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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各國發展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情形 

第一節 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各國發展情形 

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定義已於上一章說明之，因為其可以彌補退休者老年生

活經濟上之不足，因此，在退休市場上極具發展潛力，自1980年代起，此種借款

方式即開始萌芽。本研究搜集各國發展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資料，原則上就此商

品之設計，均大同小異，下表將比較美國、加拿大、英國、澳洲、法國、日本、

新加坡和大陸等八個國家就貸款機構、貸款給付方式、是否提供保險、及申辦貸

款前是否接受諮詢進行比較。 

表六 各國反向房屋抵押貸款比較表 

 國家 

項目 
美國 加拿大 英國 澳洲 法國 日本 新加坡 大陸 

貸款

機構 

聯邦政

府、私

人金融

機構。

私人金

融機構 
私人金

融機構

政府、

私人金

融機構

私人契

約約定

政府、

私人金

融機構

私人金

融機構 
私人契

約約定

給付

方式 

一次金

給付、

定期給

付、帳

戶型。

以一次

金給付

為主。 

一次金

給付、

定期給

付。 

一次金

給付、

定期給

付、帳

戶型。

定期給

付。 
 

一次金

給付、

定期給

付。 

定期給

付。 

提供

保險

與否 

HECM
提供保

險。無

保險者

將貸款

證券

化。 

無 

 

無負值

抵押保

證條

款。 

1、無負

值抵押

保證條

款。 

2、資金

保護條

款。 

無。違

約以債

務不履

行處

理。 

無 無 無 

借款

人諮

強制諮

詢，偏

強制諮

詢，財

強制諮

詢，偏

強制諮

詢，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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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與

否 
重財務

面。 
務法律

並重。 
重財務

面。 
重財務

面。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惟在資料的收集上，對於美國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市場之文獻較為豐富，除了

美國行之有年的住宅權益轉換抵押貸款商品之內容及運作方式；其市場上尚有所

有權人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和現金帳戶反向房屋抵押貸款等，提供不同資金需求者

融資管道。因此，本研究在下一節將詳細介紹美國市場所流通之三種反向房屋抵

押貸款商品。 

第二節 美國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商品 

目前退休市場上發展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國家，以美國最為成熟。在1980
年代，美國出現了大量的「房子富翁，現金窮人」(House rich, cash poor)。為了

解決這個嚴重的社會現象，在1980年代中期美國紐澤西州的一家銀行創立反向房

屋抵押貸款業務，提供那些擁有價值不斐的房屋、但缺乏其他現金收入來源或退

休金不足的老年人一種融資的方式。然而，此種金融商品的運作複雜程度遠高於

其他貸款和房屋買賣，且還款期的不確定性增加了金融機構之風險，因此反向房

屋抵押貸款與買賣房屋相對比較之下，優點雖然甚多，卻一直無法能夠得到充分

發展。 

1987年，美國房屋暨都市發展部(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HUD)推出由政府提供保險的住宅權益轉換抵押貸款(Home Equity 
Conversion Mortgages, HECM)，即是一種反向房屋抵押貸款的商品，反向房屋抵

押貸款開始受到人們的重視。又，近年來，美國的通貨膨脹得到有效控制，市場

利率不斷下降，而房地產市場景氣熱絡，房屋的價值節節攀升，進一步推動了反

向房屋貸款的發展。 

就參與發行之機構而言，1990年，全美僅有不到200金融機構發放反向房屋

抵押貸款，而到了2002年，其數量遽增到15,000家左右，目前仍在蓬勃發展中。

自1989年起到2002年底，美國申請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人數已超過7,0000筆。就

發行量而言，美國聯邦政府為了鼓勵退休之老年人口利用反向房屋抵押貸款獲得

養老資金，以減輕福利機構的負擔，也推出了多項措施鼓勵反向房屋抵押貸款的

發展，並不斷修正住宅權益轉換抵押貸款之發行數量，由最初1987年的2,500筆，

至2006年之275,000筆。反向房屋抵押貸款成為美國老年人退休金的重要來源，

是另一種籌集退休金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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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將針對美國房屋暨都市發展部(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HUD)推出的住宅權益轉換抵押貸款(Home Equity Conversion 
Mortgages, HECM)在產品面、貸款的計價方式、貸款給付方式以及申請貸款前須

為之程序等方面為整體性之介紹，復再介紹其他國家目前發展反向房屋抵押貸款

之情況。 

美國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型式，截至目前而言，總可歸類為四種基本之態樣： 

1、單一目的之反向房屋抵押貸款(Single-purpose reverse mortgage)： 

此種商品目前只有部分州政府或者是地方政府發行。其每一筆貸款的目的只

有一個，例如：僅限於房屋的修繕、或者是以貸款去繳納稅賦。此種反向房屋抵

押貸款之性質，類似於短期融資，提供有現金周轉困難者另一項融資工具，因此，

其貸款成本很低。此種商品對於申貸人之適格性有嚴格要求，必須是滿足其最高

收入適格的要件者始能申請此種貸款。 

2、確定還款期限之反向房屋抵押貸款(Fixed-term reverse mortgages)： 

此種貸款由貸款人每月定額給付，然而由於沒有政府提供保險，為防止貸款

總額度最終超過房屋的價值，使貸款人面臨臨界風險，因此契約通常約定有確定

的還款日期，借款人必須於契約到期日還款，而貸款之期限，通常不得少於三年、

多於十二年。 

此種貸款商品，僅在加州、亞利桑那州、麻州和明尼蘇達州以及紐約等少數

地方發行。如果借款人想要採用無保險的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即必須仔細的考慮

每個月所需金額、貸款期間、還款方式及償還貸款後剩餘資產之多寡。如果借款

人具有短期的現金需求，無保險且有確定還款期限之反向房屋抵押貸款能夠比其

他方式提供更多的月給付金額。然而，由於借款人必須要在規定的日期清償貸

款，因此，其必須有到期還款的能力。否則，借款人即必須搬離房屋或者是貸款

人得實行抵押權，將房屋出售換取價金，以滿足其債權。 

3、由聯邦政府提供保險之反向房屋抵押貸款(Federally-insured reverse 
mortgage)： 

此即由美國房屋暨都市發展部(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HUD)推出的住宅權益轉換抵押貸款(Home Equity Conversion 
Mortgages, HECM)，詳細內容之規定將闡述於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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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無保險之反向房屋抵押貸款，由聯邦政府提供或由私人金融機構所發行

