現公司必須以投資人所支付價金之一部份，繼續維持該保單之有效性，

並持續追蹤保單貼現人之狀況，以便一旦發現被保險人身故時，得以立

即向保險公司請求保險金之給付，並將該保險金給付於該保單之受益

人。42 

 

(六) 茲將整個保單貼現公司收購保單之流程圖示如下： 

 
 
 
 
 
 
 

                                                 
42 陳文國，我國推行壽險保單貼現可行性分析，逢甲大學保險學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八十九

年，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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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保單貼現公司收購保單流程圖 

 
 

              (1)  

 
           
 
                  (1)                             (3) 

                                        

                  (4)                        (2) 

 
                             (5)              (6) 

 
                 (7) 

 
 
 

資料來源：改作自彭秀玉著，前揭書，頁 49。 

(1) 提出貼現申請 

(2) 向發行該保單之保險人查詢保單狀況 

(3) 提供被保險人預期壽命之評估報告 

(4) 保單貼現公司提出價金建議書，被保險人接受後簽約，並得於一定期間內行使撤銷權 

(5) 將價金提存於信託機構 

(6) 向保險公司申請變更保單所有權人以及受益人 

(7) 將價金匯至保單貼現人之戶頭 

 

貳、投資人出資申購保單權益之流程 

 

如前文所述，保單貼現公司主要有兩種型態，一種係本身居於保單購買人即

投資人地位之保單貼現公司，另一種為屬於經紀地位之保單貼現公司，其中主要

差異即在於貼現給付資金之來源以及保單受益人之不同。於前者，保單貼現公司

係以其本身資金向保單貼現人購買保單後，取得該保單之所有相關權利，成為保

單所有權人及保單受益人，整體保單貼現交易之過程較為簡單，僅有上述保單貼

現公司收購保單之流程而已。於保單貼現市場發展初期，由於保單面額通常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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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數十萬美元甚至百萬美元之譜，即便貼現保單係以折價賣出（保單面額之百分

之四十至八十），仍非一般投資大眾所能負擔之投資，職是之故，保單之購買者

均係以法人為主。 

 

保單貼現市場發展一段時間後，為了使一般投資大眾能夠參與，逐漸發展出

一張高面額保單分割成許多單位化權益（Fractional Interests），由多數投資人加

以認購之做法。居於經紀地位之保單貼現公司，即屬扮演撮合潛在投資人與潛在

保單貼現人之角色，因此，除了「收購面」之流程外，保單貼現公司還必須進行

對投資人進行籌募資金之動作，當保單貼現公司募集到一定資金後，即可進行前

述收購保單之動作。在保單貼現公司以其募集之資金成功收購保單後，投資人將

可取得該保單之相關權利並成為保單所有權人及保單受益人，保單貼現公司僅於

保單貼現交易過程中，對投資人收取相關服務費用，並不對保單貼現人收費43。

而投資人將資金投資於保單貼現之關係人以及整個過程，說明如下。 

 

一、交易關係人 

 

        在投資人申購保單以進行投資之過程中，將會牽涉到投資人、保單貼現

公司、中間人、信託機構以及醫療評鑑機構： 

 

(一) 投資人 

 

  此即前述之保單貼現購買人（Viatical settlement purchaser），在保單

貼現交易發展之早期，保單貼現之投資人大多屬於法人機構，之後漸漸

擴張至一般個人投資大眾，由於保單貼現後之價格甚為龐大，因此個人

投資者往往無法單獨負擔一張保單之價格，也造成一張保單分割成多數

                                                 
43 此即本文稱其為「具有經紀地位之保單貼現公司」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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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權益而有多數保單受益人之現象。 

 

(二) 保單貼現公司 

 

  保單貼現公司除了必須取得美國各州之營業執照外，如該州法規定

保單貼現之投資屬於證券類商品者，則保單貼現公司必須向該州證券管

理局登記註冊始得合法營業。保單貼現公司在此階段之主要任務，包

括— 

            1. 收購保單並確認保單來源之可靠性，為投資人做嚴密的把關。 

            2. 向保險人申請變更保單所有權人以及保單受益人，並由信託機

構代表投資人成為不可撤銷受益人，以保障投資人之權益。 

            3. 維持保單之有效性，並追蹤被保險人之健康狀況。當被保險人

身故，保單貼現公司必須通知信託機構向保險人申請給付保險金，

並將保險金匯至各個投資人之帳戶中。 

 

