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壽險公司資產配置決策過程與風險管理實務研究 

本章將從實務界對於資產配置決策之形成方式切入，首先探討不同類型壽險

公司之資產配置策略決策過程，與學術上對於投資策略制定之理論模式有何異

同。第二部份則歸納出在各公司不同的資產配置策略下，對於各項資產類別之投

資策略，以及相關投資分析作法。第三部份探討壽險公司之投資風險管理策略以

及相關避險成本。1

第一節 資產配置策略之形成 

一、資產配置策略之形成方式 

1.國內大型壽險公司 

以某家大型壽險公司為例，幕僚部門根據總體及個體經濟分析，或是利用資

產負債模型求出最適配置，向董事會提出年度資產配置策略建議。此資產配置策

略會同時考量資產面與負債面，若最高決策單位對此配置不滿意或市場預期較

高，則會重新修改資產配置，一般多會尊重幕僚之專業性。 

某家公司則是利用資產負債模型做出效率前緣，並以目前之資產配置為考量

風險之基準，依此訂出策略性資產配置(Strategic Asset Allocation, SAA)。

之後將 SAA 提報到資產負債管理(Asset Liability Management, ALM)委員會，

對公司的風險容忍度作決策並決定長期策略性資產配置。資產負債管理委員會考

慮到負債面，例如商品保證的利率水準、適合期間長短。且新商品出來後會做檢

視，若 ALM 角度上不允許，則重新退回到商品策略修正商品。如果檢視之後同意，

則交由投資長進行資產配置，投資長再依照長期 SAA 訂出 TAA，交由各投資線上

主管作標的選擇。ALM 委員會成員包含董事長(召集人)、副董事長、執行秘書、

                                                 
1 本研究將壽險公司分成國內大型、中型、小型以及國外大型、中型、小型壽險公司六種類型，

由於相關之投資策略屬於機密性資訊，因此不揭露各壽險公司之歸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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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長、投資長、精算師，以及董事長指派相關人員如金控成員。整個資產配置

流程大致為：從商品策略開始(業務單位與商品線考量)，之後財務長與精算師考

量資產負債結構(財務長為流程之主導者)，再與投資長作資產配置的協商。而在

整個後續的風險控管方面，投資長部份有風險管理系統來衡量績效監控風險。而

財務長會從整體的風險來看當時在 ALM 委員會所設定的風險目標以及實際產出

的差異。若有異常，則提報告 ALM 委員會看資產配置策略是否需要調整。 

2.國內中型壽險公司 

某家公司之決策方式為：幕僚部門將公司負債面做分析，投委會則會根據負

債結構、總體經濟環境以及所能接受之風險，再決定資產之配置，資產組合配置

決定後，就不太會變動。投委會成員包括財務長、投資長、精算師、風控以及相

關資產類別主管，共約十人。 

另家公司為幕僚單位先對負債面作分析，投委會再根據負債面結構、總體經

濟環境以及所能接受之風險，做出年度資產配置。投委會的成員包括投資長、精

算部、投資部以及會計部約 6.7 人。而投資長下面則分成證券投資(listed)、直

接投資(創投、未上市櫃)、固定收益、放款及不動產五個部門。 

而某公司則是先與精算部門及投資部門做溝通，訂出年度資產負債管理目

標。編好預算之後，投資委員會配合預算而制定出當年度的資產配置，然其資產

之配置仍會隨時調整，經理部門在年中會根據經濟及利率情勢之產望，針對每個

資產類別之相對投資價值，而隨時調整各資產類別之比重。投委會之主要決策人

員包括董事長資產管理總經理、以及資產管理總經理所掌管之財務中心、證券投

資中心與放款中心協理，共五人。 

3.國內小型壽險公司 

國內中小型壽險公司之資產配置形成主要是較偏向報酬率導向。以某公司為

例，其資產配置方式為董事長經由年度會議，訂出投資部門的目標投資報酬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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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由投資人員自行操作資產(只限定股票部位上限，其他資投資類別無限制)。 

另家公司之配置方式主要是依照預期投資報酬率而定，投資部與不動產部門

根據預期報酬率，提出資產配置建議，再經由投審會同意。原則上會依去年之配

置略作調整，不會有較大幅之改變(除股票部位變動稍大)。投審會的成員包括董

事長、小老闆、集團總管理處、投資部、不動產相關人員等共十人。 

4.外商大型壽險公司 

以某公司為例，其資產配置形成方式為亞洲總部作好台灣區資產配置之建

議，再交給台灣地區之投資委員會通過並執行。此公司之 SAA 為香港地區制定，

而戰術性資產配置(Tactical Asset Allocation, TAA)則交由台灣投資委員會負

責。投資委員會成員包含台灣地區之投資長、財務長、執行長、總經算師以及三

位亞洲區代表。 

另家公司則是由投資顧問委員會(Investment Advisory Committee)決定公

司之資產配置，再交由投資人員執行，並且會把決策呈報給美國總部。而委員會

成員包括：總經理、投資長、執行長(CEO)、會計主管、精算主管、以及亞洲區

投資部門各資產類別經理人，共約 7.8 人。此公司有一基本的資產配置指導方

針，主要是根據多年經驗以及公司目標而形成。基本上此委員會屬於顧問性角

色，台灣的總經理以及投資部門主管有較大的決定權。亞洲總部僅對股票有設上

限(增加額度時，需事先核准)。 

5.外商中型公司 

某家中型外商公司之資產配置為：亞洲總部訂出 SAA 政策，台灣區投委會確

認沒問題後，再根據 SAA 做出 TAA。比較特別的是，其亞洲總部有 SAAC(SAA 

Committee)與 TAAC(TAA Committee)，台灣區投委會也有 SAA 與 TAA，然台灣區

主要是負責執行面，並與亞洲總部互動頻繁。台灣投委會成員包括亞洲區財務長

及投資組合經理(Portfolio Manager)、台灣區財務長、執行長、董事長以及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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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組合經理等六人。基本上資產配置策略不太會變動(ALM 約三五年不改)，然 SAA

決定後，TAA 會依據資產類別而有不同的調整範圍(例如，SAA 設定股票部位為

0%，TAA 可操作之股票範圍則為 0-5%)。 

另家公司為投資委員會會根據幕僚人員對總體經濟的分析報告，決定大的資

產類別比重。資產類別主要分成股票、現金、債券以及放款四大類，投委會會依

經濟環境情勢而做整個均衡之配置。至於每項資產類別內之投資標的選擇，則交

由投資部門決定。 

某家外商公司則較為不同。此外商公司有一全球的投資委員會，重要決策由

委員會決定，一般決策則授權本地處理。有重大議題時(如資產配置)會在每個月

的院會上討論。而目前投資政策尚未成形，主要是訂出指導方針(Guideline)，

對台灣地區之資產配置不會有太多干涉，由幕僚部門訂出資產配置策略。幕僚部

門訂出資產配置決策後，再由院會討論決定。 

6.外商小型壽險公司 

某家外商小型壽險公司之資產配置形成方式為：投委會訂出長期之 SAA，交

由執行人員在某個交易範圍內操作。基本上國外總公司對於投資限制無明確規

範，只要求若無分紅保單，則不能買股票，需全部投資於固定收益商品。 

另家公司也是區域總部制定 SAA，台灣地區目前沒有投資部門(正在規劃

中)，但與總公司互動密切，時有視訊會議交流；且投委會每月開一次會議，均

須將開會報告送至總公司。投委會成員包括台灣分公司總經理、副總經理、精算、

會計財務、香港地區主管以及財務規劃人員等六人。 

而某家小型壽險公司則主要依照商品之存續期間 (Duration)以及相關投資

法規做資產配置。總公司之投資政策以固定收益為主，不希望有太多股票部位，

因此會對股票部位設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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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產配置主要目標 

