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1 頁/共 64 頁 

第二章  退休規劃文獻探討 

第一節  退休理財規劃基本架構與相關文獻 

台灣社會面臨老人人口的快速增加現象，按照聯合國的規定：一個國家假如

六十歲以上的老人佔有百分之七以上，便是「老人國」。根據根據行政院經濟建

設委員會民國 95 年推估，民國 95 年，六十五歲以上人口佔總人口比率 10%，至

105 年增為 13%，之後快速增加至民國 140 年將達 37%。而民國 95 年國民平均人

年齡男性 74.3 歲，女性 80.7 歲，至民國 140 年平均年齡男性延長至 81.5 歲，

女性 88.5 歲。屆時，每三人就有一位老人，因而整個社會將會面臨經濟、醫療

及安養照護等等龐大需求壓力的衝擊。 

依據聯合國規劃，健全的老年經濟保障制度有三層， 

第一層是基本最低經濟保障，由政府透過稅收或社會保險方式提撥基金，例 

如內政部研擬中的國民年金方案， 

第二層是強制性儲蓄，透過雇主及員工強制提列，例如企業退休金及員工福 

利計畫。 

第三層則是自願性個人儲蓄。 

但在台灣，由於政府所規劃的國民年金尚未定案，加上企業退休金未能落

實，相對之下自願性個人儲蓄是老年經濟保障制度的重心。 

陳博志 (2003)指出『就總體經濟來看，老年人口比率的上升，將使社會的

儲蓄率下降，因為多數老人並無生產只有消費。年輕人的理財可能以獲利和積蓄

為主，但高齡人口的理財卻以花掉積蓄而又安穩保障的生活為主。而人口減少及

老化也產生一些婚姻問題，女性人口教育水準與薪資水準提高，使得較具自主性

的女性不願結婚或與學歷或薪資較低之男性結婚，使得低學歷低收入男性轉而迎

娶外籍新娘，而外籍新娘在本地之就業機會與收入普遍不及於當地女性，相對更

需要政府投入資源協助他們融入我們的社會。』 

隨著社會的變遷以及家庭結構的改變，固有傳統倫理、孝道的價值觀逐漸式

微，想要依靠子女奉養安享天年的想法，將會受到更嚴格地挑戰。因此誰撫養老

人成為很重要的問題，臺灣省家庭計劃研究所(1993)研究趨勢「台灣省家庭計劃

研究所的調查，年老時期望子女支持者，由 1973 年 51% 降為 1980 年的 27%，1985

年的 18%這個變化和教育程度的提高及經濟情況改善，有密切關係，因此可以預

測將來和子女分居的情形會增多，而子女對父母的支持度將減少」，但根據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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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2002 年統計處調查報告，65 歲以上國民主要經濟來源以子女奉養者仍為最多

占 47.13%，而且近來經濟不景氣，失業率攀升，如果子女的經濟條件降低、實

質生活水準下降，依附子女的情況將愈來愈不牢靠，社會對生兒育女「養兒防老」

的傳統價值觀逐漸改變為「養兒妨老」！ 再加上「人流」的現象，子女的工作

地點流動性高，大陸、香港、甚至在歐美地區到處跑，這許多的因素也讓老人安

養的問題又面臨另一種現實地無奈。 

    

 
圖 4 家庭理財規劃概念圖 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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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照護支出卻增加，因此銀髮退休族每月金，根據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Black et al., 1994)以及方明川教授(1995,2003)指出「約需要退休前月

薪之 60%~70%，才能保持與退休前一樣的生活水準」，通稱為所得替代率

(Replacement Ratio)。假設預計退休時的月薪是 8萬元，每月的生活費就需要

4萬 8千元(8 * 60%)，在不考慮物價膨脹因素的情況下，一年總計需要 57.6 萬

元(4.8 * 12 )，20 年需要 1152 萬元(57.6 * 20 )。如果要求的生活水準愈高，

退休金就必須準備的更多。 

王儷玲(2004)指出，一般而言，勞工退休後的財源包括三方面: 

1.政府所提供供的養老福利(Social Security/Government Pension Benefit) 

  勞保老年給付。 

2.企業雇主所提供的企業退休金給付(Employer＇s Pension Plan) 

3.個人在退休前所累積的儲蓄所得。 

若以上述之退休金財源以台灣勞工為例可能需要準備的退休金試算如下： 

1.勞保老年給付：是根據投保勞工退休前 6個月的平均投保薪資乘上基數，

最高可以乘上 45 個基數。如果預估退休前平均投資保薪資是 42,000 元(投保最

高等級)，投保年資滿 30 年，所以可領的基數是 15*2+15*1=45，勞保老年給付

總額為 42,000 元*45=1,890,000 元。 

2.勞退金新制：以往上班族想要領到勞基法所規定之雇主提撥的退休金，難

度非常之高，但在 2005 年 7 月勞退金新制上路後，就確定可以拿到。根據專家

計算，假設在每年投資收益率達 6%左右時，以一般上班族目前薪資 4萬元，工

作 30 年後退休，退休後每月可支領退休金約 2.3 萬元左右，領 15 年總共 2.3

萬元/月*12 月/年*15 年=414 萬元。 

3.自己準備不足的退休金：因此，可以估出退休前最少要準備的退休金，大

約是將目標金額 1152 萬元扣掉勞保老年給付 189 萬元，再扣掉勞退金 414 萬元，

最後得出 549 萬元。然而，549 萬元是建立在最理想的情況下所得出的金額，例

如：假設工作 30 年後退休、勞退金的每年收益率達 6%，為預防這些假設可能會

不如預期，自行準備的退休金勢必遠超過 549 萬元。 

「人不會規劃失敗，但往往失敗在沒有好好規劃」正是面臨退休者的最好座

右銘，一筆龐大的退休費用，如果沒有在年青具有工作能力時期開始規劃、準備、

執行，經過長期的時間複利效應累積，則退休後之將面臨堪虞生活窘境，亦成為

社會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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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退休理財之保險商品與相關文獻 