(三) 中間人 

   

  與保單貼現人相同，投資人也可以透過仲介機構如代理人或證券營

業員向保單貼現公司購買保單，通常美國州法均會要求必須具有相關執

照，始得仲介保單貼現商品於投資人。 

 

(四) 信託機構 

   

  根據美國各州保單貼現法之規定，保單貼現之交易過程必須經由信

託機構（律師/會計師/銀行）完成，因此保單貼現公司並不會經手任何

的現金，信託機構之主要任務即為資金之管理、保單之保管及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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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交割。其中，資金管理包括保單收購資金之提存與支出、未來保險費

之提存、保險金之理賠申請並分配投資人之投資收益、支付保單貼現公

司之服務費用、追蹤被保險人病情之費用等；而保單之保管，包括維持

保單之有效性。此外，信託機構尚有一項重要的功能，亦即在一張保單

有眾多投資人之情形下，信託機構將經由投資人之集體授權，代表投資

人成為該保單之不可撤銷受益人，此係為避免一張保單有多數受益人，

而造成理賠過程繁複之故。44 

 

(五) 醫療評鑑機構 

 

  如前所述，醫療評鑑機構所做出有關被保險人預期壽命之評估報

告，是決定保單出售價格高低之主要因素，換言之，該評鑑報告之準確

度亦同時攸關投資人所必須給付之投資成本，以及投資報酬率之高低，

因此，醫療評鑑機構之信譽及其評估報告之結果，對於投資人之投資意

願具有相當強烈的影響。 

 

二、投資人出資申購保單權益之流程 

 

投資人購買保單貼現之作業時間，從提出申請到收到投資合約書，大約

需要九十天以上之工作天，其時間長短必須視保單貼現公司何時取得保單來

源而定，因此作業上，保單貼現公司有「包銷」以及「等單」二種方式。所

謂「包銷」，係指保單貼現公司手上正好有保單來源，只要投資人將資金匯

入信託帳戶，即可進行文件交割；至於「等單」，則係保單貼現公司當時並

無保單來源，投資人必須先將資金匯入信託帳戶中等待，直至保單貼現公司

尋獲保單來源後再進行文件交割。在「等單」之情形，投資人會有一定期間

                                                 
44 彭秀玉，前揭書，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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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反悔期，三至五日不等，端看該保單貼現公司之規定，如投資人在反悔期

間取消申請，信託機構會將資金退還於投資人，一旦超過反悔期，投資人必

須給保單貼現公司九十天的時間尋找保單來源，如逾九十日保單貼現公司仍

無法找到保單來源，投資人始得取消申請並取回投資金額。投資人購買保單

貼現之流程，詳如下述45： 

 

(一) 選擇保單貼現公司，提出購買申請 

 

投資人在參考各家保單貼現公司之獲利率46以及公司品質（亦得透

過中間人），找到可信賴之保單貼現公司後，即得提出購買保單之申請，

投資人必須填寫保單購買契約（Purchase agreement）以及信託授權書

（Trust agreement）。附帶說明，投資人在申購時必須決定其大概投資期

限，以及要投資在多少張保單上，以便保單貼現公司尋找保單來源。 

 

(二) 投資人匯入資金於信託帳戶 

 

投資人必須將投資金額匯入保單貼現公司所指定之信託機構所開

立的信託帳戶中，不久後投資人就會收到該信託帳戶之確認收款回函。

投資人之資金在信託帳戶中等待保單貼現公司尋找保單撮合時，在信託

帳戶中之資金可能會有法定孳息（利息）之產生，該利息之歸屬究竟屬

於投資人或保單貼現公司，則端視該保單購買契約之規定為何而定。 

 

(三) 保單貼現公司提供保單摘要，由投資人決定是否購買 

 
                                                 
45 彭秀玉，前揭書，頁 56-57。陳文國，前揭文，頁 16-17。林裕峰，保單貼現之設計與投資風

險之分析，輔仁大學金融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九十二年，頁 17-19。 
46 目前保單貼現市場之投資報酬率大約是年利率 12%至 14%之間。彭秀玉，前揭書，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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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投資人指定其想要購買之保單類型後，保單貼現公司會根據投資

