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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介紹 

第一節 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定義 

一般房屋抵押貸款，有係指購買房屋者為籌措購屋之資金，而向金融機構借

貸一筆金額；亦或僅向金融機構借貸金錢另作他用途，不論何種目的，金融機構

為確保其債權得以實現，在不移轉房屋所有權前提之下，請求債務人將房屋設定

抵押權，以購屋者為抵押人、金融機構為抵押權人 7，債務人必須依契約約定，

定期償還貸款予債權人。 

而所謂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係相對於一般房屋貸款而言，係指已經擁有房屋

所有權的老人將房屋抵押給銀行、或者是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而金融機構則依

據借款人的年齡、預計壽命、房屋的價值進行綜合評估後，按其房屋的評估價值

加上預期房價未來的增值率、減去預期折損、並按借款人的平均壽命計算，將其

房屋的價值以一定比例分攤到預期壽命年限中，按月份或年度或者一次金的方式

支付現金給借款人。至於借款人在領取現金的同時，仍得以繼續居住於抵押之房

屋，惟必需負責維護房屋之價值。當借款人死亡、搬離所抵押之房屋、或者是另

與第三人成立買賣契約將房屋售出等上述三個要件之ㄧ成立時，貸款人即可行使

抵押權，將抵押之房屋拍賣以換得價金，來滿足其債權。這樣的貸款形式和一般

房屋貸款「一次給付，分期償還」的特性正好相反，換言之，反向房屋抵押貸款

是「分期給付，一次償還」8。其操作過程猶如是金融機構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向

借款人買房屋。  

因此，其所謂「反向」之定義，係指資產轉換的「反向」。一般房屋抵押貸

款是以房屋為抵押物，以貸款購買房屋。而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則是以已經居住多

年的舊房屋之所有權作為抵押物。前者是將流動性資產(貨幣)來取得非流動性資

產(房屋所有權)；而後者是將非流動性資產(房屋所有權)來取得為可提供老年人

退休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流動性資產(貨幣)。 

再者，一般房屋抵押貸款之借款人，必須依契約在貸款期間按時清償貸款，

所以貸款金額會隨著時間減少；相對於此，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借款人對於該房

屋擁有全部所有權，而隨時間的增加，貸款金額逐漸上升；一旦借款人死亡、永

久搬離或者出售抵押之房屋，即必須清償貸款，即使仍有剩餘金額歸借款人所保

有，然其或其繼承人已喪失對於房屋之所有權。 

除了上述性質為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和一般傳統房屋貸款最大之差異之外，反

                                                 
 
7 民法第 860 條規定：「稱普通抵押權者，謂債權人對於債務人或第三人不移轉占有而供其

債權擔保之不動產，得就該不動產賣得價金優先受償之權。」 

8 吳微，對我國發展反向按掲貸款的思考，西北大學國民經濟學碩士論文，2007 年，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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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房屋抵押貸款對於申請人的申請資格和申請金額之計算，亦和一般房屋抵押貸

款有不同之處： 

一、申請貸款資格(eligibility)之限制： 

在發行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國家，其得申請貸款資格均有限制，一般而言，

這些國家大抵都規定六十二歲以上之老年人始能向政府或金融機構申請反向房

屋抵押貸款。 

二、貸款金額之多寡取決於房屋價值(the value of the home)、預期平均貸款

利率(the expected average mortgage interest rate)以及借款人之年齡(the age of the 
borrower)9： 

(一)房屋價值(the value of the home)： 

房屋價值是影響借貸總金額的最大因素。一般而言，房屋價值越高，抵押人

可以貸得之金額就越高，惟有最高之限制。以美國房屋與都市發展局(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HUD)所發行的反向房屋抵押貸款(Home 
Equity Conversion Mortgages, HECM)為例，其所貸放之金額，即不可以超過FHA
保險的上限 10。 

(二) 預期平均貸款利率(the expected average mortgage interest rate)： 

關於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借貸總金額(Total Loan Balance)之計算，除了本金之

外，尚包括利息的部份；亦即，若利息越低，借款人所能借貸之金額就越高，因

為利息的部份僅占借貸總金額的一小部份。 

(三)借款人之年齡(the age of the borrower)： 

在借款人年齡的部份，年紀越高的借款人，因為預期其生命較短暫，因此可

貸得之貸款金額就越高。而年紀和利息之計算亦成反向之關係，借貸期間越短意

味利息成本越低，因此，個人可以借貸之金額就越高。下表以美國住宅權益轉換

抵押貸款(Home Equity Conversion Mortgage, HECM)為例，假設價值十萬美元之

房屋，在不同年紀的借款人和不同利息之間，其能貸得之金額變化： 

 
                                                 