1.國內大型壽險公司 

一般國內大型壽險公司之主要目標為投資效率導向(enhancing 

risk/return structure)。以某公司為例，其認為配合一般負債已無問題，故以

增強風險/報酬結構為主要目標。 

2.國內中型壽險公司 

某中型壽險公司之資產配置目標較屬負債導向(meeting specific 

liability)，會根據負債面的存續期間做資產負債管理。目前主要方式是降低現

金部位以拉長資產面之存續期間，另一方面也希望提升收益率。 

某家公司則採用較積極交易的方式，較偏向以投資效率導向，但也會針對負

債面之商品屬性而作配合。例如存續期間較短的負債產品(如銀行保險)，在做資

產配置時，在投資固定收益證券上會作適當配合。另一家公司則是在法規、風險

基礎資本額(Risk-Based Capital；RBC)、資本額以及風險的限制下，尋求最大

報酬。 

3.國內小型公司 

國內小型公司則為投資績效導向。以某公司為例，董事長經由年度會議，訂

出投資部門的目標投資報酬率，交由投資人員自行操作配置資產。目前負債存續

期間由精算部門負責，投資部門也沒有設資產的目標存續期間 (Target 

Duration)，但未來會朝向配合負債存續期間的方式進行投資。另家公司也是以

報酬率為導向作資產配置。投資部門與不動產部門根據各項資產之未來預期報酬

率，協商出合適之資產配置。 

4.外商大型壽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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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家外商大型壽險公司之資產配置主要目標屬投資效率導向。另家公司則以

負債導向為主，以資產負債管理為目標，先配合負債面結構，進而提升報酬率，

因此大部分資產為固定收益證券。 

5.外商中型壽險公司 

以某公司為例，其資產配置目標主要為負債導向，強調先從配合負債面開

始，進而提升報酬率。 

另家公司則以投資績效為主要目標，投委會依照各資產的風險與報酬，決定

當年度的資產配置。而一方面也有做資產與負債面的配合(Asset and Liability 

Matching)。 

6.外商小型壽險公司 

以某公司為例，其主要目標屬負債面導向。做資產配置時會以配合負債為

主。且總公司策略是希望台灣專注於保險本業，在投資上不能買避險基金或股票

等，因此不以提升收益為目標，資產主要為現金以及公債。 

另家公司也以負債面導向為主要目標。會先配合負債面結構，資產也會作區

隔(segmentation)，未來將分成 Part.、Non-Part.、 Surplus 以及 Runoff 四個

名目帳戶(Notional Account)，分別作資產配置。其中有些帳戶以配合負債面為

主要目標，有些則是以投資績效為目標。而某公司則屬投資績效導向，並且也會

配合負債面之存續期間。 

三、影響資產配置之因素 

風險、報酬、RBC 的係數、資本額、董事會的風險偏好等因素，大部分公司

幾乎都會考慮。其他因素尚包括流動性的要求、稅的影響、金融市場展望、資產

品質、公司的發展方向、公司投資哲學以及配合資產負債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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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當問及存續期間差距(Duration Gap)及現金流量差距(Cash Flow Gap)

是否為重要因素時，大部分國內公司多認為很重要，也會算資產面與負債面之

duration，但資產配置目標為投資績效導向之公司，除了某大型壽險公司存續期

間差距約為五年之外，其他績效導向之壽險存續期間差距多在 10年以上(甚有某

外商公司高達三十幾年)，難以配合。而目標為負債面導向之壽險公司，則會逐

年縮短此存續期間差距。此外有些公司會做現金流量配合(Cash Flow Matching)。 

四、法令限制對壽險公司資產配置之影響 

1.國內大型壽險公司 

對於此項議題，國內大型壽險公司均認為國外投資比例的限制，已實質影響

到壽險公司之資產配置決策。某公司表示，目前國外投資即使扣掉避險成本，收

益仍比國內佳，因此建議放寬投資比例甚或不要設限，由公司自行評估最是投資

比例，政府只要以資本適足率或 RBC 係數來監管即可。   

某壽險公司也表示國外可投資項目之限制造成了投資效率無法提升。法規目

前已開放投資國外避險基金，但國外之附買回附賣回協定、不動產投資信託、以

及創投基金等均無法投資，因而影響到壽險公司之資產配置。 

對於避險方面，某公司也希望衍生性商品開放在避險目的以外的投資運用，

並適度開放差額交割之外匯避險工具以使壽險公司得以伺機調整避險比例。此外

也希望能政府能開放外幣計價之保單之銷售以達到自然避險，降低避險成本。 

2.國內中型壽險公司 

國內中型壽險公司認為國外投資可投資標的項目以及投資比例之規定為主

要的限制。由於目前法令上對於可投資項目採取正面表列方式，修法速度趕不上

金融市場創新速度。就如某位國內中型壽險公司高階主管所言：「由於目前採正

面表列，當有創新的商品想做時，不僅內部要協調，還得負責向保險局申請，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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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之後還須報知公會，到最後就無法比別家公司搶先享有創新之成果了」。因此

多數壽險公司認為應將正面表列改為負面表列方式，且應將各國外投資標的之可

投資比例放寬，不要對公司之投資決策有太多限制。 

3.國內小型壽險公司 

法規對於小型壽險公司之限制，主要是在 RBC 係數較低而造成國外投資比例

無法提升之問題。某公司認為，國外投資收益較佳，但 RBC 係數低的公司卻不能

做太多國外投資，會造成收益無法提升之惡性循環。 

4.外商大型壽險公司 

與國內大型壽險公司較為不同，某外商大型壽險公司表示，國外投資比例沒

有限制到其資產配置，因為避險成本太高，且不願意承受較高之風險買國外報酬

較高之資產。然其認為目前衍生性金融商品只能做避險之用，對於公司的資產配

置產生限制。 

另家壽險公司則認為目前可投資項目採正面表列方式，且有些項目太嚴(例

如只能買信評 BBB+以上之商品)，認為投資項目應由公司自行判斷決定，而監理

機關從 RBC 係數監控及可。  

5.外商中型壽險公司 

外商中型公司認為法規主要的限制為可投資標的之限制以及匯率避險之相

關問題，認為申請提高國外投資比例或是海外投資 5000 萬以上需要申報避險之

行政程序繁雜且容易因核准時間過長而錯失時機，使得壽險公司需要多花資源或

等待時間在這些行政程序上，也間接影響投資之效率。此外也有公司認為用 RBC

來限制國外投資比例，也會對公司資產配置造成影響。 

6.外商小型壽險公司 

外商中小型壽險公司與其他外商壽險公司之看法類似，認為可投資標的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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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與比例限制以及相關行政程序為較主要之問題。某公司認為申請放寬投資比例

等行政程序會花費公司許多資源，造成不效率之問題。此外，某公司也認為法律

修改跟不上新金融商品之推出，也影響了公司之資產配置。 

茲將各類型壽險公司對於法令限制以及相關建議整理於<表 3-1-1>： 

<表 3-1-1> 法令限制對壽險公司之資產配置之影響及相關建議 

 法令限制 建議 

國內大型

壽險公司 

國外投資比例(35%) 

國外可投資項目 

1.開放外幣計價保單 

2.開放衍生性商品運用(非避

險目的) 

國內中型

壽險公司 

國外可投資項目及比例 可投資項目採負面表列 

國內小型

壽險公司 

RBC 係數較低，造成國外投資比例無

法提升 

不要以 RBC 係數限制國外投

資比例 

外商大型

壽險公司 

國外可投資項目及相關限制 

 

1.可投資項目採負面表列 

2.開放衍生性商品運用(非避

險目的) 

外商中型

壽險公司 

國外可投資項目 

匯率避險以及相關行政程序 

不要對可投資項目做限制 

外商小型

壽險公司 

投資標的之項目與比例限制 

申請提高國外投資比例之行政程序

不要限制國外投資比例 

放寬可投資項目的限制(如信

評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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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尋求最佳資產配置之分析方法 