(Proprietary reverse mortgage)： 

此種商品於所有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中是較為昂貴的。目前美國市場上由私

人機構發行的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商品有二：一是所有權人反向房屋抵押貸款

(Fannie Mae’s Homekeeper Reverse Mortgage)、另一是現金帳戶反向房屋抵押貸款

(Financial Freedom’s Cash Account Reverse Mortgage)。前者之商品流通於全美地

區；後者僅具地區性，僅限於人口密集的州，其詳細內容以及和住宅權益轉換抵

押貸款(Home Equity Conversion Mortgages, HECM)之不同亦將闡述於下文。 

第一項 由聯邦政府提供保險之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住宅權益轉換抵

押貸款(Home Equity Conversion Mortgages, HECM) 

在美國，反向房屋抵押貸款是房屋資產轉換(Home Equity Conversion)市場中

最重要的商品。1987 年，美國國會為促進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發展，授權房屋

暨都市發展部(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HUD)發行住宅權

益轉換抵押貸款 24(Home Equity Conversion Mortgages, HECM)，由房屋暨都市發

展部及其下級機關聯邦住宅管理署(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 FHA)負責執

行。前者負責住宅權益抵押貸款之內容修改與設計；後者負責營運，如申請案件

之審核、收取保費以及管理保險基金等。 

惟需注意的是，房屋暨都市發展部及聯邦住宅管理署並不是住宅權益抵押貸

款之貸款人，所有住宅權益抵押貸款之契約均是由銀行、抵押貸款公司或其他金

融機構和適格之申請人訂定。官方僅提供保險，保證借款人能夠定期收到契約所

約定之給付、以及貸款人可以得到貸款本金和利息超過房屋總價之部分。因此，

此種反向房屋抵押貸款的成本十分高昂，以下將針對借款人申請住宅權益抵押貸

款之適格條件、適格財產、給付方式、清償規定、成本種類、政府保證的範圍以

及借款人之義務分述如下(Home Equity Conversion Mortgages, HECM)。 

第一款 適格申請人 

住宅權益抵押貸款是提供給六十二歲以上之老年人；若夫妻共同申請，其中

一人至少需滿六十二歲。住宅權益抵押貸款開辦的目的，是為了降低高齡退休老

                                                 
 
24 See 15 U.S.C. §1715z-20. Insurance of Home Equity Conversion Mortgages for Elderly 
Homeowners. 見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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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面臨突如其來龐大的醫療費用、或收入短缺，對其造成的經濟衝擊。在申請貸

款開辦之時，在欲抵押房屋需居住滿六個月以上；而且欲抵押之房屋必須已經繳

清貸款，亦即住宅權益抵押貸款人必須是第一順位的抵押權人；或者可以利用住

宅權益抵押貸款所貸得之金額清償前順位之貸款。 

第二款 適格財產 

    一、依照美國聯邦住宅管理署之相關規定，「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係指以不

動產抵押的貸款。其中關於「不動產」之定義，除了獨棟房屋之外；若為公寓，

則該公寓必須是由FHA所認可、供一個家庭到四個家庭所居住。因此活動式的房

屋或者是合作社並不是適格財產。至於工作物，若為1976年6月15日之後所建造，

房屋永遠定著於土地上且土地所有權為借款人所有，則此工作物亦為適格之抵押

物25。 

二、建築物和基地所有權分離之情形： 

在此情況之下，房屋所有權人和基地所有權人之間存有租賃關係者，若租賃

契約可更新，則每次更新之租期不可少於99年；若為兩人以上共同申辦反向房屋

抵押貸款，則在最年輕的借款人滿100歲之後，其剩餘之租賃期間仍不得低於50
年。 

第三款 給付方式 

為了有效控制貸款損失的風險，住宅權益抵押貸款保險即限制借款人可以貸

得之金額，因此每筆借款金額都有控制貸款金額的本金限制因子(Principal 
limit)。本金限制因子之計算取決於最大求償金額 26(the maximum claim amount)、
預期平均抵押利率以及若為複數以上之借款人，以年紀最年輕之借款人之年紀為

計算基準。這個指數每個月都會增加，用以限制借款人在任何時候可能借貸到的

貸款金額。其增加的比率是年抵押利率除以 12，再加上 0.5%的抵押期間保險費

除以十二，此種利息稱為複合利息(Compounding rate)。 

以本金限制因子計算出的金額，即是借貸人所能借得之額度，若貸款總金額

                                                 
 
25 See 24 CFR §203.18。此規範抵押貸款保險的相關規定。因為住宅權益轉換抵押貸款性質

仍屬抵押貸款，因此適格抵押財產資格之部份，仍須遵循§203.18 以下之規定。見附錄(二)。 

26 24 CFR §206.3 規定 HECM 最大求償金額。所謂最大求償金額，係指財產增值之價額和依

HUD§203 所規定依照各地理區域所規定的最大貸款金額，兩者相較之下較少者，為 HECM
最大求償金額。見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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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同於本金之上限，則借款人就不能再得到任何貸款之給付。 

在申請住宅權益抵押貸款時，常見的給付方式有五種，此五種給付方式大致

可以分類為三種：一是按月定期給付、一是有帳戶型、一是帳戶型結合按月定期

給付的方式。其詳細內容如下： 

一、按月定期給付的內容又可以區分為： 

(一)以借款人之壽命為貸款給付期間之方式(Tenure)： 

此種給付方式是只要借款人仍居住抵押之房屋內，貸款人即必須每個月給付

金額給借款人。此種以月給付方式來補貼老年人退休之後每個月的生活費，長期

下來非常安全。而且，即使貸款總金額必須受限於本金限制因子，但只要借款人

還活著且仍居住在抵押之房子裡，貸款人仍必須持續給付，直至借款人死亡。 

至於每個月給付之金額，並不會隨著利率變動而調整，因此，借款人所領得

之金額，即是一個固定金額；若考慮通貨膨脹，其實借款人的實質所得其實是逐

年下降的。  

(二)選定一定期間之給付方式(Term)： 

    這是由借款人選定一個給付期間，貸款人在此期間內按月給付，直到約定停

止給付的日期；因此，期間愈短，借款人每個月可得之金額就越多。然而，雖然

給付已經到期，但只要借款人仍居住在抵押之房屋中，並不需要立即清償貸款債

務。而是直到借款人死亡、永久搬離或出售房子時，始需償還貸款。 

二、帳戶型之給付方式(Line of credit)： 

    帳戶型的給付方式對於每個月沒有收入短缺問題，但是擔心若面臨非預期中

之花費有融資困難的老年人而言，是極具吸引力的。再者，借款人可以自己決定

領取期間及金額(惟金額仍有領取之下限)，已領取的金額始計算利息，未領取之

部分不計算利息而且每個月會隨利率而增加，而帳戶中金額利率的計算方式，是

一年期國庫公債利率加上借款人邊際率(the lender’s margin)5%，最後再加上

0.5%。 

    因為帳戶型是以帳戶的型態供借款人提領，故若帳戶內的金額用罊時，借款

人即無法再得到任何貸款金的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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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和帳戶型結合之一定期間給付方式(Modified Term)，或以借款人之壽命