 
9 Eschtruth., A. D.and L. C. Tran, “A Primer On Reverse Mortgages”, Center For Retirement 
Research, Boston College, 2001. 
10 FHA 保險的上限，目前是依各地理區域而不同，金額範圍由$132,000 美元到$239,250 美

元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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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HECM 貸款金額、年齡以及利息相關變化表 

利率(Interest Rate) 
年齡(Age) 

7% 8% 9% 

65 $38,423 $30,455 $23,920 

75 $50,815 $43,948 $37,739 

85 $64,544 $59,532 $54,704 

      資料來源：AARP2000.  

      此例之假設為房屋價值十萬美元，服務費(service fee)三十美元、貸 

      款機構批准貸款費用(Origination fee)二千美元以及手續費(closing  

        cost)二千美元。 

 

茲將傳統定義之房屋貸款以及反向房屋抵押貸款比較於下表 11： 

表三 一般房屋貸款和反向房屋抵押貸款比較表 

項目 一般房屋貸款 反向房屋抵押貸款 

貸款目的 買房屋。 
為取得相當於收入之資金，

以因應退休生活所得之不

足。 

在申請貸款之

前 借款人尚未擁有房屋。 借款人擁有房屋。 

在申請借貸之

時點 
借款人擁有龐大的未清償債

務。 
借款人尚未累積未清償債

務。 

借貸期間，借

款人之權利義

務 

必須按月清償貸款債務，因

此總貸款金額會隨著時間減

少。 

借款人由貸款人取得給付，

因為無需按月償還貸款金額

的特性，總借貸金額隨著時

間增加。 

借貸到期，借

款人之權利義

借款人若已清償債務，則取

得房屋所有權；若未定期清

拍賣時房屋價值若高於借貸

金額，則債務全部清償完畢

                                                 
 
11 Scholen, K.and B. Belling, “Home Equity Conversion Mortgage (HECM) Counseling”, 
Neighborworks Training Institute,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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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償債務，貸款人執行抵押

權，借款人則會喪失房屋所

有權。 

後，借款人或其繼承人可保

有剩餘之金額；但同時亦喪

失房屋所有權。 

特徵 
借款人債務減少、資產增加。

(Falling Debt-Rising Equity)

借款人債務增加、資產減少。

(Rising Debt- Falling Equity) 

    而若將一般房屋抵押貸款和反向房屋抵押貸款所有權人對於房屋資產和債

務方面之關係，以圖表示的話，即呈現下圖情況： 

 

圖三 一般房屋抵押貸款和反向房屋抵押貸款所有權人對於房屋資產債務方面關

係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若實際以 2007 年Szymanoski、Enriquez以及DiVenti12所調查美國一般抵押貸

款和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市場資產和債務之變化，可以佐證圖三之情況： 

                                                 
 
12 Szymanoski, E.J., J.C. Enriquez and T.R. DiVenti, “Home Equity Conversion Mortgage 
Terminations: Information To Enhance the Developing Secondary Market”, A Journal of Policy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Vol. 9：1, 2007,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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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30 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貸款資產和債務隨時間變化之情形 
 
 

 
 

圖五 住宅權益轉換抵押貸款資產和債務隨時間變化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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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優點 

無論是何種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商品，總結而言均有下列之優點： 

1、 無需定期償還之貸款。 

2、 借款人除了以房屋為抵押品之外，無需為此貸款債務提供任何擔保。 

3、 有定期之保證給付。 

退休市場之所以發展反向房屋抵押貸款此種商品，係因考量老年人退休之後

儲蓄不足、又或是因為人口結構改變，在沒有子女或子女沒有能力奉養之下，以

房屋為抵押，向金融機構申貸一筆金錢，以增加其生活可支配所得之現金流量。

而其無需定期償還貸款、或再提供任何財產為抵押品，以及可以定期領到一筆給

付，對於老年人退休生活之理財，整體而言，是一大助益。 

關於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對於家計財富流動性的影響，學者Mayer和Simons13