1.國內大型壽險公司   

國內大型壽險公司多使用較嚴謹之數量方法分析，例如效率前緣、情境分

析、壓力測試並算出風險值(Value at Risk；VAR)。此外，國內大型公司已開始

著手進行資產負債模型以及風險管理系統之建置。 

2.國內中型壽險公司 

國內中型壽險公司由於資源或資訊不足，多半以經濟環境分析，並對各類資

產之風險報酬作簡單分析之後，在法規、RBC、資本額、以及風險之考量下，尋

求最大報酬。 

3.國內小型壽險公司 

國內小型壽險公司之資產配置目的主要為提升報酬，然由於缺乏較精確之數量

分析模型，故主要是依照報酬率以及市場環境變化而主觀的動態調整資產配置。 

4.外商大型壽險公司 

某間外商大型壽險公司之資產配置主要利用集團資源，在香港有資產負債管

理模型，協助模擬資產負債之情境分析，之後也會導入風險值。 

另間公司則較無利用數量方法分析。此公司表示，過去曾經做過效率前緣等

數量分析，但台灣的投資工具不足，難以配合。 

5 外商中型壽險公司 

外商中型壽險公司之資產配置多利用母公司或集團資源，交給國外做資產負

債管理分析。台灣方面則負責提供所需資訊，或是做些簡單的現金流量測試及壓

力測試。以某公司為例，由國外總部的系統做現金流量分析、情境分析。某些假

設(長期利率假設、風險假設、稅法等)則由台灣分公司提供，台灣部份則自己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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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力測試。 

某公司資產配置決策的方式則是將資產配置之風險與報酬上呈給投委會，無

使用特別的數量分析模型作為資產配置之參考。 

6.外商小型壽險公司 

外商小型壽險公司中，有兩間外商小型壽險公司有採用現金流量測試之分析

工具，其中一家公司有請國外總公司做效率前緣，而將來也希望台灣自己能夠每

年跑效率前緣(目前尚未開始)。 

另家小型壽險公司，則由於母公司要求專注保險本業，完全以配合負債面為

投資依據，不在乎投資收益部分。由於其大部分負債屬於一年期商品，故其資金

運用上，現金部位佔了 6 成以上，不需要特別做繁雜的資產配置分析，屬於較特

殊之案例。 

六、投資相關資源 

一般壽險公司用以協助投資之硬體設備包括 Bloomberg、Reuters、精業股

票單機等即時資訊系統。某間國內大型壽險公司更已著手開發投後系統與風管系

統來監控股票績效。另家大型壽險公司也有資產負債管理模型以輔助投資決策，

某國內中型公司則有投資管理系統與放款系統。此外，有些壽險公司每年會提撥

預算，讓投資人員出國參加研討會以吸收新知，或是對於國內相關投資課程提供

費用補助。 

七、資產配置策略之檢討 

國內壽險公司及多數國外壽險公司每年會檢討資產配置之成果，並決定下年

度之資產配置策略。某家中型外商公司則是每季作檢討，並決定下一季之資產配

置以及投資案；另家小型外商公司則是每月固定檢視一次，並把報告上呈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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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一般資產之投資 

此小節將探討壽險公司對於投資一般資產之相關策略及看法。在此列出七項

投資商品，包括國內普通股、國內特別股、國外股票、國內公債、公司債及金融

債、票券以及國外債券。以下整理出壽險公司對於投資一般資產之相關資訊。2

一、國內普通股 

1.投資部位(比重)  

從投資比重來看，壽險公司對國內普通股之投資部位在 0-10%之間，且多數

國內外壽險公司之部位在 5%以下。此外，有兩家外商小型壽險公司，由於投資

政策偏向保守，以固定收益為主，故無投資股票部位。 

2.投資方式及相關資源 

在投資方式上，國內壽險公司多採自行操作為主，少部分委外投資。人力資

源方面，某國內大型壽險公司與另家國內中型壽險公司對於普通股之人力為 18

人，另家國內大型壽險公司有 20 人負責所有國內投資項目，而其他壽險公司平

均約 1-6 人， 

國外壽險公司方面，某家大型公司有 15 人負責國內外股票部份，兩家中小

型公司採部分委外，另有三家壽險公司採完全委外操作，交由集團相關企業操作

(善用集團資源)，以節省相關人力及軟硬體資源。一般分析方法包括基本面、技

術面分析、投信投顧分析報告以及公司拜訪。 

3.交易策略    

從交易策略來看，採取積極操作的壽險公司有五家(三家國內中小型壽險公

                                                 
2 關於各壽險公司之投資策略及相關資訊，由於有些公司之回答較不完全，因此只能針對有填答

的壽險公司之回答作整理。此外，有些公司將某些資產合併說明，也可能使本文在逐項資產說明

上造成些許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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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與兩家外商壽險公司)，其採行此交易策略的主要原因為獲得資本利得。其他

大部分公司較偏向專注選股但不積極操作之策略，並多為長期持有，以賺取股利

為主。 

4.避險策略 

多數公司對於國內普通股投資均無避險。採行避險策略的只有國內兩家壽險

公司。一家國內大型壽險公司採 view taking 的避險策略，以期貨及選擇權作為

避險工具，另一家國內中型壽險公司則以指數期貨做相關避險。 

5.會計評價 

另外從會計評價方式來看，34 號公報將資產評價分為交易目的(trading)、

備供出售(available for sale)、以及持有至到期(hold to maturity)。有三家

壽險公司以備供出售評價國內普通股，另有五家公司採用以交易目的評價，而有

一家大型外商公司則表示會部份以交易目的、部分採備供出售評價。 

6.理想部位與未來展望 

多數公司對於國內普通股之未來展望均持樂觀看法，然對於理想部位之看法

不一，總體上認為 10%以內較為合適。 

茲將不同類型壽險公司對於國內普通股投資情形之異同整理於<表 3-2-1>： 

<表 3-2-1> 各類型壽險公司之國內普通股投資情形 

 國內大型壽險公司 國內中小型壽險公司 外商壽險公司 

投資部位 4-10% 1-10% 0-5% 

投資方式 直接投資 直接投資，少部分委外

一家大型公司與

兩家中小型公司

採委外操作，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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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小型公司採

部分委外，另一

家大型壽險公司

採自行操作 

人力資源 18-20 人 1-18 人，  

人力資源多半

0-2 人，某大型

公司股票部份有

15 人力資源。 

交易策略 

擇時擇股策略。某公司

trading 部分約 50%，

剩於多持有一年以

上。另家公司 trading

部份較少，多半持有至

到期 

多以賺取資本利得為

主，交易頻繁。某家公

司則為長期持有，以收

取股利為目的 

一家大型壽險公

司與一家小型壽

險公司採擇時擇

股策略，另家中

型壽險公司採專

注選股但不積極

操作之策略 

避險策略 只有一家有避險 只有一家有避險 無 

會計評價 交易目的 交易目的、備供出售 備供出售 

理想部位  5-10% 10%以內 

未來展望  樂觀 樂觀 

二、國內特別股 

1.投資部位(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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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受訪之 16 家壽險公司，除了某間國內中型壽險公司對國內特別股的投

資比重達 5%左右。其他公司之投資比重多小於 1%，其中三家外商壽險公司完全

沒有國內特別股之投資。 

2.投資方式及相關資源 

除了少數公司部分委外之外，多數採用自行操作的方式。人力及軟硬體資源

多與國內普通股或是固定收益資產合併使用，主要的分析方法為債信分析或收益

率比較。 

3.交易策略 

大部分公司對於國內特別股的交易策略以持有至到期為主，將其視為固定收

益項目，以賺取長期而穩定的利息或股利收入。 

4.會計評價 

即使公司對於國內特別股之交易策略為持有至到期，但在會計評價上會放在

備供出售項目。主要原因為：若放持有至到期項目，則將來想出售時，程序上會

較為麻煩。 

5.理想部位與投資成果 

多數公司認為國內特別股的利息高，是一項不錯的投資工具，理想的部位約

在 1%左右(除了某間國內中型壽險公司認為 10%以內為理想部位)。 

 茲將不同類型壽險公司對於國內特別股投資之策略異同整理於<表

3-2-2>： 

<表 3-2-2> 各類型壽險公司之國內特別股投資情形 

 國內大型壽險公司 國內中小型壽險公司 外商壽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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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部位 0-1% 0-6% 0-2% 

