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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從我國社會現況看保單貼現制度之引進 

 

一個新金融商品的引進與成功，必定有其因素存在。其中整個社會有無供需

關係（Demand and Supply）存在，以及完善的配套措施（諸如法令、機構），都

是新金融商品順利發展的必要條件。以保單貼現交易而言，由於我國目前是否開

放此市場仍屬未定之數，因此，本章將從我國目前社會現況探討目前是否適合引

進保單貼現交易，並於第六章以後，以美國保單貼現業之發展為借鏡，探討政府

一旦開放引進保單貼現交易，於目前的法制架構上，有無規範不全或有所扞格之

處，並提出相關建議。 

 

第一節  金融自由化 

 

自民國七十年代初我國實施貿易自由化後，隨著資訊科技創新，跨區域資本

移動限制解除，以及日趨競爭的環境，政府遂決定進一步推動金融自由化以及金

融國際化。其中所採取之步驟包括133： 

 

壹、利率自由化 

 

利率自由化的目的，在於使金融市場長短期利率由完全競爭的市場決定，同

時金融機構可以根據資金狀況自由訂定並調整存放款利率。為建立短期資金市

場，政府於民國六十五年陸續准許三家票券金融公司成立，以建立貨幣市場利

率，作為銀行調整短期放款與存款利率的指標。然而，直至民國八十三年八月政

府准許票券公司新設及開放銀行從事商業本票承銷及簽證業務，才算初步完成票

券市場利率自由化措施。另外，金融同業拆款市場於民國六十九年四月成立，新

                                                 
133 范駿，臺灣金融自由化進程分析，http://www.cass.net.cn/zhuanti/taiwan_1/zhjia/zhj079.htm，最
後瀏覽日：2004/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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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幣拆款利率成為中央銀行執行貨幣政策之短期指標利率，不過由於中央銀行仍

具主導地位，拆款市場之效率仍不完全。至於長期資金市場，由於政府長期以來

「重股市輕債市」，導致債券規模與相關措施始終不夠健全，使得長期利率指標

較不具有指標效果。134 

 

貳、外匯自由化 

 

外匯自由化包括匯率自由化及國際資本流動的鬆綁。我國於民國六十八年二

月一日成立銀行間外匯交易市場，由五家外匯指定銀行負責人組成匯率議訂小

組，根據前一營業日銀行與顧客間交際外匯交易狀況訂定即期外匯交易中心匯

率，此即所謂「機動匯率制度」。民國七十一年九月至七十八年四月間，五家外

匯指定銀行改為根據前一營業日銀行間外匯交易狀況來決定中心匯率水準。七十

八年四月起，中央銀行廢止中心匯率制，改採自由議價制，匯率由銀行自由決定。

此外，中央銀行並多次調高指定銀行國外負債餘額，銀行外匯買賣部位由銀行自

訂並洽商央行同意後實施，且辦理遠期外匯項目改以「負面表列」方式開放，並

同時採取多項自由化措施，如取消辦理遠期外匯期限之限制等。 

 

在放寬外匯管制方面，民國七十六年七月中央銀行廢除經常帳外匯管制，並

大幅放寬資本帳交易管制，允許國內公司及個人每年可按一定金額申報匯出及匯

入。目前個人結匯額度為五百萬美元，公司、行號自由結匯額度則為五千萬美元，

外國人及華僑撤資及盈餘匯出限制亦已陸續解除。八十三年九月更准許外國人開

立新台幣帳戶，外國人可在每筆十萬美元額度內（筆數不限）自由匯出入。此外

中央銀行亦逐步放寬外國專業投資機構（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134 許振明，由金融自由化與國際化的過程談金融監理，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金會國政研究

報告，中華民國九十年九月十一日發表。

http://www.npf.org.tw/PUBLICATION/FM/090/FM-R-090-039.htm，最後瀏覽日：2004/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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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ors，QFII135）投資國內證券之資格、條件、個別投資額度及比例限制。個