以美國資料為研究對象，結果顯示反向房屋抵押貸款會增加老年人收入還有流動

性財富，以及高度負債的老年人亦可以藉由申請反向房屋抵押貸款所得之金額，

降低其負債比例。 

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貸款人對於貸款金之給付，一般而言有兩種方式： 

1、 一次金(Lump sum)給付之方式。 

2、 定期給付之方式：此又可細分為不同方式，有貸款人將貸款金額存入帳

戶，於借款人有需要時再自行領取，稱為信用帳戶型(a line of credit)；亦或者雙

方契約約定一個期間，在期間內貸款人固定由貸款總金額中給付一筆金額給借款

人，類似年金之給付方式(regular payments for a fixed term)；亦有約定只要借款人

仍居住供抵押之房屋內，貸款人即必須固定給予給付(regular payments for as long 
as they stay in their house)；亦或者有結合上述之各種方式。 

以美國目前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市場而言，在 1999 年，大約有三分之二的借

款人選擇由貸款人將貸款金額存入帳戶，於借款人有需要時再自行領取(a line of 
credit)之方式；而另外有大約百分之十三左右的借款人選擇在一個固定期間之內

貸款人將貸款金額存入帳戶，於借款人有需要時再自行領取(a line of credit 

                                                 
 
13 Mayer, C.J.and K.V. Simons, “Reverse Mortgages and Liquidity of Housing Wealth”,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Real Estate and Urban Economics Association, Vol.22, 1994, p.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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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ed with payments for a fixed period of time)14。之所以會選擇此種給付方式

的原因在於：若是以貸款利率來計算帳戶中未領取之金額，則金額經年累月之

下，金額會逐漸增加，使得借款人在未來可以領取更多之金額。 

若借款人領取貸款金額之方式，是以分期給付的方式，則可以視為所得之一

部分，假使老年人之儲蓄或現金所得不足以支撐退休生活，藉由反向房屋抵押貸

款所得之金額，可以增加另一財務來源是一大優點。 

另一方面，隨著平均餘命之增加，老年人的長期照護是一大議題，反向房屋

抵押貸款和長期照護保險之關係亦值得關注。申請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申請人，

通常具有一種特質：即現金不多，但是所擁有的房屋價值不斐(House rich and cash 
poor)，因此，在退休之後有限的所得當中，要維持生活所需亦要尋求長命風險

之下的保障─即長期照護保險，有著捉襟見肘的困難；甚者，隨著年齡增加，保

費之定價越高，老年人購買保險之成本勢必增加。然而，若可藉由反向房屋抵押

貸款所得之資金，在可以不用搬離現有居住地的前提之下，又可以增加其退休收

入，用以購買長期照護保險或其他保障，舒緩退休生活資金短缺的問題。 

茲將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流程圖整理如下： 

 

圖六 反向房屋抵押貸款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14 Szymanoski, E., “Evaluation Report of FHA’s Home Equity Conversion Mortgage Insurance 
Demonstration” Final Report prepared for,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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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借款人之風險 

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不用定期償還貸款之特性，以及在貸款期間借款人仍得保

有房屋所有權，繼續居住於抵押之房屋內；而即使房屋出售所得之金額不足以償

還貸款，因為貸款機構無追索權 15，因此借款人亦不需負擔不足額之部分，對於

退休之後沒有足夠儲蓄或子女奉養以因應退休生活所需之老年人而言，似為一種

優點大於缺點之退休理財之金融商品。然而，由借款人的觀點而言，反向房屋抵

押貸款契約內容複雜，其所抵押之房屋，為借款人畢生努力所得之資產，若考量

借款人經濟和心理兩個層面之因素，對於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接受程度會有阻礙

存在。以下將分別就經濟和心理層面的因素各別分析之。 

 第一項 經濟層面 

就經濟因素而言，阻礙借款人接受反向房屋抵押貸款的原因，不外乎是考

量：高額的前置作業成本(high up-front fee)、借貸金額太低(low borrowing limits)、
未來醫療費用的支出(future medical expenses)以及會因此產生負債的問題

(debt)。16 

第一款 高額的前置作業成本(high up-front fee)和複雜的手續費 

市場對於反向房屋抵押貸款的接受度不高，最大的原因取決於交易成本。以

美國市場為例，假設一位七十五歲的老年人以一棟價值十萬美元的房屋，申請反

向房屋抵押貸款，其所可以借貸到的金額只有四萬一千美元，但必須支付六千五

百美元的手續費，故實際上可以貸得之金額不足以誘惑老年人申請反向房屋抵押

貸款。再者，手續費名目甚多，且收取標準亦不同，不利於高齡消費者做比較或

詳細了解，易使不肖金融業者進行剝削性貸款。 

第二款 借貸金額太低(low borrowing limits) 