投資方式 
直接投資 

直接投資，少部分委

外 
直接投資為主 

交易策略  專注於選股，但不積

極操作，某公司交易

頻率一年一次以下，

另家公司長期持有。

持有至期滿或市

價超過轉換價 

會計評價  備供出售 備供出售 

投資成果  收益性佳 收益性佳 

理想部位  某公司為 2%，另一公

司為 0-10% 

0.5% 

三、國外股票 

在本次受訪的 9家外商公司中，只有三家有國外股票部位。國內公司有兩家

無投資國外股票，其他公司投資國外股票之部位約在 0-3%。 

以某家國內大型壽險公司為例，國外股票的部位為 1%以下，其國外投資相

關人力約 15 人，硬體資源方面除了 Bloomberg、Reuters 之外，還有自行建置數

量模型，每月定期作投資組合調整(rebalance)。另家大型壽險公司則有 7人負

責國外股票部位，交易策略偏向長期持有，而為了避免下檔風險，此公司採取

View Taking 之避險策略，並且對於匯率風險採充分避險策略。而某家大型外商

公司則是將國外股票外包給美洲及歐洲之集團相關企業。 

一國內中小型壽險公司之國外股票部位約 0.1%，僅購買特別股。主要交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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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略為買入並長期持有，以定期領取股息為目的。其主要以發行機構之長期信評

作為挑選方法。此外，此公司有針對國外股票之匯率風險作避險，並採用本金

100%避險之策略，避險成本約 2%。其對於國外股票之未來展望表示持平看法，

理想部位為 2%。 

另一國內小型壽險公司之國外股票部位約 2%，主要交易策略為短期投資，

以獲取資本利得。其主要分析方法為基本面分析並參考券商之報告。此公司也有

針對國外股票之匯率風險作避險，主要避險工具為 SWAP。理想部位為 1%。  

四、國內公債 

1.投資部位(比重) 

國內公債的投資風險極低且有固定收益，為一項適合壽險公司之投資工具。

除了某間國內大型壽險公司以及某國內小型壽險公司之部位為 10%以下之外，多

數國內壽險公司國內公債部位約占 20-30%。外商壽險公司較為保守，投資部位

多在 50%左右。 

2.投資方式及相關資源 

多數壽險公司對於國內公債採取自行操作方式，少部分公司採取部分委外，

一家外商壽險公司則是充分運用集團資源，全部委外給集團之投信投顧代操。一

般壽險公司花在國內公債的人力資源約為 2-5 人，分析方式包括為基本面與技術

面分析、信評報告、收益率/期限之比較以及利率敏感度分析。     

3.交易策略 

國內外壽險公司對於國內公債之交易策略多採持有至到期為主，也有少部分

公司會將部分公債以頻繁交易(Frequently Trading)的方式投資，希望在收取定

期之固定收益之外，也能獲得部分資本利得。某間小型歐系壽險公司則不以收益

為考量，購買公債之策略完全以配合負債面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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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會計評價 

即使多數公司對國內公債之交易策略為持有至到期，大部分公司仍會將國內

公債列入備供出售之項目，只有少數中大型公司將此資產放在持有至到期項目

中，而某大型壽險公司則採部分持有至到期、部分備供出售之方式評價。 

5. 理想部位與未來展望 

國外壽險公司投資政策大多偏向保守，不希望承受太高風險，因此偏好多投

資在國內公債上，理想部位為 50-70%，國內中小型壽險公司之理想部位則介於

20-35 之間。對於國內公債的走勢，多數持正面看法，認為隨時有上升的可能，

但也有公司持較保守看法，認為利率不易走高。 

茲將不同類型壽險公司對於國內公債之投資策略異同整理於<表 3-2-3>： 

<表 3-2-3> 各類型壽險公司之國內公債投資情形 

 國內大型壽險公司 國內中小型壽險公司 外商壽險公司 

投資部位 3-25%  
20-30%，某家小型壽險

公司 5% 
40-60% 

投資方式 直接投資 直接投資，少部分委外

兩家中大型公司

委外，其他多採

自行操作 

人力資源 2-20 人 1-5 人 

2-3 人。某大型

公司有約 30 人

負責固定收益證

券 

交易策略 持有至到期 有兩家公司採部份持 持有至到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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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至到期，部份交易，

以獲取短期資本利得

與長期債息收益。某公

司以持有至到期為主。

配合負債面為主

會計評價 持有至到期、備供出售
多採備供出售，某公司

為持有至到期 
備供出售 

理想部位  22-50% 50-70% 

未來展望  
利率向上，某公司將持

續買進 
利率向上 

五、公司債與金融債 

1.投資部位(比重) 

多數國內外壽險公司對於公司債與金融債之投資比重分別為 5%以下。某國

內中型壽險公司，其公司債及金融債比重分別達 10-20%以及 5-10%。另兩間國內

小型壽險公司之公司債約 5-10%。金融債部位則約 10-15%。 

2.投資方式及相關資源 

國內壽險公司對於公司債及金融債多採自行操作方式投資，外商壽險公司則

有兩家採自行操作，一家採部分委外，兩家中大型壽險公司採全部委外由集團投

信投顧代操。人力資源及軟硬體資源方面則多與公債或票券等固定收益型資產共

享。分析工具也類似公債，採用基本面分析、信評報告、收益率/期限之比較或

是利率敏感度分析。以某家國內中型壽險公司為例，其分析方式強調公司的現金

流量預測、管理團隊、財務風險分析、以及資產負債表外項目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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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易策略 

多數國內外壽險公司對於公司債與金融債之交易策略均為持有至到期，以賺

取固定利息收入，配合資產負債管理策略為主。 

4.避險策略 

絕大多數之壽險公司對於公司債與金融債無採取避險措施。某外商小型壽險

公司有極小部分之避險，而某國內大型壽險公司則採 View Taking 之避險策略，

使用 IRS(Interest Rate Swap)作為避險工具。 

5.會計評價 

多數外商公司會將這兩項資產列入備供出售之項目，而有國內壽險公司則有

4家會將此資產放在持有至到期項目中。一家國內大型壽險公司則採取部份持有

至到期、部分備供出售之評價方式。 

6.理想部位與未來展望 

某壽險公司對此兩項資產的看法持平，某間國內小型壽險公司則表示正面看

法，另有某間中型壽險公司會逐漸降低投資在此兩項資產之比重。理想部位各界

於 0-5%，唯一較特殊的公司是某國內中型壽險公司，其目前投資在公司債及金

融債之比重分別達 10-20%以及 5-10%。理想部位各為 0-30%。 

茲將不同類型壽險公司對於公司債與金融債之投資策略異同整理於<表

3-2-4>： 

<表 3-2-4> 各類型壽險公司之公司債與金融債投資情形 

 國內大型壽險公司 國內中小型壽險公司 外商壽險公司 

投資部位 合計 5%以下 合計 5-30% 合計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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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方式 直接投資 直接投資，少部分委外

部份公司委外，

部份公司採自行

操作 

交易策略 持有至到期 持有至到期 持有至到期 

避險策略 只有一家有避險 無 
無(某公司有極

小部分避險) 

會計評價 持有至到期、備供出售 備供出售、持有至到期 備供出售 

理想部位  

0-30%，某公司為公司

債、金融債與票券合計

20%) 

1-3%，某大型公

司為金融債、公

司債與國內特別

股合計 15% 

六、票券 

1.投資部位(比重)   

國內壽險公司對於票券的持有部位多在 5%以下，其中有一家中型壽險公司

以及一家小型壽險公司無票券部位，而某國內大型壽險公司有 8-10%之票券部

位，某中型壽險公司則持有約 12%之部位。 

外商壽險公司中，有 4家無持有票券部位，某家大型外商公司有約 1-2%之

部位，另家小型外商公司則持有約 8%之票券部位。 

2.投資方式及相關資源 

國內外壽險公司對於票券資產，多採直接投資方式自行操作，某間國內中小

型壽險公司則兼採直接投資與間接投資兩種方式。一般人力資源約 2-5 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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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主要為發行公司及交易對手債信分析。 

