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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保單貼現交易的風險分析 

 

    所謂風險（Risk） 57，係指由於未來結果的不確定性，而可能造成人身或

財務方面的、非預期的獲益或損失58。風險以事件結果之變動範圍為基礎，可以

分為「純粹風險」（Pure Risk）以及「投機風險」（Speculative Risk），前者係指

事故發生後，對於當事人僅造成保持原狀或係引起損失之影響，如火災、地震之

發生。反之，後者除了保持原狀以及引起損失外，亦有可能使當事人產生利得之

情形發生，例如股票之投資是59。由於投資人參與保單貼現交易之行為，可能發

生保持原狀、受有損失或係產生利得之結果，本章所探討之重點，即在於分析保

單貼現交易中之「投機風險」。 

 

    於保單貼現業中，業務人員面對投資人時，最喜歡引用的話語就是：「全世

界只有兩件事是不變的，那就是死亡與課稅。」同時，在推廣投資保單貼現交易

的過程中，業務人員常有隱瞞重要資訊，使投資人誤認保單貼現為「高獲利、零

風險」之投資。然而，保單貼現業在美國發展二十餘年以來，已經成為美國最有

可能發生投資詐欺的產業之一，在整個投資保單貼現交易的過程中，最大的風險

就係來自於各環節中人謀不臧的危險，除此之外，保單貼現之投資尚存在有被保

險人可能活過預估生命期，投資人可能必須負擔往後的保費等風險。本章以下將

詳述投資保單貼現交易可能發生之風險，以及對於該風險，投資人可以採取何種

對策，俾使風險程度降到最低。 

 

 

                                                 
57 國內學者亦有將「Risk」稱為「危險」者（陳彩稚，保險學，三民書局印行，民國八十九年七

月三刷，頁 4-5），然作者以為，所謂實際結果以及預期結果間之不確定性，其帶來之結果並非

一定為意外損失，亦有可能為意外獲利，因此本文主張將「Risk」譯為較中性之「風險」，以避
免「危險」所帶來之純負面印象。 
58 鄧家駒，風險管理，華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行，西元 2000 年八月二版，頁 16-17。 
59 陳彩稚，保險學，三民書局印行，民國八十九年七月三刷，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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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商品品質風險 

 

壹、預期壽命評估報告準確度不足 

 

保單貼現交易的商品品質風險，主要係來自於醫療評鑑機構中，其專業醫療

人員對於貼現保單之被保險人預期壽命評估之準確度。如前所述，預期壽命的評

估報告不僅與保單貼現人可以獲得之對價（亦即該保單售出的價格）有關，亦同

時關係到投資人所必須付出的投資成本。一旦被保險人實際壽命超過評估壽命加

上二十四個月（預留保費期間）時，投資人將必須持續支付該貼現保單之保費，

否則該保單即有可能因保費未繳而失效。此時，投資人的投資報酬率不僅受到時

間風險的影響，更會受到未來保費支出的侵蝕，投資人之投資報酬率將會快速降

低，甚至成為負值（當其支出大於保險人未來可能給付之保險金時）。茲以下圖

顯示投資人投資報酬率與被保險人壽命之關係： 

 

【圖 8】保單貼現投資報酬率與被保險人壽命關係圖 

            投資人投資報酬率(%) 

 

 

 

               0 

                                             被保險人之壽命 

                      a.預期壽命   b.預期壽命加 24個月 

　               　　　　　　　　　　　　　       c. 

　         　　　　　　　　     資料來源：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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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圖可知，在 b時點以前，由於投資人之投資成本為固定，因此影響其投

資報酬率之因素僅有時間因素，即報酬率將依時間經過而遞減。在 b時點後，投

資人的成本將因每年多餘的保費支出而增加，投資報酬率遞減的幅度將增加。直

至 c時點，投資人付出的總金額已相當於該貼現保單之保險金額，之後投資人的

投資報酬率將呈負數。更有甚者，在上述被保險人逾預期壽命仍存活之情形，若

投資人所投資之保單屬於定期壽險者，一旦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到期後仍存活

時，投資人將因該張保單之失效而血本無歸。 

 

    除了醫療評鑑機構其評估報告之準確性外，醫療技術的日新月異，亦有可能

使得被保險人之壽命存活逾先前所預估之預期壽命，如為對抗 AIDS所發展出之

雞尾酒療法，在保單貼現業發展初期即對保單貼現業產生相當大的衝擊，迫使保

單貼現業所投資保單之類型不得不予轉型。 

 

貳、保險契約或保單貼現契約效力有所缺陷 

 