申請反向房屋抵押貸款的群眾，大多數現金或儲蓄不足，但是所居住之房屋

價值不斐。雖然房屋價值高，然而因為現金不足，無法維持房屋現狀；而反向房

屋抵押貸款之金額又取決於房屋之價值，在疏於維修房屋之情況下，會使房屋價

值下跌，貸款人在評估上，只願意貸予較低之金額。因為若高估或給予借款人較

高的借貸成數，可能會使貸款人面臨債權無法全數獲得清償之情形，此即下述將

討論之臨界風險（Crossover Risk）。 

                                                 
 
15 所謂無追索權(non-recourse)係指借款人尚未清償之債務，貸款人免除其債務。 

16 Caplin, A., “Turning Assets into Cash: Problems and Prospects in the Reverse Mortgage 
Market.” Pension Research Council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2000:13,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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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有些反向房屋抵押貸款金額之限制，是遵循 FHA 保險限制的上限為

基準。然而，FHA 保險限制的上限標準是以一般低收入戶申請房屋貸款的條件

規定，若以之適用於反向房屋抵押貸款金額限制上，有失之過嚴之情形。申言之，

若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申請人若未達低收入戶的標準，則其所能申貸到的金額會

比較小額。對於非低收入戶但未達高收入水平之家庭而言，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對

其而言，即無太過於誘人的吸引力。 

第三款 未來醫療費用的支出(future medical expenses) 

另一方面，老年人若考慮到未來之健康問題，其對於反向房屋抵押貸款的接

受度亦可能會降低。當老年人面臨嚴重的健康情況時，可能得面臨搬離現有居住

地的問題。在沒有借貸反向房屋抵押貸款的情況下，老年人得以賣出現有房屋以

換得一筆支付健康醫療之費用；而若有申請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基於契約通常約

定一旦申請人搬離房屋之同時，貸款人即有權利行使抵押權強制拍賣房屋以使債

權獲得清償，則老年人若疏於維修房屋至房價下跌，可能在儲蓄不足且房屋拍賣

後又無多餘資金之情形下，會面臨不僅無法負擔醫療費用支出、且又無一處可棲

身之地的風險，會使老年人在選擇退休金融商品時，不考慮反向房屋抵押貸款。 

第四款 負債問題(debt) 

負債問題對於老年人來說，是其較無法承擔的風險尤其對於窮盡一生始還清

房屋貸款的老年人而言，除非必要，基本上可能無法在退休生活現金不足的情況

下，再貿然接受任何形式的貸款。雖然反向房屋抵押貸款為無追索權之貸款，且

其最大還款金額亦僅以房屋價值為限，但終究仍是一種負債型式，若再加以考量

上述之財務因素，亦可能阻礙老年人接受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意願。 

 第二項 心理層面 

就心理層面而言，遺產因素的問題是阻礙老年人申請反向房屋抵押貸款的原

因。根據學者Venti 和Wise17研究結果指出，多數老年人將房屋視為遺產之一部

分，而實際上，遺產中最有價值的資產，亦為房屋；嚴格而言，雖然房屋之價值

可能無法和理想中所欲留之遺產金額相當，但和反向房屋抵押貸款申請人一旦亡

故，房屋即必須被拍賣以清償債務，且可能沒有剩餘金額給予繼承人之情況相比

較，亦是老年人不願意申請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原因。 

 

                                                 
 
17 Venti, S.F.and D. A. Wise, “Aging and Housing Equity” NBER Working Paper 7882, 
Cambridge, M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2000.http://www.nber.org/papers/w7882 
最後瀏覽日：20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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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反向房屋抵押貸款貸與機構之風險 

第一項 經濟層面 

第一款 臨界風險(Crossover Risk) 

在經濟層面部分，首重即是臨界風險(Crossover Risk)。因為反向房屋抵押貸

款是一種無法行使追索權(non-recourse)之貸款，亦即，當房屋出售所得之價額不

足以清償貸款本金和利息時，貸款機構亦不能向借款人或者其繼承人追索未清償

之貸款餘額。 

反向房屋抵押貸款於拍賣出售時，有可能低於或高於貸款本金和利息相加之

總金額。若為前者，貸款人所能受清償之部分僅等於房屋之最大價值，就未受清

償之部分，即所謂的臨界風險(Crossover Risk)。依表三所整理一般房屋貸款之特

性，房屋價值和貸款總金額所呈現的情形即如下圖所示 18： 

 