為貸款給付期間之方式(Modified Tenure)： 

    若是以此兩種複合式的給付方式，則每個月可以領取到的給付金額就會減

少，不過選擇此類給付方式的借款人，自有其考量點：因為帳戶型內之金額若未

領取，可以視為緊急事故發生的準備金，所謂緊急事故以老年人而言，多半是健

康問題。一旦發生嚴重的健康問題，可能得長期搬離目前所居住之房屋，以住宅

權益抵押貸款之規定而言，只要借款人搬離抵押之房屋，債務即到期，借款人必

須立即清償。拍賣房屋清償貸款債務之後所剩餘之金額，或許僅有少許、更甚者

是一文不剩，對於抱病在身的老年人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 

    而若採取複合式的給付方式，借款人則可以在搬離房屋前，將帳戶型內的剩

餘金額一次提領，而不用擔心融資方面的困難。 

    以上之給付方式，在貸款期間內可以隨意轉換，為每次轉換的手續費為二十

美元；若借款人在開辦時是選定一定期間的給付方式，亦可以更改給付的期間；

或者改由一次金的領取方式。最後，茲將住宅權益抵押貸款之給付方式，整理於

下表： 

表七 住宅權益抵押貸款之給付方式 

給付方式 特色 

以借款人之壽命為貸款給付期

間之方式(Tenure) 
只要借款人仍居住在抵押之房屋當中，貸款

人即必須每個月給付約定之金額。 

選定一定期間之給付(Term) 
借款人可以選定一定的給付期間，由借款人

按月給付貸款。 

帳戶型(Line of credit) 
借款人可以依其需求，自帳戶型中提款，直

到貸款額度用罄。可用餘額會每個月增加。

修正選定一定期間之給付

(Modified Term) 
借款人可以選擇和帳戶型的方式結合，在選

定的期間當中，每個月領取給付。 

修正以借款人之壽命為貸款給

付期間之方式(Modified 
Tenure) 

借款人可以選擇和帳戶型的方式結合，只要

借款人仍居住在抵押之房屋當中，貸款人即

必須每個月給付約定之金額。 

備註：在貸款期間，借款人可以在上述五種給付方式當中相互轉換。每次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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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酌收手續費，手續費最高上限為二十美元。 

第四款 清償規定 

    借款人在住宅權益抵押貸款期間，並不需要定期償還銀行本金和利息，除非

最後一位共同借款人死亡、或借款人永久搬離房屋、或出售房屋。惟在貸款期間，

並不禁止借款人償還部分貸款或者清償全部貸款，亦即，借款人得隨時償還貸款

亦不算違約，不用支付任何違約金。 

第五款 成本 

關於開辦住宅權益抵押貸款之成本，除了有特別註明之外，均得由貸款金額

支付，亦即這些成本都包含在貸款總金額裡。而常見的成本如下： 

1、財產估價費用(Property Appraisal)：在美國，申辦住宅權益抵押貸款之財

產估價費用大約為三百五十美元，通常在開辦時即必須預先支付開辦費用。不過

這筆支出還是可以由貸款金額給付，而包含在借貸總金額裡。 

2、信用評等(Credit Report)：在開辦貸款之前，必須對於借款人之信用進行

簡易的評估，費用大約為二十五美元，這筆支出還是可以由貸款金額給付，而包

含在借貸總金額裡。 

3、一般貸款開辦費用(Standard Local Closing Cost)：所有權登記調查、保險

紀錄、必要調查、登記費以及抵押貸款稅等。 

4、洪災保險( Flood Insurance)：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其性質仍為一般房屋貸

款，因此，仍需為房屋投保洪災保險。 

5、手續費(Original Fee)：手續費的名目可以由貸款人自行訂定，為上限不

可超過兩千美元或者是最大求償金額(the Maximum Claim Amount)的 2%。所謂最

大求償金額，是指這棟房屋估計價值的較少金額或者是HUD所規定在此區域之

內最大的抵押貸款保險之限制額度 27，兩者取其較少者。 

6、抵押貸款保險(Mortgage Insurance Premium)： 

                                                 
 
27 See 24 C.F.R. §20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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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貸款支付的長期性以及還款日期的不確定性，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對雙方

來說都面臨著一定的風險，如第二章所述，因此需要保險來分散風險。然這並非

是針對房屋價值的保險，而是對借款人面臨貸款人違約及貸款人債權不能獲清償

之保險。如前文所述，HECM是由FHA提供保險，而其他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則非

由聯邦政府提供保險，而是另尋商業保險、或者是將貸款證券化。 

7、服務費(Service Fee)：如果服務費沒有涵蓋在利息當中，則是每個月收取。

而其收取金額的多寡，則依約定利息的計算方式不同而有異28： 

(1)每年調整利息者，每個月的手續費不能超過 30 美元。 

(2)每個月調整利息者，每個月的手續費不能超過 35 美元。 

8、利息：在借貸總金額當中不論是借貸金額或者是得由貸款來支付的成本，

都必須計算利息，反向房屋抵押貸款按浮動利率計算利息，依當時美國一年期國

庫券的利率再加上幾個百分點，隨一年期國庫券的利率的變化上下浮動。 

借款人可以選擇以每個月或者是每年的方式來調整利息。為了避免借款人的

利息負擔過高，兩種方式的浮動幅度都有上限： 

(1)每年調整利息者，其調整幅度不得超過二個百分點，或者超過貸款契約

成立時之利率的五個百分點。 

(2)每個月調整利息者，不得超過貸款契約成立時之利率的十個百分點，而

且沒有「年度」上限。 

由於每個月調整利息相較於每年調整利息，可以更靈活地反應市場利率，有

利於貸款人衡量其所面臨的利率風險。事後的利率變動只影響利息的計算，並最

終影響貸款償還時的還款額，並不影響約定每個月按期給付之金額，但若採帳戶

型的方式領取給付的借款人，利息的變動即會影響其帳戶內之餘額。 

第六款 由政府提供保險 

住宅權益抵押貸款係由聯邦住宅管理署提供給借款人和貸款人保險： 

1、提供借款人保證方面，如果貸款人違約，則由 HUD 在契約所約定的給

                                                 
 
