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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退休保險商品經營之考量 

壽險經營為社會安全機制重要的一環，其能提供重要之人身風險

保障，在我國面臨高齡化、少子化的社會，如何為未來生活提供妥適

之經濟保障，壽險業即扮演著相當重要且不可或缺的角色。尤其在勞

退新制的推動下加之與政府對老人安養服務方案及金融市場套案之推

行，帶動了社會大眾對退休保險商品之需求，壽險業如何發揮其應有

的社會安全功能，做好退休保險經營之規劃，以確保退休保險市場之

健全發展，實為重要之課題。 

本章主要研究壽險業者參與退休保險市場經營應有之考量，其中

包括承作退休保險之法令規範可採行之商品類型、財務操作及行銷規

劃暨系統建置，期能做為各界研議退休保險相關議題之參考。 

第一節  法令規範  

本節主要針對經營一般商業退休保險與勞退新制之年金保險承

做資格、招攬人員限制與稅法規定作一探討。 

(一) 承作資格 

有關經營退休保險商品之業者資格，依據我國保險法第 6 條第 1

項及第 136 條之規定係指依保險法組織登記，以經營保險為業之機

構。保險業之組織以股份有限公司或合作社為限，非保險業不得兼營

保險或類似保險之業務。目前台灣地區各人壽保險公司皆以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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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之組織型態從事人身保險業務經營。自 1962 年政府開放民營保險

公司設立以來，截至目前為止，已有 22 家本國公民營保險公司及 7

家外商保險公司分公司或子公司，合計 29 家（詳表 3-1），由於退休

保險商品主要在提供長壽風險之保障，其可經由人壽保險及年金保險

商品之設計予以達成，故壽險公司依法皆可從事退休保險商品之經

營，惟如壽險公司欲銷售勞工退休金條例之年金保險商品(以下簡稱勞

退年金保險)則須符合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以下簡稱勞委會）於 2005

年 6 月 30 日發布之「勞工退休金條例年金保險實施辦法」第 49 條規

定:  

一、依保險法規定取得經營人身保險業務執照之機構，或經保險業務

主管機關許可取得在臺經營人身保險業執照之外商保險業在臺分

公司。 

二、自有資本與風險資本比率，符合保險法第一百四十三條之四第一

項之規定。 

三、經主管機關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Ａ級以上。 

四、最近三年內未因違反保險法令而受保險業務主管機關撤換其董

事、總經理或負責本項業務經理人之處分者。 

因此欲經營適格化年金保險商品之機構，即須依照保險法規定取得經

營人身保險業務執照的保險公司，且不論外商公司或本國保險業者，

其自有資本與風險資本比率（RBC 比率）須達 200％，並經中華信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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恵譽、穆迪、標準普爾評定為 A 級以上保險業者，且最近三年未因違

反保險法令遭到主管機關撤換負責人或委任經理人者，才可承辦適格

化之年金保險業務。 

經統計自勞退新制 2005 年 7 月 1 日開辦以來，獲勞委會核准得

承辦勞工退休金條例年金保險商品之保險公司計有中央、國泰、新光、

富邦、台壽、統一安聯、瑞泰、宏利、全球、中國、南山等 11 家壽險

公司。 

在勞退新制下，雇主一旦選擇了退休保險承作之保險公司，除非

有很特殊的狀況發生，否則更換承作公司的機會很低。因此壽險業者

若能取得勞工退休金條例年金保險商品之保險人資格而能儘早參與勞

退新制年金保險之經營，其未來在從事退休保險業務時將會有更寬廣

的空間。 

表 3- 1  我國壽險公司一覽表 

公司名稱 

成立 

日期 

信評

等級 

勞退年金

承作資格

備註 

中央人壽 1941.3 twAA 可 2003 年 7 月改為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人壽 1947.12 twAA- 可 1998 年 7 月改制民營。 

保誠人壽 1962.5 無  1995 年更名為慶豐人壽，2000 年

更名為保誠人壽。 

國泰人壽 1962.8 twAAA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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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壽 1963.4 A+(twn) 可 原為華僑人壽，1984 年更名。 

南山人壽 1963.7 AA+(twn) 可  

國華人壽 1963.7 無   

新光人壽 1963.7 twAA 可  

富邦人壽 1993.6 twAA+ 可 澳商花旗人壽， 2001 年併入。 

國寶人壽 1993.6 無   

三商美邦人壽 1993.6 無  原為三商人壽，2001 年更名。 

興農人壽 1993.7 無   

幸福人壽 1993.7 無   

遠雄人壽 1993.11 無  原為中興人壽，2000 年更名；2004

年11月起概括承受瑞士商蘇黎世

人壽。 

宏泰人壽 1994.7 無  原為宏福人壽，1999 年更名。 

統一安聯人壽 1995.3 twAA- 可 原為統一人壽，1999 年更名。 

保德信國際人壽 1989.9 twAA+ 尚 未 核

准 

原為美商保德信人壽台灣分公

司，2001 年改制為子公司。 

國際紐約人壽 1991.9 無  原為美商紐約人壽台灣分公司，

2002 年改制為子公司。 

全球人壽 1992.8  twAA- 可 原為美商投資者人壽，1994 年更

名為美商全球人壽，1998 年由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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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亞太全球人壽概括承受，2001