3.交易策略 

各家公司對於票券交易策略較為不同，一般國內壽險公司之交易策略主要為

長期持有，而某家國內中型壽險公司則用以作現金管理。國外壽險公司中，某大

型壽險公司之交易較為頻繁，另家中型壽險公司主要作為短期運用。 

4.會計評價 

國內有三家壽險公司對於票券資產採持有至到期評價，而某國內大型壽險公

司採交易目的之評價方式，某家國外小型壽險公司則以備供出售目的評價。 

5.理想部位與未來展望 

某間中型壽險公司會逐漸降低投資在此資產之比重。理想部位各界於

0-5%，另家中型壽險公司也認為收益性低，且未來發展並不看好，理想部位為

2%。 

茲將不同類型壽險公司對於票券之投資策略整理於<表 3-2-5>： 

<表 3-2-5> 各類型壽險公司之票券投資情形 

 國內大型壽險公司 國內中小型壽險公司 外商壽險公司 

投資部位 0-10% 0-12% 
0-8%，多數無此

部位 

投資方式 直接投資 直接投資，少部分委外 直接投資 

交易策略 持有至到期 現金管理、持有至到期 短期運用 

會計評價 持有至到期、交易目的 持有至到期 備供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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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想部位  
某公司為 0-10%，另家

公司為 2% 
1% 

七、國外債券 

1. 投資部位(比重) 

目前國外債券投資在扣除避險成本後，報酬率仍比國內可投資商品佳，因此

多家以增加報酬為目標之國內中大型壽險公司，對於國外債券的投資均在 25%以

上，國內中小型壽險公司之投資部位也在 18-25%之間。國外壽險公司則除了兩

家受到母公司的投資政策影響，部位在 0-5%間外，其餘約在 10-25%間。 

2.投資方式及相關資源 

國內壽險公司多採行直接投資方式自行操作，國外壽險公司則除了兩家壽險

公司採自行操作以及另家公司內部有自行操作一部份外，有 4家外商公司全權委

託給集團相關企業代操。 

人力資源方面，一般壽險公司約有 1-5 人之人力，國內大型壽險公司則有約

12-15 之人力資源。某外商大型壽險公司約有 30 人負責全部之固定收益證券部

份。分析方式則以債信評等以及受益率比較(Yield Spread)為主，某間國內中型

壽險公司考慮因素還包括流動性、存續期間、產業/地區/國家分布情形以及對未

來利率走向之預測。 

3.交易策略 

各家公司對於國外債券之交易策略以長期持有為主，少數外商公司會有小部

份交易，每月之交易周轉率在 5%以下。 

4.避險策略 

 102



本國壽險公司對於國外債券之匯率風險多採完全避險策略，避險工具包括

Currency Swap、Cross Currency Swap、 Options 以及 Forward。國內大型壽險

公司也會針對利率風險作 IRS(Interest Rate Swap)避險，以鎖定固定利率。 

外商壽險公司除了幾家基於法令規定及風險考量而有作完全匯率避險或部

份避險外，有兩家中小型外商公司因為母公司為美商，可承受適當範圍內之匯率

風險，故無採取避險措施。避險成本隨時間不同而有極大差異，約在 1.2-2.5%

不等。 

5.會計評價 

各公司對於國外債券之會計評價方式多與其他國內債券相同。。某國內大型

壽險公司採部分持有至到期、部分備供出售之評價，另有兩家國內壽險公司採持

有至到期之評價，而多家外商壽險公司採取備供出售之評價方式。 

6.理想部位與未來展望 

幾乎所有受訪之壽險公司對於國外債券投資持正面看法，認為國外債券收益

率較國內為佳，然避險成本近年來快速增加。目前美國十年期國庫券利率約在

4-4.5%之間，扣掉避險成本其實並不划算，然多數國內壽險公司仍願意購買其他

風險較高之國外債券以獲得更高之收益。多數公司之理想部位均在 30-35%之間。 

茲將不同類型壽險公司對於國外債券之投資策略整理於<表 3-2-6>： 

<表 3-2-6> 各類型壽險公司之國外債券投資情形 

 國內大型壽險公司 國內中小型壽險公司 外商壽險公司 

投資部位 27-31% 18-31% 
8-33%，少數公司

低於 5% 

投資方式 直接投資 直接投資 多採委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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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部分直接投資

人力資源 12-15 人 1-5 人 

1-2 人，而某大

型壽險公司約有

30人負責全部之

固定收益證券部

份 

交易策略 持有至到期、備供出售 持有至到期 多半持有至到期

避險策略 

匯率風險避險(充分避

險)、利率風險避險

(View Taking) 

匯率風險避險 

兩家採完全匯率

風險避險，一家

為部份避險，兩

家無避險， 

會計評價 持有至到期、備供出售 持有至到期、備供出售 備供出售 

理想部位  23-35% 8.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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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低流動性資產之投資 

此小節探討壽險公司對於一些流動性較低的資產之相關策略及看法。在此列

出五項資產，包括非上市上櫃股票、創投、保單放款、擔保放款以及國內不動產。

以下整理出壽險公司對於這些低流動性資產之相關投資資訊： 

一、非上市上櫃股票 

1.投資部位(比重) 

由於非上市櫃股票之流動性較低，國內壽險公司對於此資產之投資部位多在

3%以下(有的公司將此部位與創投部位合計)，國外壽險公司則多半無此部位，或

是在 1%以下。 

2.分析方法及相關資源 

一般壽險公司負責非上市上櫃股票投資之相關人力約在 1-7 人，某國內大型

壽險公司則是交由集團管顧公司負責。主要分析方式為產業發展趨勢以及營業模

式等基本面分析。而某家國內小型壽險公司對於非上市櫃股票之選擇，主要偏向

公開發行且兩年內上市櫃的公司，才會考慮投資。 

3.平均持有期間 

壽險公司對非上市上櫃股票通常為長期持有至上市上櫃(IPO)。平均持有期

間為 1-5年。 

4.理想部位與未來展望 

某家國內中型壽險公司認為非上市櫃股票之頂峰期已過，另家國內中型壽險

公司也認為未來將會降低此資產投資比重。而某家中型外商壽險公司則認為之前

投資成果不錯，未來也充滿機會。理想部位多為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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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將不同類型壽險公司對於非上市上櫃股票之投資策略整理於<表 3-3-1>： 

<表 3-3-1> 各類型壽險公司之非上市櫃股票投資情形 

 國內大型壽險公司 國內中小型壽險公司 外商壽險公司 

投資部位 約 0.2% 0.1-2.5% 
0-0.1%，多數公

司無部位 

分析方法 基本面分析/委外負責 營業模式分析 
產業發展趨勢、

營業模式分析 

平均持有

期間 
長期持有 1-5年 1-5年 

理想部位  0-5% 0-1% 

未來展望  向下 樂觀 

二、創投 

1.投資部位(比重) 

壽險公司大多以購買創投金資之方式投資創投事業。國內壽險公司投資在創

投基金之部位約在 1-3%間，外商部分則有四家中小型壽險公司無此部位，其他

幾家外商公司平均約有 1%以下之部位。 

2.分析方法及相關資源 

由於創投事業之相關資訊較不完全，因此多半只能靠基本面分析以及投資人

員的經驗來做判斷，壽險公司在創投方面之人力約有 1-3 人，某間國內大型壽險

公司為國內股票、債券及創投共 20 人，另兼大型壽險公司則是交由集團管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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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負責。 