28 See Mortgage Letter 98-3，見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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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方式繼續給予借款人給付。 

2、提供貸款人保證方面，因為住宅權益抵押貸款之貸款人無追索權，亦即

如果房屋價值在還款的時候，其所累積之債務可能無法獲得清償，此即第二章所

敘及之臨界風險，HUD 提供貸款人於債權無法獲得清償時之保障。因此當住宅

權益抵押貸款的借貸總金額超過最大求償金額的 98%時，貸款人就可以將貸款轉

讓給 HUD。 

第七款 借款人之義務 

借款人在貸款期間，亦非僅有權利而不負義務。住宅權益抵押貸款之借款人

必須維持房屋價值、以及支付房價稅。 

而關於借款人在貸款期間居住在抵押房屋的規定，住宅權益抵押貸款允許借

款人因為生理上或心理上的疾病而必須暫時離開抵押房屋，此「暫時」離開之期

限為連續十二個月。若超過此一期限，就定義為借款人不會返回抵押房屋居住，

則此時貸款到期，借款人必須立即清償債務。 

第二項 由聯邦政府或由私人金融機構所發行之無保險反向房屋抵押

貸款 

第一款 所有權人反向房屋抵押貸款(Fannie Mae’s Homekeeper Reverse 
Mortgage) 

    所有權人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在美國市場之重要性僅次於住宅權益抵押貸

款，此商品是由聯邦抵押貸款協會(The Federal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 
Fannie Mae)於 1995 年所發行。其內容多與聯邦房屋暨都市發展部所發行的住宅

權益抵押貸款相近，而且適合房屋價值更高的借款人，兩者主要的差異僅在於： 

1、所有權人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借款人所能選擇之給付方式： 

所有權人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僅有每個月定期的給付(Tenure)、帳戶型

(Line of credit)，或者是結合上述兩種方式的複合方法。 

2、所有權人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貸款金額不受 FHA §203 金額的限

制、且允許借款人可因房屋價值升值而增加貸款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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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所有權人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並沒有保險之保障，因此，其貸款金額

之限制係取決於抵押房屋的市場價值。 

 第二款 現金帳戶反向房屋抵押貸款(Financial Freedom’s Cash Account 
Reverse Mortgage) 

在 1996 年之前，美國市場總計有三家私人金融機構發行反向房屋抵押貸

款，分別為 TransAmerica HomeFirst，Financial Freedom Senior Funding 
Corporation，以及 Household Senior Services。於 1997 年，Household Senior Services
首先停止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業務；至 1999 年，TransAmerica HomeFirst 將旗下

所有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契約轉售給 Financial Freedom Senior Funding 
Corporation，至今市場上僅餘 Financial Freedom Senior Funding Corporation 一家

私人金融機構發行反向房屋抵押貸款。 

Financial Freedom Senior Funding Corporation 所發行的現金帳戶反向房屋抵

押貸款僅發行於少數地區，通常是房價比較高的地區，貸款金額遠比住宅權益抵

押貸款、所有權人抵押貸款更高額。至於現金帳戶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給付方

式，更是迥於前述兩種商品。現金帳戶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運作，是由貸款人給

付一筆保險費給保險公司，由保險公司承保並給付終身年金給予借款人。因此，

現金帳戶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並沒有任何直接的費用支出，所有相關手續費以及成

本均由貸款金額中扣除。因此才稱此種商品為現金帳戶反向房屋抵押貸款。 

綜上所述，美國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市場，大致可以分為三種類型，呈現以下

之情況： 

 

 

 

 

 

 

圖十 美國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市場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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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借款人強制諮詢制度 

為了確保借款人可以確切了解住宅權益轉換貸款之內容，美國房屋暨都市發

展部規定借款人必須在申辦貸款之前，向諮詢機構諮詢相關財務和法律問題。諮

詢機構必須經過房屋暨都市發展部所認可，始可以提供潛在的借款人諮詢服務；

而未經房屋暨都市發展部所認可之機構，若和地方房屋暨都市發展部辦公室的貸

款管理分局聯繫，並且符合房屋暨都市發展部之要求，亦可以提供諮詢服務。 

一般而言，房屋暨都市發展部是不直接提供諮詢服務，而是由民間團體或者

是其他相關政府機構提供諮詢服務；然而，在特殊地區，若無相關機構可以提供

諮詢時，房屋暨都市發展部在此地區之分部，即負責提供借款人相關之諮詢服

務。美國市場目前所流通的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商品中，除了現金帳戶反向房屋抵

押貸款不需強制諮詢外，住宅權益轉換抵押貸款和所有人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借

款人，均必須在申辦貸款前，強制向諮詢機構諮詢相關意見，確保其對商品、相

關風險及相關權利義務之了解。 

第一款 諮詢程序 

當貸款人接到借款人申辦住宅權益轉換抵押貸款之申請時，必須先提供潛在

借款人經由房屋暨都市發展部認可、可進行諮詢之機構名單、辦公室地址以及電

話，以利借款人進行後續行動。在提供諮詢機構名單的同時，亦可以先將貸款相

關之文件和契約內容揭示給借款人。 

需注意的是，無論借款人於諮詢後不申辦貸款或因此而未前去諮詢，此項提

供諮詢機構名單之服務，貸款人不可以向借款人酌收服務費，此為強制性規定；

而在借款人接受完整的諮詢證書之前，貸款人不得為更進一步之行為。 

第二款 必要諮詢內容 

而諮詢機構在為潛在借款人進行諮詢時，必須符合以下房屋暨都市發展部之

要求內容： 

1、必須揭露反向房屋抵押貸款本質是一種金融商品。 

2、必須揭露申辦貸款之後，對借款人之稅賦、不動產以及在一些政府推動

的計畫中所造成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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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必須告知借款人除了住宅權益轉換抵押貸款之外，尚有其他金融商品、