年概括承受美商全美人壽及澳商

安盛國衛人壽，並改制為子公司。

大都會國際人壽 1988.10 twAA- 尚 未 核

准 

原為大都會人壽台灣分公司，

2003 年改制為子公司。 

中華郵政股份有

限公司壽險處 

 無  隸屬交通部，2003 年 1 月改制為

股份有限公司。 

安泰人壽 1987.7 twAAA 尚 未 核

准 

2001 年與美商喬治亞人壽合併稱

ING 安泰人壽，2006 年 3 月 1 日

改制為子公司 

紐西蘭商康健人

壽台灣分公司 

1989.10 無   

美商美國人壽台

灣分公司 

1990.11 無   

英屬百慕達商宏

利人壽台灣分公

司 

1991.9 標準普

爾 AAA 

可  

瑞士商環球瑞泰

人壽台灣分公司 

1992.9 母公司信

評A1 

可 原為美商瑞泰人壽，2002 年改制

由瑞士商環球瑞泰人壽概括承

受。 



 26

法商佳迪福人壽

台灣分公司 

1997.10 無   

美商安達保險台

灣分公司 

2002.4 標準普

爾 A+ 

尚 未 核

准 

 

英屬百慕達商中

泰人壽台灣分公

司 

2005.12 無   

資料來源：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及各壽險公司網站 

(二)招攬人員限制 

保險的銷售通常須藉由業務人員的推介，讓消費者瞭解自身的需

求與保險商品的內容，並經由保單的銷售，可為公司創造資金流入，

因此業務人員的操守、專業能力關係投保大眾權益，且影響保險業形

象及公司經營績效。根據保險法第八條之一的定義，保險業務員係指

為保險業、保險經紀人公司或保險代理人公司從事保險招攬工作之

人。因此登錄於壽險公司、保險經紀人公司、保險代理人公司擔任壽

險行銷工作者均可稱為壽險業務員。有關壽險業務員的資格限制規定

於保險業務員管理規則中，其可分為消極及積極資格兩方面，消極資

格方面，主要是要求業務員在品格操守上須達一定水準，以免因其不

誠實行為影響保戶權益，如須具備行為能力、不得為受徒刑處分於執

行完畢或經赦免後尚未滿三年者等(參閱保險業務員管理規則第七

條)；積極資格方面，要求壽險業務員須具備保險專業知識或保險招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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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力，例如須參加壽險公司舉辦的基本教育訓練合格，並通過壽險公

會舉辦的資格測驗合格。另根據保險業務員管理規則規定業務員得招

攬之保險種類，由其所屬公司定之。但應通過特別測驗始得招攬之保

險，由主管機關審酌保險業務發展情形另定之。因此對於一般保險業

務之招攬，只要符合保險業務員管理規則之資格並經登錄就可為其所

屬之公司招攬保險，但對於特別之保險業務，則需通過由財團法人保

險事業發展中心、各有關公會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可之保險相關機構

舉辦之測驗，並向各有關公會辦理變更登錄，始得招攬該種保險。經

查一般保險業務之招攬，只要年滿 20 歲、國中以上畢業或同等學歷，

且完成所屬公司基本教育訓練合格並通過壽險公會人身保險業務員資

格測驗即可。惟要從事投資型保險業務之招攬，該人員須參加過保險

事業發展中心或所屬公司、相關機構辦理之 15 小時以上投資型保險專

業訓練課程取得研習證明者，並具人身保險業務員資格且為登錄中之

業務員者，且已通報壽險公會並獲授權招攬年金保險業務者。 

由上述所述可知，退休保險商品如採傳統型或利率變動型方式設

計，其招攬人員只需具備有保險業務員資格，亦即通過人身保險業務

員資格測驗並取得合格證明書即可，惟若採投資型方式設計之商品，

其招攬人員則需具備投資型保單業務員資格，亦即通過投資型保險業

務員資格測驗並取得合格證明書方可從事投資型退休保險之行銷。 

 (三)、稅賦優惠 

由於保險經營能為社會經濟安全制度提供重要保障，故各國政府

多對於退休保險商品採取租稅優惠措施，且稅賦優惠是人們購買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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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之主要考量因素。依 1997 年美國蓋洛普公司調查年金購買者

的動機，有 73% 的購買者認為影響他們購買年金保險最重要的因素，

便是年金具有遞延課稅的優惠。Gentry 和 Milano 在 1996 年研究中

指出，邊際稅率增加 1% 會使得每人年金保險購買量增加 4.3 % 。

Poterba and Wise (1996)指出，平均而言透過年金保險可使一個 65

歲的老人所需準備的退休資金減少 37%。 

若在個人帳戶制下假設勞工每月自願提撥工資的 6 ％（假設薪

資為 4 萬），投資報酬率為 4%，所得稅率為 21%， 40 年後（25 歲到

65 歲），沒有稅賦遞延之累積值為$1,861,381，有稅賦遞延之累積值

為＄2,846,204 ，差額為$984,823，稅賦遞延可使得投資總額達到近 

1.5 倍之差距。(詳圖 3-1)  

圖 3- 1  稅賦遞延對退休所得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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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 王儷玲 (2004)退休金制度管理與理財規劃 

但反觀我國退休保險商品其稅賦並無專屬之優惠，其係依據人身

保險相關課稅規定，給予保險費及保險給付二方面之優惠，茲分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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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一、保險費方面 