3.平均持有期間 

創投事業屬於中長期投資，短期績效不易顯現，因此平均持有期間多為 4-10

年。 

4.投資成果、理想部位與未來展望 

某國內大型壽險公司以及外商中型壽險公司表示過去投資創投基金的績效

表現不錯，但多數國內中小型壽險公司表示投資收益性不佳。多數公司認為依目

前創投越來越辛苦的情況來看，未來表現較不看好。理想部位約在 0-2%。 

茲將不同類型壽險公司對於創投事業之投資策略整理於<表 3-3-2>： 

<表 3-3-2> 各類型壽險公司之創投事業投資情形 

 國內大型壽險公司 國內中小型壽險公司 外商壽險公司 

投資部位 0-1% 0.5-2.5% 
0-0.5%，多數公

司無部位 

平均持有

期間 
10年 5-8年 4-10年 

投資成果 績效不錯 收益性不佳 績效不錯 

理想部位  1-5% 0-1% 

未來展望 
績效不一定像過去那

麼好 
向下 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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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單放款 

1.目前部位(比重) 

國內大型壽險公司對於保單放款的比重有 9-13%之比重，而國內中小型壽險

公司與外商壽險公司多介於 3-7%之間，另有某家歐系小型壽險公司由於無特別

推廣此項業務，其比重只佔 1%以下。 

2.相關資源 

保單放款業務多由壽險公司之保戶服務中心或行政管理中心負責，某國內大

型壽險公司有 15 人負責相關事務。有些公司會置有放款系統或建置於保單主系

統下之相關硬體設備。由於此項業務之收益頗佳，因此許多公司也會訂出激勵辦

法或是利用促銷方式，以提升業務量。 

3.平均持有期間 

大部分保單借款屬於周轉性用途，因此平均持有期間多在 1年以內。某家國

內小型壽險公司則為 2-3年，另家外商小型壽險公司則有約 20年之平均持有期

間。 

4.投資成果、理想部位與未來展望 

目前保單貸款的利率仍有 6%以上，屬於低風險高報酬之業務，因此大部分

公司多希望此部位以增加收益。理想部位為 5-20%。 

茲將不同類型壽險公司之保單放款部位情形整理於<表 3-3-3>： 

<表 3-3-3> 各類型壽險公司之保單放款業務情形 

 國內大型壽險公司 國內中小型壽險公司 外商壽險公司 

投資部位 9-13% 3-7%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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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力資源 

某公司為行政管理中

心負責，另家公司有

15 位人力資源 

保戶服務中心或行政

管理中心負責  

主要為保戶服務

中心負責，某公

司則有 4位人員

負責 

平均持有

期間 
約 1年 

1年以下，某公司 2-3

年 

約 1年，某公司

為 20年 

投資成果 

收益性佳， 

利率 6%以上 

收益性佳 收益性佳 

理想部位  4-20% 5-10% 

四、擔保放款 

1.目前部位(比重) 

壽險公司目前在擔保放款之部位約在 5-10%之間，某國內大型壽險公司更高

達 15-20%。某間國內小型壽險公司之部位則約在 1-2%，另有一家小型外商公司

目前停辦此業務，只維持過去已接收之放款業務，而有兩家小型外商公司則完全

無擔保放款部位。 

2.分析方法與相關資源 

大部分公司均投入相當多人力在擔保放款業務。國內壽險公司中，一家國內

大型壽險公司以及一家國內中型公司約有 40 人之相關人力資源，某國內中型壽

險公司也有 20-30 之人力，另一家國內中型壽險公司則有 9人負責相關業務，且

此公司金控旗下之創投與建設公司等專家輔助。外商壽險公司方面，某外商大型

壽險公司也有約 40 人之相關人力資源，另家大型外商公司更有高達一百多人負

 109



責放款業務。中小型外商公司則約有 3-16 人負責此項業務。此外，部位比重較

高之壽險公司多有放款系統或訂價模型等軟硬體設備以茲輔助。主要的分析方式

則包括不動產估價、貸款/價值比率(Loan to Value Ratio)以及支出/所得比率

(Expense to Income Ratio)。 

3.平均持有期間 

一般國內壽險公司之擔保放款平均持有期間為 5-7年，而某家小型國內壽險

公司只有 1年左右的平均持有期間。外商小型壽險公司平均持有期間則高達

15-20年。 

4.投資成果、理想部位與未來展望 

大部份壽險公司認為擔保放款業務競爭激烈，平均放款成本較銀行為高，很

難與銀行競爭。以某國內大型壽險公司為例，其認為擔保放款業務之報酬率不

高，故以維持市場能見度為目的，重質不重量(以降低 NPL 為主)。然對於外商壽

險公司而言，大多希望增加此業務量。以某大型外商壽險公司為例，其本身具有

通路之優勢，且此公司之放款成本較低，故認為擔保放款為收益不錯之業務。理

想部位約在 10-15%之間。 

另家國內小型壽險公司則表示，其目前之擔保放款對象以企業為主，企金部

分佔九成多之比重，其中動產不動產放款各半；個金部分主要為不動產放款，但

不主動推，主要配合集團房屋做促銷之用。放款利率平均 7%，目前市佔率 9%，

希望能夠再增加此部分業務，理想市佔率為 12.5%。 

茲將不同類型壽險公司之擔保放款部位情形整理於<表 3-3-4>： 

<表 3-3-4> 各類型壽險公司之擔保放款業務情形 

 國內大型壽險公司 國內中小型壽險公司 外商壽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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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部位 8-20% 
5-10%，某家小型壽險

公司約 1-2% 

5-10%，兩家小型

公司無部位，一家

小型公司開始停

辦此業務 

人力資源 7-40 人力， 4-40 人力 

大型：40 人以上 

中小型：3-16 人 

平均持有

期間 
5-7年 1-20年 

大型：3-7年 

中小型：15-20年

投資成果 

報酬率不高，且放款

成本較銀行高，但

NPL 低(重質不重量)

銀行主導市場，收益

性不佳。某公司則希

望再提昇市佔率 

績效表現尚可，目

前報酬率不高，希

望再增加放款量 

理想部位  5-20% 
8-13% ，某公司理

想部位 0% 

五、國內不動產 

1.投資部位(比例) 

國內壽險公司對於不動產之投資比重約在 0-12%之間，某家中型壽險公司之

比重則趨近於零，另家小型公司則完全無不動產部位。 

外商壽險公司對不動產之投資多以自用為主，比重約在 0-12%之間，其中有

四家中小型壽險公司無不動產部位。 

2.分析方法與相關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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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大型壽險公司對於不動產投資之相關人力資源約有 30-45 人，中小型壽

險公司則有約 2-10 人負責相關投資。分析方式為利用過去之租金收入、資本利

得等歷史資料作估算，或是採基本面分析以及實地勘查等方式。 

3.投資績效 

某間國內大型壽險公司認為，從租金收入減折舊來看，不動產不是一項好的

投資，過去的歷史資料顯示波動性很小，此外還有流動性問題。外商壽險公司則

多無投資不動產部位，或是以自用為主，不以投資獲利為目的。 

而某家小型壽險公司，則由於董事長之偏好，以及本身有集團建設之優勢，

可使營建成本降低，目前其對於不動產投資比例高達 12%，且投資於住宅興建之

平均報酬率約 12%，週轉率約兩年，為目前此公司極為重要之資產項目。 

4.理想部位與未來展望 

以某國內大型壽險公司為例，此公司將部份不動產以證券化形式售出，故在

不動產投資之比重會逐年下降。某家國內小型公司則看好不動產市場之發展，然

由於 RBC 係數之影響，對於不動產投資之比例也會受到限制。另間國內小型壽險

公司過去無不動產相關投資，但未來則考慮投資商用不動產，以獲取租金收益為

目的。多數無不動產部位之外商公司，則認為目前仍無購置不動產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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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新興商品之投資 

此小節將探討險公司對於投資新興商品之看法。在此列出八項非傳統型的新

興投資商品，包括可轉換公司債、金融資產證券化商品(包括國外 ABS 與 MBS)、

結構式債券、信託受益權、借券、避險基金、不動產投資信託(REITs)以及衍生

性金融商品。訪談結果顯示，各家公司多認為這些商品適合壽險公司投資，以下

是壽險公司對於新興商品投資看法之整理結果。 

一、可轉換公司債(Convertible Bond) 