社會救助、健康照護等社會安全制度可以供選擇。 

4、其他房屋暨都市發展部所要求之內容。 

所有的諮詢機構必須竭盡所能提供住宅權益轉換抵押貸款之資訊給借款

人，最好的方式是面對面進行諮商。通常面對面進行對話，可以讓諮詢機構容易

了解借款人之情況、並且確保其對於商品之完全了解；若不易面對面進行諮詢，

始能選擇電話諮詢，在一般情況下，仍以面談為優先考量。 

至於受諮詢對象方面，除了潛在貸款人之外，相關之人士亦必須接受諮詢，

如借款人之孩子、或其他和借款人有關係之人。 

第三款 諮詢證書之簽發 

在借款人接受完整的諮詢之後，諮詢機構必須簽發證書給予借款人以資證明
29。借款人若決定申辦貸款，則必須將此證明文書交給貸款人，作為貸款契約之

一部分，向房屋暨都市發展部申請貸款保險之文件之一。 

證書之內容不得附註任何諮詢機構對於借款人適合申請貸款與否之意見，而

證書上必須告知借款人，是否申辦貸款由借款人自行決定；而關於借款人具有適

格性與否，則由貸款機構還有房屋暨都市發展部來斟酌。 

換言之，諮詢機構不進行任何主觀上之判斷，而僅是客觀地以第三人之立

場，提供潛在借款人關於住宅權益轉換抵押貸款或者所有人反向房屋抵押貸款相

關資訊，並且提供其他相關金融商品或政府補助之訊息給予借款人，使借款人於

決定是否申辦貸款時，有更多元的面向可以思考。 

而下表即是對於此三種產品之差異處做一整理 3031： 

 

 

                                                 
 
29 見附錄(五)。 

30 Wong, V.and N. P. Garcia, “There’s No Place Like Home: The Implications of Reverse 
Mortgages On Seniors in California”, Consumers Union of U.S., August 1999. 
31 http://www.financialfreedom.com/reversemortgageproducts/ 最後瀏覽日：2008.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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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美國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商品之比較 

   貸款類型 

  

貸款特徵 

住宅權益抵押貸款

(HECM) 

所有權人反向房屋

抵押貸款

( Homekeeper 
Reverse Mortgage) 

現金帳戶反向房屋

抵押貸款(Cash 
Account Reverse 
Mortgage) 

貸款機構 
由 FHA 授權之金融

機構或其他適格之

機構。 

聯邦抵押貸款協會

(The Federal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 Fannie 
Mae) 

Financial Freedom 
Senior Funding 
Corporation 

貸款機構性質 
聯邦政府設計契約

內容，由金融機構

發行。 
聯邦政府。 私人金融機構。 

貸款限額 

由 132,000 美元至

239,250 美元不等，

依所在地最高貸款

額度而定。 

最高貸款額度為

417,000 美元，依所

在地最高額度貸款

而定。 

700,000 美元。 

給付方式 

一次金給付、終身

給付、定期給付、

帳戶型或者是結合

的方式。 

終身給付、帳戶型

或者是結合的方

式。 

一次金給付、或者

是向保險公司購買

年金。 

開辦費用 
種類多樣化。最高

額度為 1,800 美元。

房屋價值的 2%，或

者是最高貸款額度

的 2%再加上 1%的

利息。 

不超過房屋估價的

2%。 

適格族群 
房屋價值較低的借

款人。 
房屋價值中等的借

款人。 
房屋價值高的借款

人。 

保險 
由聯邦住宅管理署

(FHA)統籌保險與

管理。 

 

 

 

 

借款人諮詢與

否 
強制諮詢。 強制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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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級市場狀況 
由聯邦抵押貸款協

會(Fannie Mae)購
買適格之貸款。 

由聯邦抵押貸款協

會(Fannie Mae)購
買適格之貸款。 

反向房屋抵押貸款

證券化。 

資料來源：Consumers Union of U.S 以及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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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其他國家反向房屋抵押貸款發展情況 

除了美國之外，其餘歐美國家或者亞洲國家，均有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發

展、或者是類似反向房屋抵押貸款性質之金融商品。然而，其制度並不如美國完

善、或者僅為萌芽之階段、或市場並不如美國熱絡，茲將就加拿大、法國、英國、

澳洲、日本、新加坡和中國大陸目前之市場狀況簡述如下。 

第一項 加拿大 32 

加拿大反向房屋抵押貸款由一家私人金融機構─加拿大房屋收入計畫公司

(Canadian Home Income Plan, CHIP)所發行。加拿大房屋收入計畫公司於 1986 年

成立，研究美國和英國的反向房屋貸款商品發行經驗之後，開始提供反向房屋抵

押貸款融資服務。截至 2002 年底，已發行 2.75 億加幣的反向房屋抵押貸款。 

在加拿大，超過 62 歲的老人可將居住房屋抵押給銀行，貸款數額在 1.5 萬

到 30 萬加幣之間，只要不搬家、不賣房，房屋所有權不變更，直到死亡後，由

後人處理房產時償還貸款。 

加拿大目前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商品主要的給付方式共計有三種： 

一、反向年金抵押貸款(Reverse Annuity Mortgages)： 

不同於美國借款人之選擇，在加拿大此種給付方式為最廣泛的選擇。其運作

方式是借款人將房屋抵押借到一筆龐大的資金，在整個借貸期限內，此筆資金的

利息以複利計算，之後借款人將利用此筆資金向保險公司購買年金。在大部分的

情況下，借款人在有生之年都可以固定按月取得一筆年金給付。即使之後借款人

出售房屋，或者還清貸款金額，借款人仍可以按月取得年金給付。 

二、信用限額反向房屋抵押貸款(Line of Credit Reverse Mortgages)： 

                                                 
 
32 魯曉明，解構住房反向抵押─一種新型抵押模式的解讀與建構，西南政法大學學報，第 8

卷第 4期，2006 年，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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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美國的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信用限額的給付方式，允許借款人隨時可提領