別限額由五千萬美元提高為二十億美元，同時並放寬外資及全體外資投資國內股

市之持股比例，由五%及十%逐次提高，至八十九年底已全部解除上述限制。中

央銀行對於外匯管理採取「原則自由，例外管理」之政策，循序放寬國際資金移

動之限制。唯自民國八十七年四月政府暫停國內法人承作無本金交割遠期外匯

（Non-Delivery Forward，NDF136），至今尚未開放。 

 

參、金融商品自由化 

 

民國七十九年底，政府開放十六家民營商業銀行新設。每家新銀行陸續獲准

設立信託部、國外部及國際金融業務分行。每家銀行每年均可增設五家以內之分

行。而信用合作社及農漁會信用部每年亦可增設分支機構。至於外商銀行來我國

設立分行及代表辦事處之審核規定亦大幅放寬，外商銀行之業務除信託、商業本

票等部分業務外，其餘業務範圍與本國銀行一視同仁，享有國民待遇。在擴大銀

行業務範圍方面，銀行可辦理短期票券經紀及自營業務。而且，本國銀行亦於八

十四年八月開始辦理商業本票簽證及承銷業務。 

 

在信用卡業務方面，財政部已開放非聯合信用卡中心會員辦理信用卡業務。

同時金融機構亦可辦理 IC卡業務、及各種新種衍生性金融商品例如保證金交

易、換匯、遠期利率協定、選擇權等外匯業務。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銀行法經修

                                                 
135 外國專業投資機構（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QFII）：它是一國在貨幣没有實

現完全可自由兌換、資本項目尚未開放的情况下，有限度地引進外資、開放資本市場的一項過渡

性的制度。這種制度要求外國投資者若要進入一國證券市場，必須符合一定的條件，得到該國有

關部門的審核通過後匯入一定額度的外匯資金，並轉換為當地貨幣，通過嚴格監管的專門帳戶投

資當地證券市場。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4-10/26/content_2140825.htm 最後瀏覽
日：2005/12/20。 
136 無本金交割遠期外匯（Non-Delivery Forward，NDF）：一種遠期外匯交易的模式，其作法是

交易雙方在簽訂買賣契約時，不需交付資金憑證或保證金，合約到期時亦不須交割本金，只需就

雙方議定的匯率與到期時即期匯率間的差額，從事清算並收付的一種交易工具。謝明瑞，NDF
與 NDO，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金會國政研究報告，中華民國九十二年八月十三日發表。

http://www.npf.org.tw/PUBLICATION/FM/092/FM-C-092-110.htm 最後瀏覽日：2005/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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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後，其中第七十四條進一步開放銀行可以轉投資經營相關業務，例如：票券、

證券、期貨、信用卡、融資性租賃、保險、信託事業等。此外，有關信託業之開

放，八十九年七月「信託業法」已公佈實施，容許信託業從事資產管理信託業務。 

 

肆、兩岸金融往來日益頻繁 

 

隨著兩岸貿易快速成長，台商赴大幅投資家數及金額大幅增加，國人赴大陸

探親及旅遊人數亦直線上升。兩岸民間交流及經貿往來過程中，通匯等金融往來

日益熱絡。目前在「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簡稱「兩岸人民關係

條例」）的架構下，財政部已經允許本地銀行海外分支機構得與外商銀行在大陸

地區之分行，以及與大陸地區銀行海外分支機構、海外之大陸地區法人、團體、

個人為金融業務往來。在證券業方面，已有投顧公司前往大陸設立辦事處。然而，

兩岸之間的直接金融往來仍然未被允許。民國九十年五月三十日政府開放銀行赴

大陸設立辦事處，並允許境外金融中心（Offshore Banking Unit，OBU137）直接

與大陸金融機構直接通匯往來。 

 

保險業部分，目前已有多家台資企業前往大陸設立分支機構，如國泰人壽與

大陸東方航空合資的上海國泰人壽已獲得大陸保監會批准設立，並取得法人許可

證，即為其中著例138。 

 

伍、證券業自由化 

 