人之指定尋找保單來源，如有結果，保單貼現公司將會提供投資人一份

有關該張保單之摘要，但是其中並不包含系爭保單號碼以及被保險人之

個人資料，此係為防止道德危險使然。如投資人滿意該張保單之內容，

即可進入下個階段，反之，保單貼現公司將會另外尋求保單進行再次撮

合之動作。如前所述，在「包銷」之情形中，由於保單貼現公司已有保

單來源，因此投資人得以相當快速的進入下一階段，而在「等單」之情

形中，投資人即必須等待保單貼現公司尋找保單來源，將會花費較多的

時間。 

 

(四) 信託機構向保險人申請變更保單所有權人以及保單受益人 

 

在投資人認可保單貼現公司所推薦之保單內容並有意願投資後，信

託機構在備齊保單貼現人所簽署之文件後，將會向發行該張保單之保險

公司，請求改變保單所有權人以及保單受益人，收到保險公司之通知

後，信託機構將代表投資人成為該張保單之不可撤銷受益人，此係因保

單貼現之投資人來自於世界各地，一張面額較高保單之投資人可能高達

上百人，如每位投資人均為該張保單之不可撤銷受益人，在進行理賠

時，由於必須有每位受益人之簽名始得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理賠作業

可能曠日費時，進而影響投資人之權益。因此，在實務上，皆係由信託

機構經由投資人之授權，而成為保單之不可撤銷受益人，以便在被保險

人身故時，得由信託機構快速完成理賠申請，並根據各投資人之權利，

將保險金按比例分配於各投資人。47 

 

(五) 投資人收到相關權利文件 
                                                 
47 王超馨著，前揭文，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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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個交易完成後，投資人將會收到所投資之人壽保險單影本、轉

讓人壽保險單所有權證書之影本、人壽保險單變更受益人文件之影本、

醫療評鑑機構所簽署被保險人預期壽命證明書之影本、律師公證函。 

 

必須附帶說明者為，投資人所支付之資金，並不等於保單貼現人所

獲得之價金，除了保單貼現人所獲得之價金外，投資人必須支付保單貼

現公司一定之服務費用，並留存一筆金額於信託帳戶，以提供信託機構

代投資人支付該張保單之未來保費，一般保費預留金額大約係以預期壽

命再加上二十四個月計算48，準此，醫療評鑑機構所做出之預期壽命評

估報告對於投資人之投資報酬率即相當重要。如被保險人於提前身故，

所剩餘之保費即屬於保單貼現公司所有，此亦為保單貼現公司獲利來源

之一，反之，如被保險人於預期壽命加上二十四個月後仍生存者，投資

人即必須繼續支付未來之保費，以維持保單之有效性，此項保費支出將

隨時間之經過而逐漸侵蝕投資人之投資報酬率，一旦投資人之投資金額

超過其所能獲得之保險金額，甚至有可能造成投資報酬率為負數之情

形。 

 

(六) 茲將整個投資人購買保單之流程圖示如下： 

 
 
 
 
 
 
 

                                                 
48 例如，如該保單之被保險人之預期壽命為一年，而保費一年為 2000美元，則此筆預留費用將

為 6000美元（2000美元＊三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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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投資人申購貼現保單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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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改作自彭秀玉著，前揭書，頁 56。 

 
(1) 投資人親自或是透過中間人提出購買保單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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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信託機構向保險公司提出變更保單所有權以及受益人之申請 

(6) 保單貼現公司追蹤被保險人狀況 

(7) 當被保險人身故時，保單貼現公司通知信託機構申請理賠 

(8) 保險公司將保險金給付於信託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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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保單貼現交易之進化發展 

 

由於前揭保單貼現交易中，其風險主要來自「被保險人死亡時間之不確定」，

如被保險人之壽命超過醫療評鑑機構所評估之預期壽命再加上二十四個月，則投

資人所預留在信託帳戶中之資金將被耗盡。此時，不僅保單貼現公司無法獲得更

多的利潤，投資人更必須負責往後之保費，由於投資成本增加，額外支出之保費

將會減少投資人之收益，同時投資人之本利和也被迫延後收回，可謂是投資收益

的雙重損失，若有投資人不願再繳保費，則可能造成保單失效，最終投資人將血

本無歸。 

 