(一)保險費列舉扣除 

依現行所得稅法第十七條規定，納稅義務人本人、配偶及直系親

屬之人身保險、勞工保險及軍、公、教保險之保險費，於申報綜合所

得稅時，若採用列舉扣除額方式申報者，可自所得總額中扣除繳納之

保險費，但每人每年扣除數額以不超過二萬四千元為限。 

前述申報保險費扣除之保險項目包括人身保險、勞工保險、軍、

公、教保險之保險費。保險費扣除以被保險人作為計算之基礎，各類

保險總計每人每年可扣除額度為二萬四千元。 

(二)營利事業支付之勞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團體壽險之保險費免

計入員工薪資所得 

依營利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八十三條規定，營利事業負擔之勞

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及營利事業以員工為被保險人所投保

之團體壽險，由營利事業負擔之保險費，以營利事業或被保險員工及

其家屬為受益人者，每人每月保險費在新台幣二千元以內部份，均免

視為被保險員工之薪資所得；該部份保險費被保險員工因未支付保險

費，於申報綜合所得稅時不得申報作為扣除額（財政部 1974.1.11 台

財稅第 30220 號函）。營利事業負擔之團體壽險，每人每月超過二千

元部份則應視為對員工之補助費，作為各該被保險員工之薪資所得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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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並由營利事業依據保險業提供之明細表，分別發給員工自行負擔

部份保險費證明，員工於辦理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可據以作為保

險費列舉扣除。又由於營利事業負擔之勞工保險，不視為被保險員工

之薪資所得，為求一致，政府公教人員投保公務人員保險，由服務機

關予以補助部份，亦不視為被保險員工之薪資所得。全民健康保險開

辦後，由雇主負擔之保險費亦比照辦理。 

二、保險給付 

(一)所得稅 

1.人身保險給付免納所得稅 

依所得稅法第四條規定：人身保險、勞工保險及軍、公、教保險

之保險給付免納所得稅。所謂人身保險給付，係指保險業依據保險法

人身保險章所辦理之保險，由保險人依保險契約對受益人為之給付，

凡屬人身保險之保險給付，不論其項目名詞，均適用免納所得稅規定。

依保險法規定，人身保險包括人壽保險、健康保險、傷害保險及年金

保險四種。只要上述項目之出險給付，不論其項目名稱，均得免納所

得稅。 

2.營利事業為員工投保團體壽險給付之課稅規定 

營利事業以員工為被保險人所投保之團體壽險，若以營利事業本

身為受益人，因滿期或保險事故發生而取得之給付，營利事業應列為

其他收入課徵營利事業所得稅；如轉撥給員工作為退休金，或養老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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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應列為薪資費用，員工取得之收入，依所得稅法第十四條退職所得

之規定申報課稅；若轉發給員工或其家屬作為賠償金或撫恤金時，應

依營利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一○三條列為其他費用，受領者則依所

得稅法第四條第三款、第四款免徵所得稅；如保險契約載明以被保險

員工或其家屬為受益人，則營利事業未經領任何款項，無須為帳務處

理，受領人所領保險給付，如屬保險法人身保險章所規定之保險，則

可適用所得稅法第四條第七款免納所得稅。 

 (二)遺產稅 

現行有關保險給付課徵遺產稅之相關規定，主要規定於遺產及贈

與稅法與保險法中。其中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於第十六條明訂「約定

於被繼承人死亡時，給付其所指定受益人之人壽保險金額、軍、公教

人員、勞工或農民保險之保險金額及互助金」不計入被繼承人遺產總

額課稅。保險法第一一二條則規定人壽保險「保險金額約定於被保險

人死亡時給付於其所指定之受益人者，其金額不得作為被保險人之遺

產」。 

由上述規定觀之，目前我國政府對於退休保險業務並未給予特別

之稅賦優惠，保戶購買後僅可與其它人身保險並計享有保險費列舉扣

除額度每人每年 24,000 元，此外並無其它特有之稅賦遞延優惠。為期

能大力開拓我國退休保險市場，以解決一般民眾退休所得替代率不足

之問題，我國政府應設有退休保險業務特有之保費獨立扣除額，且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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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目前稅法規定之 24,000 元之保費扣除額必須用來分攤壽險與勞、

農、公保等所有保險費加以修正並將 24,000 元額度予以提高。以其他

國家之實施經驗觀之，本金與利息之稅賦優惠是發展退休保險的最大

誘因，故政府應設立屬於退休保險業務之個別稅賦優惠以促進退休保

險之發展。 

第二節  保險商品 

一、退休保險商品發展 

退休保險商品具有高度之儲蓄性，其包含一般大眾所知之年金保

險商品外，對於高儲蓄性質之養老型壽險及還本型終身壽險等商品亦

可提供消費者退休保障之所需。 

我國壽險公司業者依據保險法第 13 條及第 138 條之規定，可銷

售之保險商品計有人壽保險、傷害保險、健康保險及年金保險等四類，

另依其銷售之對象為個人或團體，又可細分為個人保險及團體保險。

其中年金保險商品主要功能在承擔被保險人長壽風險，提供其退休後

經濟生活之安全保障，對於以往多以提供死亡保障業務為大宗之壽險

公司而言，加強此類業務的推展，不僅可發揮其它金融機構所無法提

供之風險移轉功能，亦可透過同時經營死亡風險與長壽風險之商品，

而達到自然避險的效果。無論基於業務成長或風險考量，對壽險業之

經營均有助益。因此年金保險為退休保險規劃中重要且不可或缺的一

環，此是無庸置疑的。惟在鼓勵國人提前規劃退休保險，並非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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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年金保險做為唯一的推動工具。由於人壽保險可以經由設計而同時