                                                 
137 境外金融中心（Offshore Banking Unit，OBU）：一般稱為「境外金融中心」，或「國際金融業

務分行」， 是政府以減少金融及外匯管制，並提供免稅或減稅待遇，吸引國內外貿易商、投資者

進行財務操作的金融單位。 
138 林祖嘉，從國壽進軍大陸看台灣金融業在大陸的機會，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金會國政研

究報告，中華民國九十四年一月三日發表。

http://www.npf.org.tw/PUBLICATION/TE/094/TE-B-094-001.htm 最後瀏覽日：2005/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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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政府為建立台灣為亞太金融中心，陸續開放各項新種業務，引導國

內證券市場朝向國際化及自由化的方向前進；除開放企業海外籌資、外國專業機

構以及國外自然人、法人投資國內證券市場，更放寬外資股市投資比率之限制，

使國內證券市場交易更趨活絡。 

 

由以上分析可知，我國對於金融保險自由化之推行可說是不遺餘力，未來並

將繼續成為我國經濟發展上的重要政策。由於我國目前並未開放國內保單貼現市

場，有意願投資此類金融商品者僅得跨越太平洋，透過美國境內的保單貼現公司

投資由美國保險人所發行，並由美國被保險人所持有之保單。職是之故，二 OO

四年五月五日Mutual Benefits Co.（以下簡稱「MBC」）爆發財務危機，並遭到

美國聯邦政府及州政府勒令停業後，對於透過該家公司投資美國保單貼現市場的

台灣投資人，財政部保險司指出，國內並未開放這類商品銷售，國內投資人購買

後，只能自負風險，跨海進行訴訟以確保自身權益139。 

 

然而，也由於MBC事件之發生，而引起國內是否開放保單貼現市場之討論，

對此，財政部長林全已指示保險司、證期會及金融局（目前已改制為行政院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轄下保險局、證期局以及銀行局），就各單位權責針對保單貼現

商品進行了解，依據保險司初步蒐集之資料，保單貼現交易商品在美國的市場不

小，而且持續成長中。如果商品設計與管理得宜，並有配套措施，這項商品引進

對被保險人、投資人都有正面助益，況且，此類商品並有助解決重症及末期患者

生前的經濟問題。140 

 

第二節  重症患者與老年人口逐年增加 

 

                                                 
139 邱金蘭，「保險司：風險自負」，經濟日報，17版，2004/5/14。 
140 邱金蘭，「保單貼現商品 考慮引進」，經濟日報，17版，2004/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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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快速蔓延 

 

    於民國七十三年十二月，台灣出現了首位患有 AIDS（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俗稱「愛滋病」）的美籍人士，在民國七十五年三月，台

灣則出現了首位本國籍 AIDS病患。根據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之統計資料顯

示（下圖）141，我國患有 AIDS的人數有每年遞增的趨勢，截至民國九十三年十

月止，已有六千八百五十名感染個案，其中有一千八百七十四人已經發病。以增

加速度而言，發現前三千位感染者共經過十八年（民國七十三年至民國九十年）

的時間，但從第三千零一位至第六千位僅歷經三年的時間，其蔓延速度可謂相當

驚人。 

 

【圖 9】台灣地區人民每年感染人類免疫缺乏病毒數量趨勢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網站 

 

在 AIDS的治療方面，雖然「雞尾酒療法」的出現，已經證實可以有效減緩

                                                 
141 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網站，http://www.cdc.gov.tw/index800.htm，最後瀏覽日：2004/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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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者發病的時間，然其功效僅限延緩發病，至今 AIDS仍屬不治之症。由於

AIDS病患由感染至發病，常須經過數月或數年之時間，因此就國內壽險業者所

發行之保險契約而言，其中的「生前給付（Accelerated Death Benefits）」條款實

際上對於 AIDS病患並無任何的助益，蓋申請生前給付之被保險人其剩餘壽命須

少於六個月內，AIDS病患實無法利用此方式領回部份保險金。 

 