圖七 一般房屋貸款房屋價值和貸款總金額關係圖 

                                                 
 
18 Schlon, K.and B. Belling, “Home Equity Conversion Mortgage (HECM) Counseling”, 
Neighborworks Training Institute,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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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若是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因為借款人無需定期償還貸款債務，借貸總

金額會隨著時間而增加；於此同時，房屋價值則可能呈現兩種情況：一是房屋價

值增加，唯其價值增加的幅度不及貸款總金額增加的幅度，房屋價值和貸款總金

額所呈現的情形，即有可能如下圖之情形： 

 

圖八 反向房屋貸款房屋價值和貸款總金額關係圖(一) 

   一是房屋價值於拍賣時下跌，使得金融機構─即貸款人之債權未能完全獲得

清償，房屋價值和貸款總金額所呈現的情形，則有可能如下圖之情形： 

 

圖九 反向房屋貸款房屋價值和貸款總金額關係圖(二) 

Crossover Risk 

Crossover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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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反向房屋抵押貸款是一無追索權之消費借貸契約，因此，即使貸款人之

債權無法全數獲得清償，亦不得對於債務人之繼承人主張債務不履行，若總借貸

金額超過房屋價值甚多，無法獲得清償之債權將會造成貸款人無法估計之損失。 

第二款 擔保品之風險(Collateral Risk) 

所謂擔保品之風險亦可謂房屋價值波動之風險。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和一般房

屋貸款不同之處在於，除了一次金之給付方式外，若以定期給付的方式領取貸

款，則貸款金額會隨著時間而累積。然而，房屋的價值並非會隨著時間而成長，

若在房屋拍賣時，適逢房地產景氣不佳的情況下，則房屋有可能低於訂立契約當

時貸款機構所預測之價值，若此時沒有政府提供保險或者是其他分散風險的方

式，則將導致貸款機構之損失。 

第三款 長壽風險(Longevity Risk) 

反向房屋抵押貸款既是為因應人口老化、退休準備金不足而生，則其亦潛在

另外一個問題，猶如一般保險市場會面臨之逆選擇問題。在借款人選擇一次性之

給付方式，不存在逆選擇情況；然而，若借款人選擇定期領取給付、且貸款人必

須給付至借款人死亡之方式時，即有可能存在逆選擇問題。若借款人預估自己的

健康情況良好，則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契約存續期間會比貸款機構預期期間更

長，則貸款金額隨著時間累積，貸款機構面臨借款人長壽風險；與此同時，卻亦

面臨房屋價值波動之風險，因為房屋價值並非穩定之時間序列，時間愈久，房屋

價值亦會偏離原先所預測之價值 19。 

第二項 心理層面 

借款人對於房屋之維持風險(Maintenance Risk)對於反向房屋抵押貸款的貸

款人而言亦是風險來源之一。此處的維持風險係指借款人對於抵押品－即房屋疏

於維護，使房屋價值在拍賣時下跌，以致於貸款人之債權無法全數獲得清償。 

雖然維持房屋的價值亦為阻礙老年人接受反向房屋抵押貸款此種商品；但另

一方面，即使老年人願意使用此種退休商品，亦不代表其願意勤於維護房屋之價

值。學者Becker和Mulligan20，以及Caplin和Leahy21研究結果指出，申請反向房屋

                                                 
 
19鄭雅丰，提升老年經濟安全準備─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應用，國立政治大學風險管理與保

險學系碩士論文，2007 年。 

20 Becker, G. and C. Mulligan, “The Endogenous Determination of Time Prefere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2: 729-57, 1997. 
21 Caplin, A.and J. Leahy, “Psychological Expected Utility Theory and Anticipatory Feelings” 
C.V. Starr Working Paper 97：37,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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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貸款的家庭，不願意花費現有資源去維護和修理未來會被執行抵押拍賣的房