所需之金額，借款人只有在提領的額度內始須計算利息。此種方式適合平時資金

不虞匱乏，但需要應付非計畫中支出的老年人。 

三、固定期限反向房屋抵押貸款(Fixed Term Reverse Mortgages)： 

顧名思義，此種給付方式僅在固定期限內為給付。當貸款期限屆至，即必須

償還貸款本金加利息；若借款人無法按時償還，則房屋將逕付拍賣執行。通常此

種給付方式是提供給等待投資到期或者是老人年金發放期日到來，卻有短期急需

的退休者，以解決其燃眉之急。 

加拿大的反向房屋抵押貸款極具個人化，即根據借款人的不同需求，制定不

同的貸款方案。老年人可用這筆反向房屋抵押貸款貸到的錢給子女支付買房屋的

頭期款，或旅遊、裝修房屋等。個人化的設計使「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在加拿大

市場頗受好評。 

在監理方面，加拿大參酌美國經驗，要求貸款機構必須在契約中揭露相關利

息計算、成本以及手續費；並且在法律上強化消費者之地位 33，對於違反揭露義

務之貸款機構，法院可以處以罰金、監理機關可以處以罰鍰；而在諮詢上，除了

財務面的諮詢外，諮詢機關必須詳盡告知借款人可能面臨之法律問題。因此，不

同於美國的是，加拿大的法律機構，如律師事務所等，在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契約

諮詢中，位居重要的角色。 

第二項 法國 34 

於法國，有一種商品和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功能相類似，稱為「Viager」，是

一種終身年金的契約，但和房屋之買賣有密切關係，亦即以出售房屋的老年人為

借款人，而買受房屋者為貸款人。而出賣人於簽署買賣契約之後仍可以繼續居住

在房屋裡，由買受人固定給付一筆金額於出賣人，直至出賣人死亡。 

其具體運作的方式如下： 

一、先確定出賣人其房屋的公平市場價值，通常取決於相同地區最近一次房

                                                 
 
33 Canadian Centre for Elder Law Institute, “Report on Reverse Mortgages”, CCELS Report No. 
2 BCLI Report No. 41, 2006.2. 
34 汪傳敬，反向按揭貸款及其在我國之應用，浙江大學金融學碩士論文，2004 年，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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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買賣的出售價格。 

二、根據借款人的年齡決定終身年金(Viager)的價格： 

1、60 歲借款人的終身年金價格為房屋公平市場價值的 50%。 

2、70 歲借款人的終身年金價格為房屋公平市場價值的 60%。 

3、80 歲借款人的終身年金價格為房屋公平市場價值的 70%。 

4、90 歲借款人的終身年金價格為房屋公平市場價值的 80%。 

而買受人在頭期款給付時，其金額可以是終身年金價格的 0~30%，剩餘的

70~100%則根據出賣人的預期壽命分期按月給付，每個月的給付需依照通貨膨脹

的比率而有所調整。 

第三項 英國 35 

英國在 1960 年代中期市場就推出房屋價值釋放機制(Equity Release 
Mechanism，ERM)的反向房屋抵押貸款，老年人將自己的房屋抵押借貸一筆以

浮動利率計算的貸款，並將借款投資到債券上。在最理想的情況下，所投資的債

券利得可以償還貸款，若有餘額，則歸為老年人或其繼承人所有。然而，適逢股

市大蕭條，導致利率上升，債券價值下降，使得債券收益不足以償還貸款利息。

1990 年，英國政府宣佈此種商品違法，對於投資失利的投資者依投資者補償辦

法(Investor’s Compensation Scheme )予以補償。也因此，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在英

國發行初期並非順利。 

2001 年，基於長期醫療皇家委員會的要求，英國政府重新正視退休老年人

的長期醫療以及退休生活，通過 8,500 萬英鎊預算，推廣另一反向房屋抵押貸款

的計畫，允許地方政府根據房屋價值來發放貸款，於退休老年人死亡或房屋出售

時，貸款債務始到期。透過政府的支持，英國未來幾年反向房屋抵押貸款的市場

必定呈現另一榮景。 

                                                 
 
35 Huan, C.,and J. Mahoney, “Equity Release Mortgages”, Housing Finance International, Vol.16, 
2002, 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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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英國的反向房屋抵押貸款模式大部分借助於保險公司的力量，即房屋

主人將房子抵押給銀行所獲得的貸款須充當保費用來購買年金，因此，反向房屋

抵押貸款在英國又被稱作「反向抵押貸款年金」。 

英國金融服務局(Financial Service Authority, FSA)則於 2004 年接管反向房屋

抵押貸款之業務，以改善目前英國市場對於反向房屋抵押貸款監督不周之現狀，

並且將反向房屋抵押貸款更名為「終身抵押貸款」(Lifetime Mortgage)。關於終

身抵押貸款之內容，總計有四種 36： 

一、聚合式利率終身貸款(A roll-up mortgage)： 

所謂聚合式終身貸款，係指借款人無論以一次金的方式，或者是固定給付的

方式領取貸款金額，是以每個月或以每年的方式加上本金來計算利息。而所有的

本金和所有利息在房屋出售時，始需償還。利用此貸款方式有一個缺點：因為利

息的計算要加上本金，因此借款人最後所積欠之金額可能會高於房屋價值，除非

借款人有無負値抵押保證條款(no-negative-equity guarantee)之約定。 

二、固定償還終身貸款(A fixed repayment lifetime mortgage)： 

利用固定償還終身貸款之借款人，是以一次金的方式領取貸款金，然而借款

人不用付任何利息；取而代之者，是以事先和貸款人約定好一定之金額，且此金

額高於借款人所貸之金額。利用此種方式，無論未來利率之變化和借款人於房屋

中居住之時間長短，金額已經依借款人之平均餘命而確定 37。 

因此，對於借款人而言，若平均餘命超過貸款機構所預期，則此方式無非是

最好的選擇；然而，若借款人平均餘命低於預估或提前出售房屋，則其所需償還

之金額顯然會高於借貸金額，對於借款人是不利之選擇。 

三、利息終身貸款(An interest-only mortgage)： 

利用利息終身貸款之借款人，是以一次金的方式領取貸款金，而每個月給付

利息給貸款人，利率可以用固定或變動利率計算；至於本金的部份，則是實際出

                                                 
 
36 http://www.moneymadeclear.fsa.gov.uk/products/equity_release/types/lifetime_mortgage.html 
最後瀏覽日：2008.4.15。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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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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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房屋的時候使須清償。不過若以變動利率計算對於借款人可能是比較不適合