提供人們死亡與長壽風險之保障，故以人壽保險中之養老保險及還本

型終身壽險做為退休金規畫亦是不錯的選擇。如何制定最適的退休保

險商品，以因應退休市場之需求，已是各家壽險公司所重視的課題。 

退休保險商品主要功能在提供人們長壽風險之各項保障，因此在壽

險業依法可以經營之人壽保險、傷害保險、健康保險及年金保險等四

類商品，均可規劃設計以提供老年經濟生活之安全保障，惟受限於本

研究篇幅有限，故僅針對人壽保險及年金保險商品做一探討，以作為

消費者選擇及業者經營之參考，至於傷害保險、健康保險兩類則留待

後續之研究。 

二、退休保險商品類型說明 

壽險業長久以來經營之業務多以長期契約為主，近年來因市場利率

持續走低（詳表3-2），對於採固定利率設計之傳統型保險商品，業者

必須承受利差損之風險，故促使保單價值隨宣告利率增長之利率變動

型保險商品及投資風險由保戶自行承擔之投資型保險商品的興起。一

般用來累積退休金的保險商品可概略分為傳統型保單、利率變動型保

單以及投資型保單，其中傳統型保單由保險公司提供固定利率保證，

因此風險程度很低，但是在理財的靈活性及變現性上限制較多。這類

傳統型商品，最大隱憂在於通貨膨脹，萬一通膨過速，未來给付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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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實際購買力將會快速縮水。投資型商品提供保險跟基金結合的另一

個選擇，具備抗通貨膨脹的效果，但缺點是保險成本採自然保費方式

計收，其將隨年齡增加，同時保險額度也會隨著投資績效起伏。至於

利變型商品保單價值準備金隨宣告利率增長，其較傳統型商品較具彈

性，且無需如投資型商品之投資風險須由保戶自行承擔。茲將此三種

類型之退休保險商品之特性整理說明如表3－3。壽險業者可依據被保

險人之風險偏好，選擇不同的商品類型設計。對於風險承受度較高者，

就可為其設計採風險等級較高的投資型保險商品如變額壽險、變額萬

能壽險或變額年金保險做為退休資產配置的目標，其可讓保戶自行決

定投資標的與配置比例，壽險公司通常只需提供不同報酬與風險之投

資標的，讓保戶可以依據自己的風險趨避程度與距離退休時間之長短

決定最適的投資標的與配置比例，而保戶於退休時所能領到保險給付

將視保單帳戶之投資績效而定；風險承受度次之者，可採以反應市場

利率的利率變動型保險商品為主如利率變動型壽險、萬能壽險及利率

變動型年金保險，此類商品之保單價值將依壽險公司之宣告利率予以

累積，該宣告利率通常會視市場利率與公司之投資報酬率所決定；至

於風險承受度較低者，則可採傳統型保險商品如養老險、還本型終身

壽險、複利增額型終身壽險及即期或遞延年金保險等固定利率之保險

商品，惟在低利率之市場環境下，此類退休商品除非採分紅保單方式

或高複利增額型方式設計，否則未來市場利率一旦反轉上升時，保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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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無法享受利率回升之好處，因此現今市場利率低迷，實不宜以不分

紅保險商品做為退休保險規劃之選擇。 

表 3- 2   四行庫二年定存利率與責任準備金提存利率變動表 

單位:% 

年度 `93 `94 `95 `96 `97 `98 `99 `00 `01 `02 `03 `04 `05 

四家行庫利率 7.87 7.45 7.25 6.67 6.09 6.53 5.22 5.15 4.05 2.31 1.62 1.51 1.84

責任準備金利率 6.5 6.5 6.5 6.5 6.25 6.25 6.25 6.25 5.75 4 2.5 2 2 

資料來源:壽險公會 

表 3- 3  傳統型、利率變動型及投資型保險商品特性比較 

特性\商品 傳統型 利率變動型 投資型 

繳費方式 躉繳或分期 躉繳或分期 躉繳或分期 

保單價值之累

積 

依保單之預定利

率(固定) 

依照公司宣告利

率增值(變動) 

視投資連結標的

績效而定(變動) 

保戶風險偏好 極低 低 較高 

帳戶型態 一般帳戶 一般帳戶 分離帳戶 

投資方式 保險公司決定 保險公司決定 保戶決定 

投資風險承擔 保險公司 保險公司與保戶

共同承擔 

保戶 

資金運用 無透明化 無透明化 透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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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類型 養老保險、還本型