    此部分之風險，主要係來自於貼現保單之保險契約或保單貼現契約之效力有

所缺陷，而使保險人對投資人得拒絕理賠之情形，包括： 

1. 該保險期間尚未超過兩年可抗辯期（Two Year Contestability Period）而被

保險人身故時，保險人如有得以抗辯之事由，即得對受益人主張之。 

2. 如保單係屬於復效後之保單，亦必須注意保單復效是否已超過二年，蓋

兩年可抗辯期在復效後須重新起算之。 

3. 如前所述，保單貼現人在簽訂保單貼現契約書時，必須由合格醫師出具

一份其具有正常法律能力（Legal Competency）之證明書。否則，一旦被

保險人身故，該保單之原受益人可能會向法院爭議前揭保單貼現契約書

之效力，萬一原受益人之主張有理由，導致法院判定該保單貼現契約書

無效，投資人身為受益權人之地位將受到影響，保險人必須依據法院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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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將保險金給付於該貼現保單之合法受益人。 

 

第二節  信用風險 

 

    信用風險，又稱違約風險（Default Risk），主要係指債務人到期不依約付款，

或不能付款，致使債權人發生經濟損失之危險。於保單貼現交易中亦有可能發生

信用風險，其中包括： 

    1. 保險公司：若發行該貼現保單之保險人破產或係失卻清償能力，投資人

即無法於被保險人身故時，依據保險契約向保險人請求全額保險金之給

付。此時投資人僅得依其所享有之保險金請求權，向保險人之清算人或破

產管理人請求剩餘財產或破產財團之分配60，對於投資人之權益影響甚

大。因此，在保單貼現交易中，保險人之信用評比是相當重要的。 

    2. 信託機構：如前所述，在保單貼現交易之實務上，為了使得理賠過程簡

便順利，於一張保單有多數投資人之情形中，通常係由投資人委託信託機

構成為該保單之所有權人以及不可撤銷受益人，以進行請求保險理賠以及

分配保險金之相關程序，一旦信託機構之財務發生問題，投資人之權益將

首當其衝。 

    3. 金融承作機構：在保單貼現證券化之情形中，如其證券化之型態係屬於

保單貼現公司或金融承作機構發行債券者，則投資人所取得者係屬對於保

單貼現公司或金融承作機構主張之債權，而非對保險人之保險金請求權，

此時，該保單貼現公司或金融承作機構之信用即關乎投資人能否依其投資

契約取回投資收益。 

 

                                                 
60 除公司法所規定之清算程序以及破產法所規定之破產程序外，我國保險法就保險業特別規定有

清理程序，保險法第一百四十九條第三項即規定：「保險業因業務或財務狀況顯著惡化，不能支

付其債務，或無法履行契約責任或有損及被保險人權益之虞時，主管機關得依情節之輕重，分別

為下列處分：一  派員監管。二  派員接管。三  勒令停業派員清理。四  命令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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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流動性風險 

 

    在此所謂的流動（Liquid），是針對投資標的而言，即在投資的過程中，若

能夠在最少的搜尋以及議價成本下，公平、迅速的買入該資產，並在結算時公平、

迅速的將資產出售，那麼該資產就可稱為具有流動性（Liquidity）。流動性風險

（Liquidity Risk）即指該資產在買入後，無法迅速脫手而產生現金週轉不靈的情

形。61 

 

    於保單貼現交易的發展初期，一旦整筆交易完成後，直至被保險人身故前，

投資人並無法贖回其資金，因此保單貼現可說係流動性相當薄弱的投資標的，投

資人必須仔細考慮在投資期間有無需要動用該筆資金之可能性，否則即有可能面

臨資金週轉不靈的窘境。至於目前市面上相當熱門，以投資多數貼現保單為號召

之證券化保單貼現交易，已經容許投資人得以期前贖回部分本金（50％），比起

初期的保單貼現產品，在流動性方面已有相當的進步。62 

 

第四節  利率風險 

 

    利率風險（Interest Risk），顧名思義，係指利率的變動導致實際報酬率發生

變化而產生的風險。一般而言，利率的變動對於資產價值的影響常是反向的，即

在其他條件不變（Other Things Being Equal）的前提下，利率上升時，會使得資

產的價值下跌，反之，利率下跌時則價值上升。63 

 

    在保單貼現的投資上，由於證券化的保單貼現交易屬於長期投資，一旦利率

                                                 
61 謝劍平，現代投資學—分析與管理，著者發行，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經銷，2000 年 9月再
版，頁 148。 
62 彭秀玉，前揭書，頁 69。 
63 謝劍平，前揭書，頁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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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使得保單貼現的投資報酬率低於市場利率水準，投資人將會發生機會上的