再者，國內保單中之重大疾病保險是採取列舉式條列出保險人應予理賠的七

大重症，然而，其中並未包含 AIDS之感染在內，因此病患亦無法依據重大疾病

保險契約請求保險人予以理賠。事實上，美國保單貼現交易的起源，即是因 AIDS

病患對現金的龐大需求而出現。此係因保單貼現業務中，其交易條件並未限制被

保險人之剩餘壽命必須少於六個月方得將其保單售出貼現，契約中亦未限制被保

險人所罹患重症之種類，對於 AIDS病患的經濟需求助益甚大。 

 

貳、重大疾病威脅國人生命及經濟安全 

 

根據衛生署所發佈「台灣地區主要死因分析」資料顯示，民國九十三年台灣

地區人民十大死亡原因包括惡性腫瘤；心臟疾病；腦血管疾病；糖尿病；事故傷

害；肺炎；慢性肝病及肝硬化；腎炎、腎徵症候群及腎性病變；自殺；高血壓性

疾病。142。惡性腫瘤仍為我國民眾死亡原因之第一名，死於惡性腫瘤者高達三萬

六千三百五十七人，平均每日死於惡性腫瘤者，將近達百人。 

 

雖然政府在民國八十四年開辦全民健康保險，提供社會大眾基本的醫療保

障，然而，由於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範圍與保險金額有所限制，對罹患惡性腫瘤

的病患而言，因罹患惡性腫瘤所帶來之經濟上負擔依然相當沈重。以治療費用來

                                                 
142 行政院衛生署網站，http://www.doh.gov.tw/statistic/data/死因摘要/93 年/93 年摘要分析.doc 最
後瀏覽日：2005/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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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癌症醫療成本高居健保榜首，其中又以白血病最高，平均每名患者終其一生

須花掉二四Ｏ萬七千元，其次為卵巢癌（一二七萬五千元）、乳癌（一一七萬二

千元）、子宮頸癌（八十九萬三千元）、結腸直腸癌（七十八萬七千元）。 

 

台灣醫療體制雖有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協助惡性腫瘤病患減輕部份經濟負

擔，但相關的自付住院費用或非健保範圍的癌症治療卻是非常昂貴。根據衛生署

及內政部的統計，九十二年國人的平均住院天數是 9.96天，而國內的各大醫院

住院病房費的自付額，雙人房約在六 OO～二二 OO元不等，單人房更是貴得驚

人，約一二 OO～七 OOO元之間。143 

 

雖然目前國內大多數的重大疾病保險契約已將癌症列為保險事故之一，然若

患有癌症之被保險人為僅投保終身壽險，而未投保終身癌症保險或重大疾病保險

者，依然無法向保險人請求保險金之給付，以應付生活與醫療上的龐大支出，如

剩餘壽命逾六個月者，亦無法向保險人請求生前給付。 

 

參、老年人口比例增加與保險意識提升 

 

在台灣地區，隨著公共衛生及醫藥、生化科技高度發展，各項疾病得以有效

防治，死亡率因而逐年下降，又因所得及生活品質大幅改善與提升，使民眾平均

壽命得以延長。根據民國八十九年台閩地區戶口及住宅普查資料，八十九年底老

年人口比率已達 8.6％，而目前台灣地區的老年人口在 2003年 11月底已達到

208.3萬人，占總人口數的 9.22%，依據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推估，台灣老年

人口將在 2019年達到總人口數的 14%，至西元二 O五 O年，我國人口老化比率

將高達 29.8％，老化速度較一般工業化國家更為快速，因此人口老化、老人長期

                                                 
143 今日保險網站，http://www.cathlife.com.tw/cathaynew/a_e-world/2004autumn/talk2.jsp，最終瀏
覽日：2004/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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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護問題成為必須謹慎面對的重要議題，老人福利與相關服務已經成為現今各級

政府的施政重點。 

 