終身壽險、即期年

金保險、遞延年金

保險 

利率變動型壽險、

萬能壽險、利率變

動型年金保險 

變額壽險、變額萬

能壽險、變額年金

資料來源: 本研究整理 

第三節  財務操作 

由於退休金保險商品契約期間長且保單價值高，壽險業者對於所收

取的保費，能否使其獲得良好之投資效益，將是壽險業經營退休保險

能否成功之重要關鍵因素，因此財務操作對退休保險經營至為重要。 

依據我國保險法第146條規定，目前保險業資金運用，除存款或法

律另有規定者外，僅限於投資有價證券、不動產、放款、辦理經主管

機關核准之專案運用及公共投資、國外投資、投資保險相關事業、經

主管機關核准從事衍生性商品交易、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資金運用

等七大類，並且各類資金之運用亦有一定之上限規定(詳表3-4、表

3-5)。另其規定保險業經營投資型保險之業務應專設帳簿，記載其投

資資產之價值；其投資由主管機關另訂管理辦法，不受保險法第146

條規定之限制，故壽險業經營退休保險若以傳統型與利率變動型設計

之商品，即須依保險法第146條之規定下進行財務操作，由於有此規範

故在投資運用上較難伸展，其僅能在投資標的種類及比例限制下，配

合退休保險業務負債面之特性，尋求最佳之資產配置，期能獲得最大

之利潤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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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4  我國壽險業投資項目及資金運用比例限制 

投資項目  投資比例限制  
存款  存放於每一金融機構之金額，不得

超過該保險業資金 10％。但經主

管機關核准者，不在此限。  
金 融 債 券 、 可 轉 讓 定 期 存

單、銀行承兌匯票、金融機

構保證商業本票及其他經主

管機關核准保險業購買之有

價證券  

總額不得超過該保險業資金 35％。 

經依法核准公開發行之公司

股票  
每 一 公 司 之 股 票 總

額，不得超過該保險業

資金 5％及該發行股

票之公司實收資本額

10％。  
經依法核准公開發行之有擔

保公司債，或經評等機構評

定為相當等級以上之公司所

發行之公司債  

每一公司之公司債總

額，不得超過該保險業

資金 5％及該發行公

司債之公司實收資本

額 10％。  

合 計 不 得

超 過 該 保

險 業 資 金

35％。  
有

價

證

券  

經依法核准公開發行之證券

投資信託基金及共同信託基

金受益憑證  

投資總額不得超過該保險業資金

5％及每一基金已發行之受益憑證

總額 10％。  
不動產  其投資總額，除自用不動產外，不

得超過其資金 30％。但購買自用

不動產總額不得超過其業主權益

之總額。  
銀行保證之放款   
以動產或不動產為擔保之放

款  
 

放

款  

有價證券為質之放款  每一公司股票及公司

債之投資與依本條以

該公司發行之股票及

公司債為質之放款，合

併計算不得超過其資

金 10％及該發行股票

及公司債之公司實收

每 一 單 位

放 款 金 額

不 得 超 過

該 保 險 業

資 金 5
％ ； 其 放

款 總 額 ，

不 得 超 過

該 保 險 業

資金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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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額 10％。  
國外投資  投資總額不得超過該保險業資金

5％。但主管機關視其經營情況，

得逐年予以適度調整。  
前項調整不得超過該保險業資金

35％。  
投資保險相關事業：  
保險業實收資本額減除累積虧

損之餘額，超過保險法第 139 條

規 定 最 低 資 本 或 基 金 最 低 額

者，得經主管機關核准，投資保

險相關事業  

不得超過該保險業實收資本額減

除累積虧損之餘額 40％。  

資料來源: 我國保險法  

表 3- 5  壽險業資金運用表 

 單位：百萬元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10 
年/月 

金額 佔率% 金額 佔率% 金額 佔率% 金額 佔率% 金額 佔率% 金額 佔率%

銀行存款    334,828 12.66 265,206 8.32 180,810 4.29 200,012 4.02 190,820 3.27 262,149 3.92 

有價證券    868,085 32.83 1,257,902 39.44 1,743,124 41.33 2,251,456 45.28 2,648,148 45.36 2,995,100 44.73 

公債及庫券 466,481 17.64 751,808 23.57 1,031,339 24.45 1,322,955 26.61 1,469,049 25.16 1,655,483 24.73 

股票      124,713 4.72 171,922 5.39 273,632 6.49 317,924 6.39 376,497 6.45 425,839 6.36 

公司債    97,633 3.69 95,510 2.99 88,101 2.09 118,741 2.39 148,801 2.55 196,245 2.93 

受益憑證 

（含其他） 
93,015 3.52 118,598 3.72 139,430 3.31 80,358 1.62 69,467 1.19 73,456 1.10 

短期投資  86,243 3.26 120,064 3.76 210,622 4.99 411,478 8.28 584,334 10.01 644,077 9.62 

不動產投資  177,539 6.71 193,901 6.08 221,781 5.26 230,343 4.63 243,042 4.16 300,538 4.49 

壽險貸款 364,888 13.80 383,911 12.04 430,427 10.21 429,675 8.64 447,849 7.67 477,405 7.13 

擔保放款 475,369 17.98 472,336 14.81 439,964 10.43 431,951 8.69 452,123 7.74 503,391 7.52 

國外投資    329,534 12.46 523,773 16.42 1,110,983 26.34 1,347,990 27.11 1,783,027 30.54 2,089,846 31.21 

專案運用 

及公共投資  
93,691 3.54 92,063 2.89 90,450 2.14 80,813 1.63 73,176 1.25 66,907 1.00 

資金運用總額 2,643,934 100.00 3,189,092 100.00 4,217,539 100.00 4,972,240 100.00 5,838,185 100.00 6,695,336 100.00 