退休計劃之基本目的為勞工有足夠的退休所得以支應其退休後生活，林冠誠

(2003)認為「退休計劃之成功與否的關鍵，則在於退休基金之經營及風險控管是

否得宜，退休基金資產是否能同時兼具長期穩定成長與短期的流動性」。 

王儷玲(2004)認為，造成退休後財源不足的主要風險為: 

1.長壽風險(longevity risk) – 因壽命延長，使得退休後財源不足以支撐

養老需要的風險。 

2.投資風險(investment risk) – 在金融市場變動下，因利率變動、不當

投資決策或股票市場表現不佳而面臨退休金不夠的風險。 

3.通貨膨脹風險(inflation risk) – 因通貨膨脹使得購買力下降，間接增

加退休後的成本，導致退休財源不足的風險。 

Bodie , Merton and Samuelson (1992)也認為由於年輕時，時間上允許資

金投入長期報酬較高相對波動風險較高之投資組合，然而隨著接近退休年齡時，

個人傾向降低他們的投資組合風險，年輕投資者有彈性增加勞動或降低休閒及消

費去彌補在投資組合短期間的損失，但年長投資者則缺少這樣承擔風險的彈性，

因此須傾向較保守投資。 

依照經驗多數退休人口均須依賴有限的資金與保守的投資管道管理退休後

資產，因此資產增值有限，而人的壽命隨著醫療發達，生活品質提高而延長，未

來的支出則不易預期。 

因此王儷玲(2004)認為在為退休生活進行風險管理與規劃時，必須考量兩個

重要原則，1.累積期1應積極從事有效率投資 2.清償期2應妥善規劃退休金適用額

度。 再就以下兩時期 

一.  退休金累積期資金運用 

關於資產累積效果，與資產配置有極大關係，Brinson 、Hood 及 Beebower 

於 1986 年以及 Beebower 於 1991 年，分別針對美國 91 及 82 種大型退休基金，

其投資報酬率的決定因素進行實證研究，股票、債券及現金等投資工具配置比例

的投資政策，對基金整體投資報酬率影響高達 90%以上的結論。 

因此投資型保險特性允許消費者自行規劃帳戶價值之投資組合，若投資組合

                                                 
1 累積期是指退休前累積退休金額時期 
2 清償期是指退休後將所累積之退休金總額，轉換成一連串的退休所得，以當作做退休生活費用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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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得宜，相同保費比傳統保險商品所達成之財富效更佳。 

郭文偉(2006)就費用與稅賦對投資型保險與「買定期險，差額直接投資在共

同基金 (Buy Term and Invest the Difference ,BTID) 」，發現若是要轉換不

同基金公司之基金，則只要每年轉換一次以上，投資型保險比起 BTID 策略較有

優勢，隨著轉換次數增多及投資金額較大時，優勢更加明顯。 

二.  清償期資金規劃 

退休金的規劃除了考量投資報酬率之外，通貨膨脹率、退休期間、期望生活

費與退休收入等因素。除了壽命延長影響退休金之運用外，通貨膨脹亦是不可控

因素，饒育蕾、藍玉珠 (2006)研究結論指出「通貨膨脹嚴重影響年金之儲蓄金，

通貨膨脹率越高，個人儲蓄準備金就要越多」。 

壽險訴求是消費者擔心不確定提早發生的身故風險，而需要延續對遺族財務

責任的保險商品，反之年金則是擔心壽命太長，而需要以保險型式提供老年經濟

保障的一種自助互助經濟制度。 

由於年金是一種定期性繼續給付金額的方式。年金本身並非一種保險，但人

們可利用購買或參加保險的方式來獲得他們所需要的年金，國外有些制度是利用

信託的方式來提供年金，亦可同樣達到老年經濟保障的目的，年金保險（Annuity 

insurance）的意義，在本質上，它係代表一種透過保險方式提供定期性支付金

額的保險制度。從社會保險的觀點言，所謂年金保險實為老年殘廢及遺屬年金保

險的簡稱，係以年金給付方式，對於被保險人遭遇老年、殘廢或死亡事故時，提

供定期性繼續保險給付，以保障本人及其家屬未來生活安全為目的的一種社會保

險制度，當然，年金保險亦適用於商業保險。就一般年金保險用語的解說，「年

金保險係指一當事人（稱為年金受領者）在其終身或一定期間內按年或定期性提

供一定給付金額的年保險契約」，亦即在被保險人的生存期間每年給付一定金額

的生存保險稱為年金保險。我國保險法第 135 條之 1亦有規定，年金保險人於被

保險人生存期間或特定期間內，依照契約負一次或分期給付一定金額之責；而年

金則兼具有給付方式與給付金額的雙重意義。變額年金的目的在於因應通貨膨

脹，以確保年金的給付實值價值，期能獲得實質生活價值(方明川,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