損失（如未投資保單貼現，可以獲得更高的利息收入且風險更低）。二十世紀末

由於全世界經濟景氣低迷，存款利率不斷下滑，標榜低風險且高投資報酬率的保

單貼現因此大受投資人之青睞，然於，於二 OO四年八月十一日，美國聯邦準備

理事會已將聯邦基金利率調升至 1.5％，並引發全世界的熱烈討論，直至二 OO

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已經十三度調升達 4.25％64。一旦利率在未來持續上升，將會

影響投資人參與保單貼現交易的意願。 

 

第五節  機制風險 

 

    所謂機制風險，係指由於保單貼現交易屬於新興市場，無論係在主管機關或

係監理法規部分，仍有尚待改善之處。以美國為例，各州所訂定之保單貼現法並

不完善，且多集中於保單貼現人權益之保障65，對於投資人之保護鮮少有所著墨。 

 

    自保單貼現交易現世以來，投資人已為欠缺強而有力的監理機制付出了高昂

的代價，保單貼現公司不按規定向州保險局或證券管理局註冊、濫用投資人之資

金、不誠實的醫療評估報告、故意推銷有問題的保單等行為，使得保單貼現交易

成為惡名昭彰的市場。近年來已逐漸出現應儘速修訂保單貼現法，以保護投資人

的呼聲66。更有甚者，對於投資人購買保單之行為，究竟應屬州保險局抑或證券

管理局管轄，目前仍屬爭論的焦點67。保單貼現市場如欲繼續成長茁壯，政府監

理機制的強化將成未來的重點之一。 

 

第六節  匯率風險 

                                                 
64 經建會:美國升息漸歇 美元短強長弱。中央社，2005 年 12月 14日。
http://tw.news.yahoo.com/051214/43/2n4z2.html 最後瀏覽日：2005/12/19 
65 詳見下章關於美國保單貼現相關法規之介紹。 
66 Albert, Miriam R., supra note 51. 
67 購買保單是否屬於「投資契約」之爭論，在下一章將有詳細的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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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兌風險（Exchange Rate Risk）係指在投資需以外幣為支付工具之金融產

品時，由於其係以外國貨幣計價，一旦本國幣值在投資期間揚升或下跌，則將收

入換算為本國貨幣時，即會產生匯兌損失或收益。如前所述，投資美國保單貼現

產品之台灣投資人，其總投資金額可能有達一億美元之譜。68由於保單貼現之投

資門檻並不低，匯率上的小變動都有可能強烈影響該交易之投資報酬率。 

 

舉例言之，假設一名台灣投資人於二 OOO年以十萬美元購買了面額十五萬

美元之保單，依據醫療評鑑機構之預期壽命評估報告，該貼現保單之被保險人之

預期壽命僅有三年，且該被保險人確於 2003年病歿。而自 2000至 2003三年間，

台幣對美元之匯率從 31.225：1貶值到 34.418：1，換句話說，該投資人之投資

報酬率，除了原本的 50％（(150000-100000)/100000=50％）之外，因為台幣對美

元的貶值，使其整體投資報酬率在其將投資收益兌換回台幣後，又增加了 10.2

％（(34.418-31.225)/31.225=10.2％）。由此可知，匯率變動對於以外幣投資為主

之投資工具，其影響投資人權益之程度實不可謂不大。 

 

第七節  道德風險 

 

    在保單貼現交易中，最令人詬病者即為其層出不窮的詐欺案件，由於保單貼

現交易的過程中牽涉到眾多關係人，其中包含保單貼現人、保險人、保單貼現公

司、投資人、醫療評鑑機構、信託機構以及保單貼現經紀人，其間的複雜關係以

及缺乏政府強而有力的監理，使得保單貼現交易已經成為北美地區十大投資詐欺

類型的其中之一。根據保守的統計數字估算，自 1998至 2001短短三年中，全美

大眾在投資保單貼現交易的過程中，因詐欺或保單貼現公司未誠實揭露相關資訊

而導致的損失，估計約達四億美金之多。 
                                                 
68 莊瑞祥，「MBC被美證管會調查  台灣貼現保單權益可保？」，民生報，A11版，2005/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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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保單貼現詐欺案而蒙受損失之人，除了一般投資大眾外，損失最嚴重的莫

過於保險公司，根據北美證券管理者協會（North American Securities 

Administrators Association）初估，保險公司一年中因不實保單的理賠金損失，就

高達十億美元69。如前所分析，雖然在保單貼現交易中尚有可能發生商品品質風

險、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利率風險以及機制風險，但是，在實務上發生最多

者仍為因人謀不臧所發生之道德風險（Morale Risk）。 

 