資金總額    2,739,886 3,273,103 4,377,355 5,112,566 5,962,817  6,796,331

資產總額    2,831,666 3,396,377 4,627,987 5,501,020 6,573,797  7,501,938

資金運用率   96.50   97.43   96.35   97.26   97.91   98.51 

資料來源: 1、壽險公會，壽險業業務統計。 

2、保險事業發展中心，保險資料庫－壽險財務業務統計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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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  壽險業資金運用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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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 1、壽險公會，壽險業業務統計。 

2、保險事業發展中心，保險資料庫－壽險財務業務統

計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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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今低利率之環境下，壽險公司在經營退休保險時，須考量資

產與負債間的配合 (Match)，避免因利率風險而影響到契約未來的償

付能力。湯谷昇羊(2001)以日產相互保險公司（Nissan Mutual Life）

為例，其為擁有一百二十萬保戶及美金一百七十億元資產的公司，由

於並沒有對其預定利率 5% 至 5.5%，且佔總資產比重高達 49% 的

個人年金保險商品，採取適當的避險措施，在政府債券利率跌落至一

個創新低之水準後，導致預定利率和其投資報酬率之間極大的利差

損，且其保險資產的收益率也隨著日本法定利率水準逐漸降低。在總

損失金額達到美金二十五億元時，日本大藏省（Japan's Finance 

Ministery）於1997年4月25日，向其發出停止營業之命令。此為日本

壽險業戰後五十年以來的第一樁破產案,也打碎了日本保險公司永不

倒閉的神話。此例說明，當壽險公司遭逢資產與負債之間無法配合

時，公司的營運即會發生危機。因此，壽險公司對於資產與負債之管

理實為重要。 

根據美國精算學會Professional Actuarial Guide (1998)對於資

產負債管理，所提出的定義如下： 

資產負債管理（Asset Liability Management，簡稱 ALM）是管理一

個企業，協調資產與負債間之配合的決策方式；在事先設定的風險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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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度及限制條件之下，為達成財務績效目標，所進行與資產及負債有

關的規劃、措施、監管和持續修正策略等持續性過程稱之。為了能達

到資產與負債相配合的目標，許多管理觀點先後被提出，而且每一個

觀點均在資產負債管理的架構下，發展出對應的應用方法，以供監理

機構及壽險業界使用。所以，對於必須依約償付負債之保險機構而

言，資產負債管理是一個有效且重要的清償能力管理工具。但以台灣

目前的投資環境，以資產負債管理方式所算出負債面之存續期間

（Duration）卻找不到適當之投資標的可以投資，如此也增加退休保

險之經營風險。因此如何做好退休保險之資金風險管理，以確保保單

持有人能夠得到安全適足的退休生活保障，已成為重要之課題。 

王儷玲(2006)指出為落實退休保險資金風險管理必須同時考量資

產面與負債面所面臨的風險，其主要目的即在做好盈餘管理（Surplus 

management），但盈餘管理不僅只是在降低風險，其是要在能夠支應

所有退休給付的前提下，控制資金盈餘風險在可以忍受的範圍下，追

求適足的投資報酬率。整體而言，透過資產與負債現金流量的模擬分

析，可瞭解未來退休保險業務的現金流入（Cash inflow）與現金流

出（Cash outflow），找出該業務何時會產生現金流出大於現金流入

的現象，而預先尋求對策。盈餘管理可以幫助經營者瞭解資產與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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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資金缺口，以做為擬定退休保險業務整體風險時之決策參考，此外

亦可將風險部位控制在不會脫離預先設定的風險限額內，而能有效地

達到風險管理的目的，因此定期檢視退休保險業務的資產負債缺口與

其盈餘風險狀況，並積極進行現金流量測試與風險管理是有必要的。

壽險公司對於退休保險業務之財務操作，應能有效控管資金運用風

險，以維護保戶權益，茲就退休保險業務盈餘管理應有之架構說明如

圖 3-3。 

為確保退休保險業務經營之安全性，壽險業者對於該類商品之資

產應有所區隔，在管理該項資產時，應考量負債面之特性及其風險，

並須對資產與負債之關係進行分析，以確保未來有足夠之清償能力。

在分析資產與負債之關係時，應考量下列事項： 

一、分析持有資產之到期日、流動性及與負債之適當性。 

二、建立適當現金流量預測模型，以測試公司是否能承受市場情境與

投資條件之變化，並檢視當其清償能力受到負面影響時，能否作

適當調整。 

此外，亦須對各項資產所產生之各種風險加以辨識、衡量、報告

及監控。並應訂立投資管理流程並制定投資政策，以有效監督該業務

資產負債管理之進行，且至少每年應定期重新依照資產與負債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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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承受程度、長期風險報酬要求、流動性與清償能力狀況予以檢

討，並做適當之調整。 

圖 3- 3  退休保險業務盈餘管理架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由於壽險業的資產面與負債面，受到商品特性、訂價因素、行銷成

本以及投資項目及收益等內生變數的影響。同時，總體經濟面的外生

因素如可支配所得、通貨膨脹率及失業率等，亦隨時牽動壽險業的經

營風險，以致資產與負債的狀況會隨著時間以及總體經濟因素的變動

而改變。因此，對於壽險公司財務操作的掌控，除了觀察靜態指標外，

亦須輔以動態化的衡量，藉由資產面與負債面模型之建構，以有助於

公司財務之操作，如此對於退休保險業務清償能力之確保，會有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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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助益。因此退休保險業務之財務操作，絕對不可一昧的追求高報酬