再者，當保單買賣文件交割完畢，保單貼現人收到價金後，投資人即無法在

被保險人身故前申請投資金額之贖回，直至被保險人身故後，投資人始得取回其

本利和。因此，在保單貼現交易發展初期，可以說，投資保單貼現雖然有不錯的

獲利率，然其變現性卻相當的差，投資人如非係以閒置資金投資，一旦有現金上

的急迫需求，可能會遭遇現金週轉不靈之窘境。 

 

由於初期保單貼現交易具有上述「被保險人死亡時間不確定」以及「變現性

不足」之缺點，近年來保單貼現市場陸續發展出降低各種投資風險的交易類型，

包括利用履約保證保險與保單證券化（Insurance-backed securities）49，以下詳述

之。 

 

壹、利用履約保證保險 

 

本類型之保單貼現交易中，其關係人多了一家保險人，此保險人之地位，與

                                                 
49 彭秀玉，前揭書，頁 59-61。林裕峰，前揭文，頁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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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系爭貼現保單之保險人並不相同，或可稱為「履約保證保險人」50。在投資

人投資保單貼現之過程中，保單貼現公司為投資人就其保單購買契約（Purchase 

Agreement）投保履約保證保險，並由信託機構代表投資人（同樣必須經過授權）

成為該履約保證保險之被保險人，系爭履約保證保險契約內容則約定：在保單貼

現人之預期壽命加上二十四個月之期間內，如保單貼現人並未身故，導致信託機

構無法於上述期間內向發行系爭貼現保單之保險人請求保險金之給付者，則履約

保證保險人應給付保險金額於信託機構，履約保證保險之保險金額應與貼現保單

之面額相同，而其保費約為保險金額之 5％至 7％間不等。 

 

在此型保單貼現交易中，投資人於信託帳戶所預留之保費（保單貼現人之預

期壽命加上二十四個月之保費）用罄後，履約保證保險人即必須給付履約保

證保險金於信託機構，並由信託機構將該保險金依比例分配於投資人，因此

投資人將不會有必須支付額外保費之疑慮，免除了初期保單貼現交易時可能

存在「被保險人身故時間不確定」之風險。一旦履約保證保險人給付履約保

證保險金於信託機構後，信託機構即必須將保單之所有權以及受益權轉讓，

協助履約保證保險人成為新的保單所有權人以及保單受益人，之後，再由履

約保證保險人決定是否繼續維持該貼現保單之有效性。茲以下圖簡示整個交

易過程： 

 
 
 
 
 
 
 
                                                 
50 論者有以為此保險人係屬於「再保險人」（請參照彭秀玉著，前揭書，頁 59-60），殊不知所謂

再保險人，係指保險人以其所承保之危險，轉向他保險人為保險之契約行為（保險法第三十九

條）。於保單貼現交易中，保單貼現公司之角色並非保險人，其所為亦非承保，是故其所締結之

保險，應屬原保險。本文以為，論者有此誤解，或係受到保單貼現交易中已先有一保險人（發行

該貼現保單之保險人）存在之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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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加入履約保證保險機制後之保單貼現流程圖 

 
 
        (1)                                 (3)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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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2)                                  (5) 

 
             (10)                              (8) 

 
                            (9)    (6) 

 
 
 
 
 
 

資料來源：改作自彭秀玉著，前揭書，頁 61。 

 
(1) 投資人親自或是透過中間人提出購買保單之申請 

(2) 將資金匯入信託機構所開立之信託帳戶 

(3) 醫療評鑑機構提供預期壽命報告於保單貼現公司 

(4) 保單貼現公司提供保單資料予投資人選擇是否投資 

(5) 信託機構向保險人提出變更保單所有權以及受益人之申請 

(6) 信託機構與履約保證保險人締結履約保證保險契約 

(7) 保單貼現公司追蹤被保險人狀況 

(8) 當被保險人於預期壽命加上二十四個月仍生存時，保單貼現公司通知信託機構向履約

保證保險人申請理賠 

(9) 履約保證保險人將保險金額給付於信託機構，信託機構將保單權利移轉於履約保證保

險人 

(10) 信託機構依投資人所投資金額之比例，給付保險金於投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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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保單貼現證券化 

 