的，因為利息變動之幅度可能會高於借款人之收入。 

四、家庭收入計畫(A home income plan)： 

所謂家庭收入計畫，係指借款人可以利用所借得之金額，購買固定給付之年

金，利用年金的收入來給付貸款利息，若有剩餘，則歸貸款人所有，至於本金的

部份，則是實際出售房屋的時候始須清償。此種方式通常清償完利息之後所剩收

入不多，一般而言，英國政府當局建議較適合 80 歲以上的老年人。 

至於對於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商品之監理，英國並沒有針對其特別立法，而是

藉由其他法規來規範：25,000 英鎊以下的反向房屋抵押貸款需遵守 1974 年所頒

布的「消費者信用貸款法案」，其規定貸款人的揭露義務，包括利息的計算以及

貸款金額等；至於 25,000 英鎊以上的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則由抵押貸款人委員

會(Council of Mortgage Lenders, CML)制定標準，規定貸款人必須履行的基本義

務，例如：詳盡告知借款人此項商品運作及特徵之義務。 

第四項 澳洲 3839 

澳洲的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基本上和英國相類似，是一個融資的管道，由借款

人提供房屋為擔保，向貸款機構借貸資金，而於借款人死亡、出售房子或搬離房

屋時，始需償還貸款；亦可提前清償，借款人不用支付任何違約金。其主要內容

如下： 

1、適格借款人方面，澳洲金融機構資格限制較為寬鬆，只要年滿 60 歲以上、

或者兩人之申請者年紀最長者滿 60 歲以上而另一人滿 55 歲者，即可申請反向房

屋抵押貸款。 

2、適格之抵押房屋，是必須狀況良好，且其上需無任何抵押權，除非借款

人是欲利用此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償還現存之其餘貸款。而房屋之價值必須是

120,000 元澳幣或者之上。 

                                                 
 
38 前揭註 37，頁 15。 

39 http://www.seniorsfinance.com.au/pdf/Lifetime_Loan_Fact_Sheet.pdf 最後瀏覽日：

2008.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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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給付方式：分為一次金、定期給付、帳戶型三種，且每種給付方式都有

最低金額之限制，若以一次金方式領取，則必須要 10,000 元澳幣以上；以定期

給付方式領取，則每年不得低於 2,500 元澳幣；若以帳戶型方式領取，則每次領

取金額不得低於 2,500 元澳幣。 

4、利率之計算及手續費之收取：分為變動型和固定型利率，基本上以變動

型利率為主。固定型之利率只適用於選擇以一次金領取之方式、或者 80 歲以下

之借款人，且有期間之限制，一般多為 5 年或 10 年。 

在手續費收取的部份，則有一定之標準，以澳洲老人金融服務公司(Australian 
Seniors Finance)為例，以帳戶型領取貸款金額者，每次交易費用為 95 元澳幣。

房屋鑑價之費用，房屋價值低於 100 萬元澳幣者，鑑價手續費為 295 元澳幣；高

於 100 萬澳幣低於 150 萬澳幣者，鑑價手續費為 825 元澳幣；高於 150 萬澳幣者，

則由發行機構自行決定。 

5、保證部份：不同於美國的方式，澳洲對於借款人保證之方式有二，一為

提供無負値抵押保證條款(no-negative-equity guarantee)，保證借款人所積欠之金

額不會超過其房屋之價值；次為資金保護條款(Equity Protection Option)，借款人

可以選擇資金保護條款，保護範圍有 10%、20%和 50%，亦即在房屋變賣時，其

所得之金額，會依其契約約定所保護之百分比預留金額給借款人，不關乎貸款金

額之多寡。不過，此選擇條款之成本高達 295 元澳幣，在執行此條款時支付給貸

款人。 

6、借款人保護措施及諮詢：澳洲監理機關要求發行機構必須誠實揭露相關

利息計算方式、費用以及相關成本予借款人；並且要求借款人在申辦貸款之前，

要向獨立金融機構諮詢，向其尋求專業建議，或者和家人溝通。 

澳洲反向房屋抵押貸款於 2005 年發行時，發行量為 650 萬澳幣，至 2006
年底時，以達到 1 仟萬的發行量，並且估計每年以 500 萬的成長幅度持續增加。

而發行反向房屋貸款之機構，亦由 2005 年的 3 家至 2006 年已有 18 家，成長達

6 倍之高，顯見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在澳洲市場的發展潛力 40。 

第五項 日本 

                                                 
 
40 Ong, R., “Unlocking Housing Equity Through Reverse Mortgages: The Case of 
ElderlyHomeowners in Australia”, Vol. 8, No. 1, European Journal of Housing Policy, 2008, p.64. 



 
 

46

    近十年來，日本經濟泡沫化，使得金融市場和房地產亦隨之崩解，經濟狀況

持續低迷；同時，日本人口結構高齡化日趨嚴重，使政府財政以及社會福利遭受

到前所未有的壓力。Olivia S. Mitchell和John Piggott探討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在日

本實施的可行性41。由於實證指出日本老年人擁有相當高的房屋淨值，此外他們

的平均壽命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國家，再加上其低生育率，顯示日本的退休金系統

在未來可能會面臨到破產的危機。因此，日本退休市場積極開發反向房屋抵押貸

款商品，以期改善老年人的退休生活。 

日本的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亦分為政府計畫以及私人機構計畫兩大面向，前者

要求房屋價值須在 5,000 萬日元以上或者更多；後者則要求房屋價值須在 1 億到

2 億日元或者更多。然而，在實務上，通常金融機構最大的貸款金額限制在房屋

目前市場價值的 70%，若抵押房屋為公寓，則限制在目前市價的 50%。不過，

在日本，公寓型式的房屋並不符合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條件，這亦代表大部分居

住在城市中擁有公寓所有權的退休老年人，將被排除在反向房屋抵押貸款計畫之

外 42。 

第六項 新加坡 43 

  新加坡職總英康保險合作社(NTUC Income Insurance Co-operative Limited)
於 1997 年推出第一個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商品 44，且是唯一一家提供反向房屋

抵押貸款之機構。然而，除了年滿 55 歲即可申請的條件較其他國家寬鬆之外，

其餘規定甚為嚴格，例如： 

    1、申請人必須是該公司之保戶。 

    2、若有一人以上的借款人，只要最年輕的借款人屆滿 90 歲，即必須清償貸

款。 

    3、借貸本金加利息達到房屋價值的 80%時，即必須清償貸款。 

                                                 
 