率，如何做好資產配置與控管，以獲取最大收益以確保保戶退休後經

濟安全之保障才是財務操作之重點。 

另有關投資型保險商品因不受保險第146條保險業資金運用之規

範，且投資風險係由保戶自行承擔，因此在財務操作上較無造成公司

經營風險之可能，惟其銷售所收取的保費僅有少數金額納入壽險公司

的資產，其餘多數的保費將轉給其他金融機構進行投資操作，無資產

累積的效果，此對壽險公司可運用資金之增長並無多大效益。為提高

壽險公司資產管理能力，主管機關應允許壽險公司所發行的投資型保

單，可以連結到內部基金（Internal Fund），壽險公司可在投資型保

單的分離帳戶中設立子帳戶，由保險公司自行操作，協助壽險公司早

日轉型為真正的資產管理公司，而能為保戶創造更高之投資績效。 

第四節  行銷規劃與系統建置 

退休保險開發後，須仰賴行銷通路之推展，如何在現今多元行銷通

路下，選擇適宜之銷售途徑，如何經由系統建置提供退休保險業務經

營資訊與服務，為本節所欲探討之課題。壽險業對於退休保險經營，

若能擁有商品開發與資產負債管理能力、且能充份掌控行銷通路並能

經由電腦資訊系統之建構以提供企業業主與保戶優良的服務品質，則

其必能在退休保險市場的搶佔與公司的獲利上有好的成績。 

(一)退休保險業務行銷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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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保險業務員及保險經紀人、保險代理人與客戶面對面的行銷

方式，一直被視為最能滿足客戶需求及較容易達成業務招攬的行銷方

式，但隨著經濟還境的變遷，人力成本高漲，傳統通路成本居高不下，

壽險公司近幾年來都在積極找尋替代通路，只要低成本、效率高的行

銷通路，都成了各家壽險公司所欲獲取之目標。因此導致近年來DM行

銷（Direct Mail Marketing）、電話行銷、電子商務（E-commence）、

網路行銷（Internet Marketing），甚至銀行櫃檯、電視購物頻道等保

險銷售通路的興起(詳表3-6、圖3- 4)。壽險業者深知一旦退休金經營

模式建立起來，客戶資料、服務機制、系統平台都可以用來經營其他

的儲蓄或個人金融業務。因此面對多元行銷通路的盛行，如何選擇適

宜的行銷通路以跨足並掌握退休保險市場，亦成為壽險業者經營退休

保險之重要的考量因素。 

表 3- 6  壽險業 2006 年 1-10 月保費收入來源別統計 

       單位: 千元

契約別 險別 保險業務員 保險代理人 保險經紀人 直效行銷 網路銷售 直接投保 其他 

1-人壽保險 770,887,991 148,374,341 55,079,337 7,204,500 17 632,377 11,627,677
2-傷害保險 37,821,144 272,792 726,169 1,147,658 2,133 307,911 114,693
3-健康保險 115,654,624 1,268,059 5,143,784 863,962 139 130,790 290,726
4-年金保險 20,000,991 49,772,671 832,697 380 731 0 3,238,766

個人險 

總和 944,364,750 199,687,863 61,781,987 9,216,500 3,020 1,071,078 15,271,862
1-人壽保險 2,627,198 889,873 524,004 163,284 0 631,330 241,455
2-傷害保險 4,439,340 298,129 505,791 312,088 0 1,229,203 406,030
3-健康保險 3,029,538 270,782 759,467 475,302 0 906,968 934,896
4-年金保險 0 0 0 0 0 0 0

團體險 

總和 10,096,076 1,458,784 1,789,262 950,674 0 2,767,501 1,582,381
總計 954,460,826 201,146,647 63,571,249 10,167,174 3,020 3,838,579 16,854,243

資料來源: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保險資料庫－壽險財務業務統計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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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4  壽險業 2006 年 1-10 月保費收入來源別 

2006年1-10月保費收入來源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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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業務員

保險代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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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投保

其他  

資料來源: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保險資料庫－壽險財務業務統計專區。 

由於退休保險主要在提供生存之經濟生活保障，多無核保選擇之必

要，故可依退休保險之類型選擇下述之銷售途徑: 

1.直營業務員 

2.保險代理人 

3.保險經紀人 

4.銀行通路 

5.直效行銷〈廣告、電話中心(call centers)、電視購物頻道、網路等〉 

惟在選擇行銷通路時亦須考量下列因素: 

1、目標市場 

2、行銷費用 

3、退休保險商品採簡易或複雜設計 

4、消費者所期待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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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行銷通路建購之成本 

6、消費者忠誠度之建立 

預期未來退休保險商品之行銷通路之選擇，將有下述之趨勢: 