自保單貼現交易出現以來，市場上對於此種投資之獲利是否建基於他人生命

之消逝即有相當之道德爭議，即便其成立之目的係為了給予保單貼現人更好的生

活或是醫療照護，投資大眾對於此種投資仍有心理上的負擔，甚有所謂「詛咒別

人死」之說法存在。再者，在整個保單貼現交易過程中，被保險人個人資料是否

有可能因人謀不臧之因素而外洩，造成投資人謀殺被保險人之道德危險存在，也

是向來爭論之重點51。除此之外，當投資人投資金額不高時，往往只能投資單一

保單所分割出來的一部分權益，一旦該張保單發生問題，投資人即有可能發生損

失。由是，為減少投資大眾之心理負擔、消弭道德危險之存在以及分散投資人之

投資風險，市場上即出現所謂「保單貼現證券化」之作法。 

     

保單貼現證券化之運作，即指保單貼現公司或金融承作機構係以保單之保險

金債權為獲利來源，以發行證券之方式公開向投資大眾募集資金，將其所募集之

資金向多數被保險人購買其保單，並依投資契約之規定，以定期配息或不定期給

付本利和之方式，將投資收益分配於投資大眾之過程。由於投資人完全無法得知

保單貼現公司或金融承作機構到底收購了哪些被保險人之保單，且其收益係取決

於人類自然壽命的長短，並不受市場景氣的影響，甚至有些產品有得以期前贖回

之特性，因此保單貼現證券化商品甫於市場上出現即大受投資人歡迎52。 

 

    目前實務上所出現保單貼現證券化之類型，與一般資產證券化（Asset 

                                                 
51 Albert, Miriam R., The Future of Death Futures: Why Viatical Settlements Must Be Classified as 
Securities, 19 Pace L. Rev. 345, 1999. 
http://web.lexis-nexis.com/universe/document?_m=b007b3276c273e568bd7900fc0c579a8&_docnum=
6&wchp=dGLbVlb-zSkVA&_md5=4084da8ded63d49400f0fa2b1ffa3837 Last visit: 2004/12/1. 
52 保單證券化商品市場在美國之規模，在西元一九九九年時，已達 10億美金左右，至西元二Ｏ

Ｏ一年已成長近一倍，達 18～20億美元之規模，預估潛在市場規模約在 250～500億美元。經濟
日報，第十七版，九十三年五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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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ies）53類似，若以發行有價證券之方式區分，基本上可以分為「權益轉手

型態」與「權益抵押型態」兩種。凡依前者架構所發行之有價證券，一般稱為「持

分權證券（Pass-through Securities）」；而依後者架構所發行者，則稱為「報酬權

證券（Pay-through Securities）」或稱為「抵押擔保證券」。 

 

    如保單證券化後所發行之證券係屬於「持分權證券」者，持有此類證券之投

資人，將可依該證券取得單位化之保單權益，對於發行貼現保單之保險人得主張

受益權，而對於證券發行機構不能行使追索權，證券發行機構在此架構中，僅負

責扮演中介角色而已，因此投資風險將由保單投資人直接承擔。 

 

而保單證券化後所發行之證券屬於「報酬權證券」者，該發行機構係以自身

名義向投資人發行證券，持有證券之投資人對於發行機構通常具有追索權。發行

機構係依據其以往投資保單貼現之經驗，來制訂條件不同之各種證券如債券或受

益憑證等，而其對於投資人投資收益之支付，則係由其所投資之保單所產生之現

金流量作為其來源。由於投資人毋須直接承擔投資保單貼現之風險，投資人購買

此類證券之投資風險較「持分權證券」更低。 

 

    以下即以目前市面上現有之「報酬權證券型」保單貼現證券化商品為例，說

明其運作方式以及投資條件： 

 

一、報酬權證券 A型－保單投資信託基金憑證 

 

        此種方式係指某一金融機構，以發行受益憑證之方式，向投資人募集資
                                                 
53 所謂資產證券化，係指金融機構或企業將資產負債表上之資產（例如債權）轉換為證券之交

易，例如金融機構在放款後，將流動性較低的資產（例如長期貸款契約），分割讓與投資人或將

之作為證券之擔保品，並發行可在市場流通的証券，賣給投資人以增加資金的流動性，其中，「不

動產抵押擔保債權證券（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可謂為其中的代表。陳裕文，金融資產証

券化之研究，輔仁大學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九十一年，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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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將該資金投資於保單貼現市場上，其操作模式類似一般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只是其投資標的並非股票、債券或短期票券，而係貼現保單，因此本文