1.是否適合壽險公司投資以及投資功能 

一般壽險公司均認為可轉換公司債適合壽險公司投資，主要的功能是用來增

加投資收益並可分散投資組合。 

2.投資方式與理想配置比例 

多數壽險公司認為可轉換公司債適合採直接投資方式自行操作。外商壽險公

司多認為理想配置約在 0.5-2%之間，國內中小型壽險公司則認為 2-5%為其理想

配置比例。 

3.應具備之能力或資源 

某間國內中型壽險公司認為，投資可轉換公司債應須具備風險管理評價能

力，另家中型壽險公司則認為應具備股票選擇以及信用風險分析能力。一家小型

外商壽險公司則表示，應有即時報價系統以及信用風險評估能力。 

4.分析方法 

投資可轉換公司債之分析方法以基本面分析為主，主要看公司之債信情形。

此外，外商壽險公司認為可採用套利價格分析以及股價/利率評估分析，藉此找

到債券價值高且利率佳之可轉換公司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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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需注意之處 

多數壽險公司認為投資可轉換公司債時，需要注意流動性風險與信用風險。 

6.目前資產部位及投資成果 

除了某家國內中型壽險公司之可轉債、金融資產證券化商品及結構式債券商

品部位合計共 20%外，一般壽險公司之部位約在 0-3%之間，其中有一家國內中型

壽險公司與四家外商小型壽險公司無此資產部位。某國內小型壽險公司表示，其

目前所購買之國內可轉換公司債，報酬率約為 3.2%，對未來則表持平看法。 

二、金融資產證券化商品(包括國外 ABS 與 MBS) 

1.是否適合壽險公司投資以及投資功能 

多數壽險公司均認為金融資產證券化商品適合壽險公司投資，主要的功能是

用來增加投資收益並可分散投資組合。 

2.投資方式與理想配置比例 

多數壽險公司認為此商品適合採直接投資方式自行操作，某家國內中型壽險

公司認為採直接投資或間接投資方式均適合，另家歐系小型壽險公司則認為應採

間接投資方式較合適。多數外商壽險公司以及某家國內小型壽險公司認為理想配

置約在 3-5%之間，一家投資策略較屬積極操作的國內中型壽險公司則認為理想

配置比例約在 2-10%之間。 

3.應具備之能力或資源 

在硬體方面，國內外大型壽險公司多有 Bloomberg 以及 Yield Book 等相關

資源。此外，外商公司認為投資此類產品時，應具備不動產鑑價、產品結構分析

能力、提前清償風險以及信用風險評估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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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析方法 

各家壽險公司認為此資產所應採用之分析方法略有差異，國內大型壽險公司

有主要採用基本面與技術面分析，一家中型外商壽險公司採收益/期間分析，一

間小型外商壽險公司之分析方法為報酬與利差分析以及提前付款情境分析，另間

小型歐系壽險公司則認為應以總經分析為主。 

5.需注意之處 

各家壽險公司所提及之相關風險包括提前清償風險、流動性風險、信用風

險、再投資風險、市場風險等，此外，存續期間不固定也是一項需要注意的問題。 

6.目前資產部位與投資成果 

國內壽險公司多有投資國外 CMO，其中某家小型壽險公司另有投資國內信用

卡證券化商品，投資部位約在 1-2%之間。外商壽險公司則有五家投資國外 Agency 

MBS，部位約在 7%以下。各家公司對於此資產之投資成果多半認為績效良好，某

公司表示其投資於國外 ABS 與 MBS 之報酬率平均為 6%。 

多數壽險公司對此資產之未來發展持正面態度，其中一家國內中型壽險公司

與某家國外大型壽險公司會考慮增加此資產部位，另有兩家中型壽險公司對未來

表示持平看法。而某國內大型壽險公司則表示，現在利率開始往上調，發行量會

減少，因此需尋找替代之投資商品。 

三、結構式債券(Structured Notes) 

1.是否適合壽險公司投資以及投資功能 

多數壽險公司均認為結構式債券商品適合壽險公司投資，主要的功能是用來

增加投資收益並分散投資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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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資方式與理想配置比例 

多數壽險公司認為結構型債券適合採直接投資方式自行操作。理想配置約在

0-5%之間。 

3.應具備之能力或資源 

根據訪談結果，壽險公司認為投資結構式債券所需具備能力包括：連結標的

分析及計價能力、信用風險評估能力以及對市場未來之預測能力。 

4.分析方法 

以某家小型外商壽險公司為例，其認為應採用之分析方法包括風險與報酬分

析以及信用溢酬(Credit Spread )分析。另兩家國內中小型壽險公司之分析方法

則以基本面及技術面分析為主。 

5.需注意之處 

各家壽險公司所提及之相關風險包括流動性風險、違約風險、再投資風險、

市場風險等。 

6.目前資產部位與投資成果 

國內中小型壽險公司之部位約在 3-5%間，外商壽險公司之結構式債券部位

則約在 0-2.6%之間，其中有四間中小型壽險公司無此部位，而一家中型歐系壽

險公司則是與銀行合作賣投資型保單，額度賣不完的需自行承擔，因此有 1%之

資產部位。 

一般國內中小型壽險公司多認為結構式債券之投資績效頗佳，某家小型壽險

公司表示目前此資產有 6%之報酬率。而某歐系小型壽險公司則由於匯率變動而

造成此部位資產之投資損失。壽險公司對於此商品之未來發展，多採正面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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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託受益權 

國內壽險公司認為此商品適合以直接方式投資，主要的功能是用來增加投資

收益並分散投資組合。而某外商大型公司則認為此資產不適合壽險公司投資，另

家外商中型壽險公司則認為應視受益權屬性而定。 

本次所受訪之 15 家公司當中，只有三家國內壽險公司及一家外商壽險公司

有投資信託受益權，且比重約在 1.5%以下。根據某國內壽險公司表示，目前其

投資之信託受益權以開發型不動產為主，目前有 5.5%之平均報酬率，並對未來

發展表示看好。另家外商中型壽險公司表示，投資信託受益權須注意流動性問題

以及法令規定，目前此部位之投資績效良好，但對於未來發展則持保留態度。 

五、借券 

除了某間大型外商公司則認為不適合投資之外，多數壽險公司均認為借券適

合壽險公司投資，主要的功能是用來增加投資收益。此外，大部分之受訪者認為

此商品採直接投資方式自行操作較佳。理想配置約在 0-10%之間，應視市場需求

而定。 

由於目前借券市場仍不成熟，目前仍無壽險公司投資此部位，但部分受訪者

對此資產之未來發展持樂觀態度，認為未來將會逐漸普及。 

六、避險基金   

1.是否適合壽險公司投資以及投資功能 

多數受訪者認為避險基金適合壽險公司投資，主要的功能是用來增加投資收

益，且可分散投資組合。而某外商大型壽險公司則認為避險基金並不適合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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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資方式與理想配置比例 

多數壽險公司認為避險基金適合採直接投資方式自行操作，某外商公司則表

示不適合投資。一般理想配置多為 1-2%，也有某國內壽險公司認為理想比例應

介於 0-5%之間。 

3.分析方法 

據某間國內中型壽險公司表示，採用多經理人(Multi-Manager)及多重策略

(Multi-Strategy)為較好之方法，此外也需要對避險基金做組織評估、人員評估

以及過去績效評估。而另家小型外商壽險公司所提出之分析方法則包括相對價值

策略分析、槓桿策略分析以及各類避險基金與主要標竿指數(Benchmark Index) 

比較分析。 

4.目前資產部位與投資成果 

本次所受訪之八家外商公司均無避險基金投資部位，而本國壽險公司之投資

比例約在 0-5%，其中某間大型壽險公司採 Fund of Hedge Fund(組合式避險基金)

方式投資，此公司表示未來將會考慮以結構式債券連結到避險基金之方式來投

資。一家國內中型壽險公司表示會增加避險基金之投資部位，另家國內中型壽險

公司則認為此資產增加收益及降低風險之效果仍有待驗證。而某國內小型壽險公

司之避險基金部位約有 3％之報酬率，對於未來之展望則持較負面之看法。 

七、不動產投資信託(REITs) 