    一般而言，在保單貼現交易中，主要的詐欺類型可以分為下列四種：壹、保

險經紀人或保單貼現經紀人以隱瞞保單貼現人之健康情形，詐欺保險公司以順利

取得保單；貳、保單貼現人自行隱瞞其健康情形，詐欺保險公司而取得保單；參、

保單貼現人詐欺保單貼現公司；肆、保單貼現公司詐欺投資人。以下即就各種詐

欺態樣分別詳述其內容。 

 

壹、保險經紀人協助被保險人詐欺保險公司取得保單後予以售出70 

 

    在 Davis v. Texas案中，保險經紀人與保單貼現公司在保單貼現人售出其保

單後一段時間，與其聯絡並表示願協助其取得新的保單。在申請核保的過程中並

由保險經紀人代填該要保書，且隱瞞保單貼現人之實際健康情形，保險人在未經

明察之下而核發保單，一旦二年可抗辯期間經過，保單貼現人便得以再售出其新

取得之保單於保單貼現公司。 

 

                                                 
69 彭秀玉，前揭書，頁 91。 
70 Halechko, Anna D., Viatical Settlements and the Elderly: Potential Advantages and Hidden Dangers, 
6 N.Y. City L. Rev. 135(2003)。
http://web.lexis-nexis.com/universe/document?_m=deb368023d54e09b19e80e3d519ced29&_docnum=
1&wchp=dGLbVtb-zSkVb&_md5=35cdb244cead36fc64634cd8cf39190d last visit: 2004/12/9. 
Albert, Miriam R., supra note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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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於在美國保險實務上，被保險人在十五歲至五十歲之間而投保金額

在十萬美元以內者，可以免除任何形式的體檢，因此，保險經紀人可以利用此制

度上之漏洞，協助被保險人同時向好幾家保險公司，各買十萬美元保額的保單，

以逃避體檢，輕易取得保單，並等待二年可抗辯期間過後而出售。71 

 

貳、被保險人自行欺騙保險公司，取得保單後售出72 

 

在 Amex Life Assurance v. Superior Court of Los Angeles County案中，一名被

保險人明知其為 HIV陽性（意即患有 AIDS）。然而，在向保險公司要保的過程

中，該名被保險人委由他人冒名接受體檢，於體檢合格取得保單後，旋即將該保

單出售於保單貼現公司。事後，該保單貼現人因 AIDS身故，投資人向保險公司

請求給付保險金時，保險人發現該詐欺情事而不願給付保險金於保單受益人，惟

經法院審理後，法官認定該保險契約之二年可抗辯期間已過去，判定保險公司之

主張為無理由，保險公司仍應依約給付保險金。 

 

上述壹、貳種情形中，該詐欺保單生效期間如已經過兩年可抗辯期，則該保

單已經完全「漂白」乾淨，若保單貼現人未來因保險事故而身故，保險公司即必

須依約給付保險金而不得對抗該保單之受益人－即投資人。因此上述保單又被稱

為「漂白保單（Clean Sheeting）」。 

 

參、保單貼現人欺瞞保單貼現公司73 

 

在此類案件中，保單貼現人會展現出較實際情形更為虛弱的健康狀態，以求

說服保單貼現公司相信其已不久於人世，而以高昂的代價購買其保單。例如，

                                                 
71 彭秀玉，前揭書，頁 92-93。 
72 Halechko, Anna D., supra note 70.Albert, Miriam R., supra note 51. 
73 Halechko, Anna D., supra note 70.Albert, Miriam R., supra note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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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DS患者故意延緩其療程，直至整個保單貼現交易順利結束，其後，一旦其所

接受之療程相當順利而身體健康好轉，投資人之投資報酬率將大幅下滑。 

 

此外，亦有保單貼現人明知其本身缺乏法律上的控制能力（Legal Control）

而出售其保單者。在 Gander v. Gander一案中，一名父親在離婚協議中，承諾繼

續維持其壽險保單之有效性，而以其前妻為受益人，並將該保單為子女利益而信

託。然而，事後他卻將其保單賣給了保單貼現公司，其子女因此控告保單貼現公

司，主張該保單貼現契約無效，並獲得法院之認可而回復其權利。 

 

肆、保單貼現公司詐欺投資人或保單貼現人74 

 

在此種最為盛行的詐欺類型中，缺乏職業道德的保單貼現公司與經紀人合謀

欺騙保單貼現人或係投資人。其類型包括： 

 