1、團體退休保險 

因應勞退新制及員工福利計畫所需，由於附加費用扣收不易,故可

採直營之職團開拓方式辦理,以節省成本。另由美國金融機構販售保險

商品之概況(詳圖3-5)得知，其所銷售之業務以年金保險為最多，由於

年金保險之銷售無須擔心道德危險，其與銷售壽險擔心會有詐欺行為

而須予核保不同，且由於企業業主與銀行往來關係密切，因此對於團

體退休保險之銷售，銀行通路勢必成為一個重要之行銷通路。   

2、個人退休保險 

主要在彌補退休所得替代率不足所需，若以投資型商品銷售其須仰

賴人員解說，且行銷人員亦須具有銷售投資型商品之資格，故仍以直

營業務員及經代公司為主，若為利率變動型商品，將以銀行通路為主。

至於傳統型商品，由於商品型態以為消費者所熟悉，故一般通路均可

採用。 

由於退休金規劃不一定要選擇年金保險商品，各家壽險公司都有一

些商品適合做為退休金規劃，例如還本型商品、養老保險等，且其設

計方式有採傳統型、利變型及投資型保單，業務員對此些商品亦需要

清楚。在進行退休保險商品之招攬，除需加強業務員之專業知識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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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須強化其誠信，對於保戶所承受之風險、費用要說明清楚，以免產

生業務糾紛而影響保戶與公司形象。 

圖 3- 5  美國金融機構販售保險商品之概況  

 

資料來源:美國人壽保險公會統計資料 

 (二)退休保險業務系統建置 

退休保險業務具有長期性及高儲蓄性，基本上壽險業者無論與要保

單位或被保險人間均會有密切之互動，尤其適格化的退休保險商品必

需配合勞工退休金條例規定之程序辦理，並產製各種法定報表，且因

其各項作業會因企業業主及保戶狀況及其需求之多樣性而充滿彈性，

其與要保單位之互動亦較一般保險更為緊密。退休保險業務之電腦系

統需提供退休保障規畫內容、帳戶現況、記錄及分析資料之功能外，

亦需提供登錄、變更、及其他各項即時性之服務。為簡化繁雜之行政

作業，並提供便利之服務管道，各項資料之提供與交易之進行，除經

Exhibit 8 金融機構目前和未來可能的保險商品險種(金融機構各式商品銷售和想要銷售的市場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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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面對面的服務、郵寄等傳統溝通途徑外，尚需提供網路服務、電話

中心等互動方式，故客服系統、保單影像系統、及網路查詢系統之建

置實為重要。客服系統一般包括專業客服電話服務及語音服務；電話

進線後，需提供投資報酬率、帳戶價值、年資，及年金相關規定之語

音查詢機制，在電話轉到專業客服人員時，客戶資訊及過往來電記錄

均應立即顯示，並透由預先錄製之問答集、常用話術，協助客服人員，

提供親切、專業之退休規劃、投資理財、產品資訊、及目前帳戶狀況

之服務。好的客服系統，將有助於提昇整體服務品質，及客戶滿意度。

另外，利用網際網路，查詢帳戶資料，或做基本資料之變更，亦為目

前保戶了解自身保單狀況、或進行簡單交易常被使用之方法，所以在

公司網站上，亦需規劃退休保險服務頁面與機制，以滿足網路族群之

需求。此外，保單影像作業，也是規劃的項目，退休保險作業，權利、

義務會有較多的互動，所以需將要保資料、各項申請資料、法定表單，

予以影像處理，才可提供快速的原始資料調閱功能，如此將有助於行

政作業之簡化。 

金管會2006年1月24日發布勞退企業及勞退個人年金保險費率相關

規範明訂保險業經營勞退年金保險的業務之費用，應從實際投資與宣

告利率差額中反映，不得再收取業務之費用；而勞工因轉換公司、轉

換保單產生的作業費用，保險公司最高只能收年金帳戶價值總額的2

％及新台幣500元為上限。此外，2006年1月26日發布勞退企業及勞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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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年金保險商品應注意事項中也要求業者必需將保證期間、閉鎖

期、保單價值準備金的通知及設立專設帳簿等資訊做充分揭露。故保

險業者必須規劃有效率的作業流程，甚至要成立專屬的服務團隊，便

利企業與勞工加退保申請；在服務平台上，必須加強電子商務的利用，

提高客戶服務的可及性。至於在帳戶管理的透明度部份，由於雇主必

須於每月為員工所提繳之退休金數額，於員工薪資單中註明或另以書

面方式通知員工。因此，未來退休基金可能必須參考國外經驗每年給

參加者一份報告，來說明目前退休制度下，被保險人（勞工）的權利、

參加人數、提撥金額、個別退休金帳戶管理以及保險公司經營之現況

或基金經理人資料等，以符合風險充分揭露的原則。此亦須透過系統

的改良，方能將原有的資訊服務予以提升。 

由前所述，退休保險業務服務的規劃應為廣面、多樣與整體性的，

其各項的需求於規劃電腦資訊系統時，均需全盤考量，方能符合實際

運作的需要。也因之行政作業流程明確的規劃與資訊系統的建置，已

成為開拓退休保險市場，必要且不可或缺之投資。故業者在進行退休

金保險規劃時，則需有建構一套良好之電腦資訊系統之準備。 

 由本章以上各節之探討可知退休保險商品之開發與行銷通路之

規劃並無多大困難、惟有關該業務之資金運用與投資風險之控管及電

腦資訊系統與作業流程之規劃與建置，對於任何一家欲經營退休保險

商品之公司都是一項挑戰。此外，退休保險業務推動能否成功，法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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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亦扮演重要之因素，如能有退休保險商品獨自之稅賦優惠，且能

准予壽險公司開放保險業參與退休金資產管理領域，壽險業者在退休

保險市場之經營將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