1.是否適合壽險公司投資以及投資功能 

根據訪談結果顯示，一般壽險公司均認為 REITs 適合壽險公司投資，主要的

功能是用來增加投資收益並可分散投資組合。 

2.投資方式與理想配置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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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數壽險公司認為此資產適合採直接投資方式自行操作。理想配置多在

1-3%之間。 

3.分析方法 

某間國內中型壽險公司認為不動產投資信託應從基本面作分析，一家外商小

型壽險公司則認為應以現金流量分析及不動產市場動態分析為主。 

綜合各公司之看法，投資避險基金應注意流動性風險、不動產鑑價機制以及

管理機構之能力。 

4.目前資產部位與投資成果 

本次受訪之國內壽險公司，投資於避險基金之部位約在 0-1%之間，而國外

壽險公司則只有一家中型外商公司有此部位，這些壽險公司多認為投資收益頗

佳，另外兩家目前無部位之國外大型與中型壽險公司已開始考慮投資此項商品。 

5.未來展望 

多數壽險公司對 REITs 之發展表示樂觀，某國內大型壽險公司認為 REITs

將會是未來發展重點，並傾向以投資於專門投資 REITs 的基金之方式來投資國外

REITs。然而另家國內中型壽險公司則認為目前美國 REITs 之價值有被高估傾

向；一家外商小型壽險公司認為台灣 REITs 目前收益不錯，但未來恐有浮濫之虞。 

八、衍生性金融商品 

1.是否適合壽險公司投資以及投資功能 

本次訪談之壽險公司均認為衍生性商品適合壽險公司投資，主要的功能為避

險，此外也有壽險公司認為可用來增加投資收益。 

2.投資方式與理想配置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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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數壽險公司認為衍生性商品應採直接投資方式自行操作。且多認為理想配

置比例應依所需部位而定，另有一家國內中型壽險公司則認為理想配置比例為

0-25%。 

3.應具備之能力或資源 

根據某外商小型壽險公司表示，投資衍生性金融商品應具備市場報價研判能

力並熟悉衍生性商品市場作業；另家外商中型壽險公司認為應熟悉應先了解衍生

性商品之評價模式；某國內中型壽險公司則表示投資此類商品時，應具備風險管

理能力。 

4.需注意之處 

投資衍生性商品必須做好風險控管，並研判是否為有效避險，此外也需注意

後續之相關會計處理。 

5.投資成果 

多數壽險公司表示利用衍生性商品能夠有效避險，多數外商公司也對此類資

產之未來發展表示樂觀。 

茲將一般壽險公司對於新興投資商品之看法整理於<表 3-4-1>： 

<表 3-4-1> 壽險公司對於新興投資商品之看法 

 
是否適合

投資及 

投資方式 

主要功能 應具備能

力或資源 
分析方法 需注意之處 

可轉換公司

債 

適合， 

直接投資 

增強收益

及分散投

資組合 

即時報價

系統、風險

管理評

估、股票選

擇以及信

用風險分

債信分

析、套利

價格分析

以及股價

/利率評

估分析 

流動性風險、

信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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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能力 

金融資產證

券化商品 

適合， 

直接/間

接投資 

增強收益

及分散投

資組合 

Bloomberg

以及 yield 

book、不動

產鑑價、產

品結構分

析能力、提

前清償風

險、信用風

險評估能

力 

基本面、

技術面、

收益/期

間分析、

報酬與利

差分析、

提前付款

情境分析 

存續期間不

固定、提前清

償風險、流動

性風險、信用

風險、再投資

風險、市場風

險、 

結構式債券 適合， 

直接投資 

增強收益

及分散投

資組合 

連結標的

分析及計

價能力、信

用風險評

估能力、對

市場未來

之預測能

力 

風險與報

酬分析、

信用溢酬

分析、基

本面分析 

流動性風

險、違約風

險、再投資風

險、市場風險

信託受益權 

國內: 

適合， 

直接投資 

 

外商： 

較不偏好 

 

增強收益

及分散投

資組合 

  流動性風險 

借券 適合， 

直接投資 
增強收益 

交易對手

信用風險

評估能力 

檢視擔保

品的適足

率 

  信用風險、

作業風險 

避險基金 適合， 

直接投資 

增強收益

及分散投

資組合 

檢視產品

結構能力、

各項風險

評估能力、

多經理人

及多重策

略、組織

評估、人

員評估

以、過去

績效評

估、相對

慎選選優秀

基金經理人

及管理公司、

確實追蹤操

作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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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策略

分析、槓

桿策略分

析、各類

避險基金

與主要標

竿指數比

較分析 

REITs 適合， 

直接投資 

增強收益

及分散投

資組合 

不動產鑑

價、信用風

險評估能

力 

現金流量

分析、不

動產市場

動態分

析、基本

面分析 

流動性風

險、不動產鑑

價機制以及

管理機構之

能力 

衍生性商品 適合， 

直接投資 

避險、增加

收益 

市場報價

研判能

力、熟悉衍

生性商品

市場作業

以及評價

模式、風險

管理能力 

數量分析

模型、趨

勢分析、

風險與報

酬分析 

做好風險控

管、研判是否

為有效避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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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風險管理策略 

一、匯率風險管理 

1.是否有作匯率風險避險以及採取之避險策略？ 

(1)國內壽險公司 

目前政府機關規定國外投資需避險，而國內壽險公司也多有作匯率風險避

險，且多採取充分避險之策略，主要原因為市場上匯率變動遠超過股市，難以預

測，因此較無法採取 View Taking 之策略，利用充分避險可鎖定利潤，避免匯率

波動過大所造成之風險。 

(2))外商壽險公司 

外商中大型壽險公司對於匯率風險多採取充分避險之策略，而外商小型壽險

公司則多無針對匯率風險作避險，美商小型壽險公司無避險之主要原因為母公司

為美商，所有合併報表須以美金計價基礎編列，因此可達到自然避險(Nature 

Hedge)。某家歐系小型壽險公司則是由於其部位很小，而目前避險成本很高，採

行避險策略並不划算。 

此外，某家外商大型壽險公司之內部有定風險管理政策，採取部分避險(因

為避險成本高，且不希望為了符合會計而犧牲投資效率)，部分則採自然避險。 

2.使用之避險工具及相關避險成本 

一般壽險公司所使用之匯率避險工具包括換匯(Currency Swap)、換匯換利

(Cross Currency Swap)、選擇權以及遠期契約。避險成本約在 1.2-2.5%，且有

逐漸上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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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利率風險管理 

1.是否有作利率風險避險以及採取之避險策略？ 

(1)國內壽險公司 

本次所訪談之 7家國內壽險公司，有 5家對於利率風險有作部份避險，主要

採取 View Taking 避險策略。以某國內大型壽險公司為例，持有至到期之資產不

作避險，有交易之部分則會根據市場利率作適當避險，以避險長期負債與資產不

配合。另外幾家作部份避險的國內壽險公司則主要是由於有部分資產屬浮動利率

形式，為鎖定固定利率而作 IRS 避險。而某家內中型壽險公司與一家國內小型壽

險公司則無利率避險，某小型壽險公司表示，由於長年期利率在跌，且沒有好的

避險工具可用，故無採利率避險措施。 

(2)外商壽險公司 

外商壽險公司方面，本次所訪談之 9家壽險公司均無採利率避險措施。某外

商中型壽險公司認為目前無適當之利率避險工具可用；一家外商小型壽險公司則

表示其雖未實際運用利率避險工具，但因持續定時加碼債券部位，故持有成本與

市場利率趨近，此公司並且每月編製利率敏感度分析報表以供主管審核。另家歐

系小型壽險公司也表示總公司有作管理機制，因此沒有做利率風險避險。 

2.使用之避險工具 

多數國內壽險工公司所使用之利率避險工具為 IRS，此外國內大型壽險公司

也有使用選擇權、遠期契約、債券期貨以及利率上下限契約等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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