子。再者，會使用反向房屋抵押貸款者，多為高齡之老人，其經濟狀況和健康情

況並不甚理想，強求其對於房屋進行維修，不具合理期待性，Caplin22指出，雖

然聯邦住宅管理署有要求借款人維持房屋價值之條款，然而，要強制借款人執

行，基於公平合理原則，法院亦不允許。是以，借款人疏於維修之風險對於貸款

人而言，是一項隱憂。 

第五節 本章小結 

在平均餘命逐漸增加之現代社會，退休老人之經濟安全是值得關注之議題，

雖政府提供社會安全保障、企業提撥退休金，然而，在通貨膨脹率和壽命提高的

情況下，個人儲蓄和理財成為退休生活經濟上最重要的一環。反向房屋抵押貸款

係為退休之老年人提供其另一融資管道，以因應退休生活所得不足、而健康醫療

照護費用龐大的問題。 

反向房屋抵押貸款相對於一般房屋貸款而言，係指已經擁有房屋所有權的老

人將房屋所有權抵押給銀行、或者是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而金融機構則按月份

或年度或者一次金的方式支付現金給借款人。在貸款期間借款人毋庸定期償還貸

款，而是在其死亡、出售房屋或搬離房屋時，契約始屆期。而其償還貸款之額度，

不是其所領取金額之累積額度，而是根據房屋於拍賣時之價值，故即使房屋價值

低於貸款總金額，貸款人亦不可再向借款人或其繼承人追索不足額之部分。 

雖則反向房屋抵押貸款有上述優點，形式上對於老年人有利，然而，對於借

款人和貸款人而言，均有其風險存在。茲將雙方所面臨之風險整理如下表： 

表四 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契約雙方當事人所面臨之風險 

  對象

類型 借款人(Borrower) 貸款人(Lender) 

經濟 

因素 

1、開辦成本高、手續費繁雜。 

2、貸款金額有上限，通常低於貸

款開辦時房屋之價值。 

3、未來融資之便利性。 

1、臨界風險。 

2、擔保品之風險。 

3、長壽風險。 

心理 

因素 
借款人之遺產考量。 借款人對於房屋維修之意願。 

                                                 
 
22 Supra note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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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向房屋抵押貸款重要的用途在於資金的融通。雖然世界各國金融市場上

積極發展重要的退休商品，除了投資工具之外，保險商品中之年金保險亦可為

退休生活財源之ㄧ，惟其前提必須是退休者在現金充裕、經濟生活不虞匱乏之

下，始有多餘資金投資或購買保險。因此，資金短缺而需要融資之退休者，反

向房屋抵押貸款及成為另一項可為考量之商品：蓋原本無投資工具可茲變現或

無購買保險商品者，可利用反向房屋抵押貸款所得之資金為投資或購買商品；

而原本已有投資或購買保險商品者，可利用貸款所得之資金增加財源，以維持

高品質之退休生活。雖然反向房屋抵押貸款成本昂貴、利率高以及可貸款金額

不高，但仍不失為提供退休者另一融資管道。 

茲將投資工具、保險商品、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作為退休規劃工具之優缺點

比較於下表23： 

表五 投資工具、年金保險和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優缺點 

籌措退休金之種類 優點 缺點 

活存、定

存、債券 

1、變現性佳。 
2、有利息收入。 
3、風險低。 

1、短期內用罄的可

能性高。 
2、無保證長期固定

之利率。 
3、因為此三種工具

為一次金，因此餘

額會隨時間而遞

減。 

房地產 

1、出租有租金收

入。 
2、出售可以獲取價

差。 
3、得為贈與或遺

產。 

1、有稅賦之負擔：

土地增值稅、財產

交易所得稅。 
2、有維修成本、管

理費用以及折舊費

用。 
3、不能切割變現。 

投資工具 

基金、股票 
1、變現性高。 
2、增值性高。 

1、變現時間難以掌

握。 
2、投資風險高。 
3、金融商品複雜性

                                                 
 
23 游文伶，個人商業年金保險在退休規劃的重要性與最適配置，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經營

管理碩士學程碩士論文，2007 年，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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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高，需要專業

服務。 
4、給付亦為一次

金，因此餘額會隨

時間而遞減。 

年金保險 
以生存為給付前提，

活越久領越多。 
年齡越高者購買，

成本越高。 

反向房屋 
抵押貸款 

1、房屋所有權人仍

保有房屋所有權

並居住。 
2、毋庸定期償還貸

款，而是於契約屆

期時，再一次償

還。 
3、借款人之債務以

房屋之價格為

限，貸款人未受清

償之部分不得向

繼承人求償。 

1、成本高。 
2、利息高。 
3、可貸款額度低。 

資料來源：游文伶(2007)以及本研究整理 

本章針對反向房屋抵押貸款此種新興退休金融商品之定義、特性，以及借款

人、貸與之金融機構所面臨之風險做一初步之介紹，下一章將針對已發行反向房

屋抵押貸款商品已經有二十年之久的美國，目前於其退休市場上所發行之住宅權

益轉換抵押貸款更進一步說明，並且簡述其他歐美國家及亞洲國家發行反向房屋

抵押貸款之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