此外，生育率與死亡率逐年下降之結果，人口年齡結構產生變化，青少年人

口逐漸減少，老年人口逐漸增加。以扶老比144為例，民國七十九年底扶老比為 6.3

％，亦即平均每 15.9位工作年齡人口扶養 1位老年人口，而至九十二年底已達每

7.7位工作年齡人口扶養 1位老年人口，而根據經建會人力規畫處的推估，18年

後，也就是 2024年，扶老比的數字將升高為 27.61％，也就是說，到時的情況是

每 3.6位工作年齡人口就要養 1位老年人口。以上數據都明白顯示出，老年人口

增加以及生育率的降低將帶給工作年齡人口極大的經濟負擔。 

 

在老年人之照護方面，台閩地區需長期照護之老人計十八萬二千人，此占全

體老年人口之 9.7％，亦即每 100位老人有 10位需要長期照護，其中需輕度照護

者最多，占 37.7％，需重度照護者次之，占 27.0％，而需中度照護與極重度照護

者，分占 17.8％與 17.5％。需長期照護之老人居住於安養機構者僅占 7.7％，另

外獨居者占 13.8％，其餘 78.5％與配偶、子女或親友同住。上述統計數字顯示出，

目前大部分長期照護責任仍由家庭獨力負擔，往往造成其他家庭成員沉重之身心

與財力負荷。145 

 

再者，根據內政部之調查報告指出，五十歲以上的人對於醫療保健的需求程

度相當高，惟老年人中卻有將近 20％的人口面臨經濟上的困境，六十五歲以上的

老年人對於經濟補助的需求更是明顯。除了由子女奉養、退休金或保險給付外，

若老年人本身擁有人壽保險契約，在國內引進保單貼現交易制度後，將保單出售

                                                 
144 扶老比指的是 15～64歲青壯年人口，扶養 65歲以上老人的比重，扶幼比則是 15～64歲青壯
年人口，扶養 0～14歲兒童或少年的比重。 
145 劉訓蓉，台閩地區老人居住安排與健康照護之研析，行政院主計處網站。

http://www.dgbas.gov.tw/census~n/six/lue5/HT4605.htm，最後瀏覽日：2004/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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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成為另外一項相當有力的經濟來源，可有效彌補其經濟上的需要。 

 

    有關六十五歲以上持有保單人口及其保額分析部分，依據中華民國人壽保險

商業同業公會針對民國九十二年壽險有效契約年齡分布之統計資料，六十五歲以

上之人口為 2,087,734人，六十五歲以上被保險人人數為 579,047人，投保率為

27.7%，總保額為新台幣 274,320,050,000元，平均保額為 473,700元。146 

 

前開數字與美國相比並不算高，顯見台灣投保人數仍有相當大的成長空間，

但與民國八十年底六十五歲以上被保險人投保比率僅有 7.19%，總保額新台幣

89,648,620,000元及平均保額僅達新台幣 280,000元相較可知，十二年來，民眾對

於人壽保險的投保比率上升將近 4倍，平均保額則上升 1.7倍，這些數據的增加，

除了國民生活水準提升及通貨膨脹等因素外，國人保險意識的普遍提升亦為主

因，因此可合理預期，未來六十五歲以上被保險人之投保比率與平均投保金額仍

將持續上升，老人保單貼現市場實有相當發展潛力。147 

 

根據研究資料指出，在了解保單貼現交易之內容與功能後，於一般民眾部

分，有 78%的受訪者會考慮在面臨經濟困難時將保單出售貼現以換取現金，有

85%的受訪者贊成開放保單貼現業務在我國合法經營；而在重症家庭部分，有

78%的受訪者認為家裡的重症病患非常需要更多的現金以獲得更好的醫療照

顧；有 79%的受訪者同意擁有保單的重症家人折價出售自己的保單換取現金以供

醫療及生活所需費用；有 89%的受訪者認為保單貼現制度對重症家庭非常有幫

助；有 73%的受訪者非常希望規範保單貼現業務之法案在國內能盡早立法148。 

 

                                                 
146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網站，http://www.lia-roc.org.tw/index03/bifsprd92.htm，最後
瀏覽日：2006/2/20。 
147 王超馨，前揭文，頁 62。 
148 陳昭名，重症患者家庭對保單貼現之需求分析，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風險管理與保險所碩

士論文，民國九十二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