41 Mitchell, O. S.and J. Piggott, “Unlocking Housing Equity in Japan”, Journal of the Japan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4. 
42汪傳敬，反向按揭貸款及其在我國之應用，浙江大學金融學碩士論文，2004 年，頁 22。 

43魯曉明，解構住房反向抵押─一種新型抵押模式的解讀與建構，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06
年，頁 76。 

44 http://www.income.com.sg/loans/reversemortgage/private/ 最後瀏覽日：2008.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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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不同於美國的反向房屋抵押貸款，職總英康保險合作社擁有追索權，亦

即當貸款本金和利息超過房屋之價值時，房屋所有人及其繼承人必須償還超過之

部分。若在貸款期間，職總英康保險合作社發現抵押房屋價值下降時，亦可以減

少貸款金額之給付額度。 

因此，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對於新加坡的退休族群而言，並不具有吸引力，一

方面房屋所有人擔心自己的長壽而導致本利和超過房屋價值；另一方面，貸款之

金融機構則擔心房地產不景氣，而造成房屋價值下跌。故自 1997 年以來，職總

英康保險合作社仍是新加坡唯一一家提供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商品之供給者。 

然而，近期新加坡房屋發展局提議公共房屋亦可為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適格

財產。在職總英康保險合作社原先的設計當中，適格抵押房屋僅限於由私人機構

建造的房屋，新加坡政府建造的公共房屋不能參加反向房屋抵押貸款，近期職總

英康保險合作社則配合政府政策，推出為公共房屋住戶設計的反向房屋抵押貸款
45。並為了消除新加坡民眾對於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疑慮，新加坡房屋發展局建

議契約內容設計可以考慮無追索權之設計，然而，此項建議由目前職總英康保險

合作社所發行的商品中，尚未被採納。 

第七項 大陸 46 

2006年，南京湯山溫泉留園公寓首先公開推出具有「反向房屋抵押貸款」性

質的「以房養老」計畫，其內容設計為：在南京市擁有60平方公尺以上之房屋、

年屆60歲以上的孤寡老人，將其房屋抵押後，即可免費入住公寓；而在其去世後，

被抵押房屋的所有權將歸養老院所有。 

然而，推出之後，只有兩位老人和養老院簽訂協議。其可歸因為「房屋面積

在60平方公尺以上」和「必須是孤寡，沒有子女」兩個極為苛刻的條件上。之所

以規定房屋面積不能低於60平方公尺，是因為房子面積太小就會影響到租金多

寡，而南京所發行的反向房屋抵押貸款，正是要靠房屋的租金來支付老人在養老

院生活的費用；而因為院方擔心老人有子女，很容易引起糾紛，帶來額外法律上

之問題，因此將對象限於無子女之老人。 

                                                 
 
45 http://www.income.com.sg/loans/reversemortgage/hdb/index.asp 最後瀏覽日：2008.4.18。 

46 吳微，對我國發展反向按揭貸款的思考，西北大學碩士國民經濟學碩士論文，2007 年，

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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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養老院一方的擔心，潛在的申請人也有他們的顧慮：退休老年人都期

待自己可以享有高品質的退休生活，將房屋抵押的老人在養老院能否得到預期的

生活品質很難保證，而且生活的品質是不容易有標準來衡量。若院方未達到借款

人其理想中的生活品質，則是否得據以主張債務不履行，亦是另一問題。 

大陸初發行的「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和國外相比，不論北美洲的美國亦或

是亞洲的新加坡，都允許老人繼續居住於所抵押之房屋，而大陸的反向房屋抵押

貸款，卻是要求老人搬進養老院，而將抵押房屋出租以租金支付養老費用的「反

向房屋抵押貸款」，老人無法獲得可以自由支配的現金，並且不允許子女在償還

銀行的貸款和利息後將房屋贖回，充滿不成熟和暴利的情況。反向房屋抵押貸款

在大陸發展的情況，值得再觀察。 

第四節 本章小結 

若就產品種類和監理面來觀察，以美國、加拿大、英國和澳洲對於反向房屋

抵押貸款之發展最為成熟，其無論在產品種類、契約必須揭露之內容以及強制諮

詢的規定，相對於亞洲國家而言，均是較為詳細。尤以加拿大而言，因其發展相

較於其他三國最晚，因此在消費者保護的議題上，汲取各國經驗，要求消費者必

須接受財務面和法律面之諮詢最為完善。雖則其他三國亦有要求借款人進行諮

詢，但相對而言，係比較偏重於借款人所面臨之財務風險。 

相對的，法國反向房屋抵押貸款發展之方式，就有異於其他歐美國家，法國

之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並非由金融機構或者政府來主導，而是較接近於雙方當事人

之間的房屋買賣契約，而價金多寡則是根據地方政府所評估的地價，再依出賣人

之年齡決定；價金給付方式則如同金融機構定期給付之方式，猶如年金。所以，

法國式的反向房屋抵押貸款買受人和出賣人的地位相當，買受人毋庸揭露利息、

成本或任何手續費，出賣人亦毋庸接受任何財務諮詢。 

再就亞洲地區國家以觀，反向房屋抵押貸款發展狀況就不如歐美國家蓬勃，

以日本而言，基於其地小人稠的地理特殊性，房屋之型態以公寓為主，而公寓又

非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適格抵押財產，因此，日本市場要發展有其困難度；在大

陸方面，初始發展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但內容極近苛刻，對於退休老人而言，似

非一項最適的選擇。亞洲市場惟一發展較為成熟，且近年又得到政府支持的新加

坡，似目前可以引為借鏡之國家，不過新加坡的契約設計亦有其偏頗之處，除了

申請人年齡之限制之外，頗類似於一般房屋貸款，且條件甚為嚴苛，對於老年人

之保護並不周延。 



 
 

49

本章係針對下一章將以美國住宅權益轉換抵押貸款為主，介紹美國從1987
年發行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以來，美國聯邦政府以及州政府對於反向房屋抵押貸款

之監理，以及對於貸款人義務之規範。在聯邦政府方面，除了國會之立法外，尚

有美國房屋與城市發展局和聯邦住宅管理署等相關機構之行政命令；在州政府方

面，美國各州對於反向房屋貸款之規範亦致力於與聯邦政府配合，雖仍有零星衝

突發生，但大致遵循聯邦住宅管理署的規定，本研究將針對加州政府自1998年於

州境內發行住宅權益轉換抵押貸款以來，法律之沿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