    一、不法低價取得保單 

 

    保單貼現公司與保單貼現經紀人往往利用保單貼現人缺乏相關知識以

及經濟上有急迫需求的弱點，隱瞞市場實際行情而以相當低的價格收購保

單貼現人之保單，雖然 NAIC就保單貼現的價格制訂了最低給付標準，但

是並非所有的州保單貼現法規皆有採納。 

 

    二、廣告不實 

 

    在投資人部分，保單貼現公司的詐騙計畫通常係以上了年紀的投資人為

目標。在 SEC v. Tyler一案中，被告透過各種管道（電視廣告、投資研討會、
                                                 
74 Halechko, Anna D., supra note 70.Albert, Miriam R., supra note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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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郵寄信件、電話銷售等等）引誘將近四百八十位老年人購買其公司

所推出的貼現保單，並保證其該投資具有流動性、高利率、以及固定的到

期日之眾多優點。實際上，保單貼現契約鮮少有具有流動性者，且保單貼

現契約亦無固定的到期日（是否到期需視保單貼現人何時身故），在投資

報酬率方面則具有相當的變動性，端視被保險人自售出保單後何時身故而

定。 

 

    三、一單二賣 

 

    在賓州所發生的 Srein v. Frankford Trust Co.一案中，一名保單貼現經紀

人將一張保單同時賣給兩位投資人，而保單貼現公司之信託機構 Frankford 

Trust Co.卻漏未發現。其中一位投資人 Srein在多年後因未收到保險金而向

保單貼現經紀人提出質疑，始發現該張貼現保單之保險金已給付於另外一

名投資人。該件「一單二賣」之情事被揭發後，Srein先控告該保單貼現經

紀人求償兩百萬美元並獲得勝訴，惟該保單貼現經紀人清償能力不足，因

此 Srein再控告 Frankford Trust Co.。惟在一審時，地方法院認定 Srein多年

來未密切注意其投資，應為與有過失而判定其敗訴。 

 

        在二審時，上訴法院則推翻了地方法院的判決，法官認定 Frankford Trust 

Co.對 Srein負有受託人的責任，且該信託機構沒有建立一套有效的追蹤系

統，以致於漏未發現 Srein的資金被放置在其他保單的投資帳戶中。然而，

上訴法院也質疑 Srein疏於注意其本身投資，而認定地方法院並未基於賓州

的相對過失法（Pennsylvania Comparative Negligence Act）而判決，此案說

明了一般民眾在從事此等投資時，也必須負有一定的注意義務。 

 

    四、濕墨水保單（Wet-ink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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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種投資人容易受騙上當之手法，係所謂「濕墨水保單（Wet-ink 

Policies）」。此種手法通常係由老年人以做遺產稅務規劃為由，向保險公

司申購保單，然其實際目的實係為了將該保單貼現。這些老年人在保單核

發下來後，並未經過兩年可抗辯期間即立刻低價轉賣於保單貼現公司，一

旦投資人購買了此種保單，若被保險人在兩年可抗辯期間內身故，保險人

將可能提出抗辯事由拒絕給付保險金，造成投資人慘重損失。 

 

    五、預期生命評估不實（Life Expectancy Fraud） 

 

    保單貼現公司有可能與醫療評鑑機構共謀，由醫療評鑑機構提出不實的

預期壽命評估報告，以提高貼現保單的價格，投資人一旦投資此種保單，

將面臨遙遙無期地等待回收本利和的情形。 

 

        於二 OO四年五月五日，MBC（Mutual Benefits Co.）遭到勒令停業，

SEC（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宣稱MBC在提供投資人其所購

買保單的資料時，有提供不實生命餘年預測的情事，再者，該公司也未告

知投資人，在其所賣出的保單中，有高達百分之九十的保單被保險人，其

生命都超出了當初生命餘年的預測。 

 

    六、非法集資（Ponzi Scam） 

 

    前述類型皆屬保單貼現公司將內容不實之保單推銷於投資大眾，除此之

外，最為惡劣的手法即為「非法集資（Ponzi Scam）」，保單貼現公司以投

資保單貼現之名目，向投資人募集資金並實際投資於貼現保單上。惟該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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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貼現公司卻向投資人表示其所投資之保單係屬於保險人不予以理賠之瑕

疵保單，並表示願以折扣價向投資人買回保單貼現契約以示負責，對於投

資人而言，得以取回部分本金而非血本無歸實屬求之不得。保單貼現公司

藉由此種手法，得以利用投資人之資金取得貼現保單之所有權及受益權，

並同時獲得公司營運費用之來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