稱之為「保單投資信託基金」。 

 

        此時投資人係以投資受益憑證的方式間接投資於保單貼現市場上，憑證

發行機構必須依其與投資人間之投資契約支付利息，對投資人負履約責任。

因此，投資保單貼現市場之風險係由發行機構所承受，投資人無需得知發行

機構所購買之保單為何，被保險人身故之時點與投資人的投資到期日並無關

係，即便投資契約到期日已屆至，投資人亦得依契約規定，取回其本利和，

被保險人之身故時點僅會影響其投資報酬率而已。 

 

        以目前市面上出現之某綜合保本基金為例54，其係由美國一家保險金融

集團為發行機構，以發行變額年金憑證之方式，向投資人募集資金，並將其

所募得之資金投資於保單貼現市場。投資人之資金係採取指定信託用途，由

指定監管銀行管理，與發行機構之資產相互分離。其投資憑證係屬五年到

期，於購買憑證後滿一年可申請部分贖回，最高得贖回投資金額之百分之五

十，然贖回時必須支付贖回金額之百分之十為手續費。 

 

        該基金所購買之保單共有五張，其預期壽命約為 48個月至 60個月，於

五年投資期間，如有被保險人身故，則發行機構收到保險理賠金後，將依投

資契約所約定之報酬方式，返還本利和於投資人（該張保單的部分）。於五

年投資期滿，如有被保險人仍存活之保單，則投資人該部分之投資金額將以

年息百分之五的單利計算其本利和返還於投資人。 

 

 
                                                 
54 彭秀玉著，前揭書，頁 6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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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保單投資信託基金交易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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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     (3) 

                               (1) 

                                                                          (5) 

                                                   (1) 

 

                          多數保單貼現人 

 

 

資料來源：改作自彭秀玉著，前揭書，頁 67。 

 

(1) 發行機構透過保單貼現公司向多數保單貼現人購買貼現保單 

(2) 投資人提出申購基金憑證之申請 

(3) 發行機構發給投資憑證 

(4) 投資人匯款至信託監管銀行 

(5) 由一籃子保單所產生之現金流量 

(6) 信託監管銀行將本利和返還於投資人 

 

 

    二、報酬權證券 B型－保單擔保債券 

 

在此情形中，保單貼現公司係以發行債券之方式，向投資大眾募集資

金，並以該資金向多數保單貼現人收購貼現保單，收購完成後即以該保單群

投資人 信託監管銀

行 

發行機構 保單貼現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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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債券之擔保55。保單貼現公司並會以其所購貼現保單群，向保險人投保履

約保證保險，由於投資收益得以確定，此等債券均會有固定配息，甚至有採

漸增式配息者56，對於投資人而言，係屬於相當穩定之投資方式。 

         

必須特別說明者為，當被保險人身故時，保單貼現公司所獲得之保險金

額將先用於支付投資人之利息，如有剩餘者，保單貼現公司將視有無更佳之

投資標的（即其他之貼現保單），決定是否再次投資，如無較佳之保單貼現

投資機會，保單貼現公司將有權依投資契約所約定之比例，提前償還投資人

之部分本金，此稱為「本金提前償還機制」。反之，在投資人方面，投資人

並無法提前贖回本金，必須等待公司債到期後，始得取回其本利和，然如次

級市場中有潛在投資者時，債券發行公司將可代為撮合。茲以下圖說明保單

證券化之流程： 

 

 

 

 

 

 

 

 

 

 

 

 

                                                 
55 林裕峰，前揭文，頁 30-33。 
56 如第一年利息 8.5％，第二年利息 9.0％，第三年利息 9.5％，第四年以後每年利息固定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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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6】保單擔保債券交易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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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自行整理 

 

(1) 保單貼現公司購得許多保單 

(2) 保單貼現公司將「保單群」移轉於特殊目的機構 

(3) 特殊目的機構將「保單群」委託信託機構保管，並由其成為保單受益人 

    (4) 特殊目的機構與承銷商接觸，進行承銷有關事宜 

    (5) 進行證券之銷售 

    (6) 投資人將投資金額匯入信託機構 

    (7) 被保險人身故時，由信託機構依據保險契約向保險人請求保險金之給付 

    (8) 信託機構將所得保險金給付於各投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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