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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希望透過分析國外主要國家退休商品發展與監理之相關經驗，並瞭解

我國目前現行的長期看護與年金保險商品之發展現況與問題，藉以規劃如何提昇

保險公司創新退休相關商品之具體可行方案，並研擬鼓勵退休儲蓄之相關稅賦配

套措施。 

就保險市場而言，近年來傳統型壽險與投資型商品之保費市佔率互有消長，

過去台灣市場以傳統型壽險為主，其主要原因在於短年期的儲蓄險熱賣。而近年

來由於利率之走低，業者的策略經營下開始將目標轉向利率變動型商品或投資型

壽險。相較於國外市場，台灣的年金保險與長期看護保險皆處於初期開發階段，

主要問題與解決方案整理如下： 

1. 目前保險業在退休市場上僅限於銷售個人自願購買的年金保險階段，對

於與退休制度相結合之團體保險市場並沒有太大的空間。未來在勞退新

制下，若能降低年金保險制適用門檻，或是仿效國外經驗讓保險公司以

直接承作勞退新制之資產管理帳戶，將可促進年金保險團體保險市場之

發展。 

2. 在個人年金商品部份，由於無較大的稅賦優惠誘因，因此無法激勵民眾

購買年金保險之需求。除了針對現行年金保險商品提供額外賦稅優惠（例

如增加現行免稅扣除額之上限或為年金保險設立獨立免稅扣除額）外，

為了更有效推動年金保險商品，積極鼓勵個人退休儲蓄，建議政府推動

適格年金商品制度。 

3. 有關年金保險商品方面：利率變動型年金商品之銷售因受限於國內十年

期政府公債次級市場殖利率，對消費者而言並無多大之購買誘因，以致

業務急劇萎縮。今年在保險商品審查新制實施後，宣告利率將可適用新

的規範，利變年金應仍有其發展空間。而變額年金商品複雜度高，從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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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設計面來看，國外變額年金的設計皆含有一些保證給付機制，藉以分

散風險並提高累積資產穩定度，將是未來潛在的熱門退休商品。 

4. 目前我國長期看護市場亦僅限於銷售個人自願購買的個人長期看護保

險，對於與醫療制度相結合之團體保險市場亦並沒有太大的開放空間，

再加上一般國民對長期看護之需求與成本考量都未能有較正確的認識與

瞭解，因此市場需求仍相當有限。 

5. 有關長期看護保險商品方面，由於缺乏發生率的評估，目前各家保險在

需要長期看護狀態的判定差異很大，同時在給付型態上較不多元化，目

前是將保險給付給予被保險人，同時被保險人需證明自己仍舊屬於需要

長期看護狀態，對於被保險人有許多不便，未來可以考慮仿效國外經驗

將保險給付直接給予照護中心，不但可以避免上述問題，也使商品本質

更能符合長期看護的本意。 

在整理分析各國老人保障保險商品後，本研究建議未來可以考慮發展以下創

新商品： 

1. 外幣利變型年金。 

2. 附保證型態之變額年金。 

3. 分級式之長期看護商品。 

4. 退休金帳戶商品。 

5. 年金屋。 

6. 反向房屋抵押貸款。 

7. 強化年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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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outlines the aging problems and briefly reviews current insurance 

market for protecting aging problems in Taiwan.  In addition, by learning and 

analyzing the experience of the insurance markets in the foreign countries, this 

research further identifies future challenges in the annuity and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markets and provides some possible solutions and new product guidelines 

to ensure the better retirement environment in Taiwan.  

Compared to the other countries, the demand for annuity and long-term care 

insurances was relatively small in Taiwan.  In the past, the life insurance market in 

Taiwan was dominated by traditional fix-interest rate products.  In recent years, the 

primary products have been changed to interest-rate-link and investment-link 

insurance products.  The major problems and possible solution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Current annuity market in Taiwan is only limited to the voluntary individual 

annuity market.  There was no group annuity market available.  Under the 

new Labor Pension Scheme, the employee working in the companies with 

more than 200 workers can choose to buy an annuity contract instead of 

joining the individual retirement scheme. Thus, it is expected that there will 

be a significant growth of group annuity market in the near future.  

2. There are not enough tax-incentives to encourage more personal retirement 

savings for buying annuity.  To encourage more dem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provide better tax-incentives (such as increase the amount of 

tax-exemption for buying annuity) or create the qualified reti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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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unt/plan (such as 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buying annuity.  

3. For annuity products: The sale interest-rate-link annuities ha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because government set a cap of the interest rate on the yield of 

ten-year government bond under this policy.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w insurance policy examination system, the limitation of the interest rate 

on interest-rate-link annuity is now relieved.  The interest- rate-link and 

investment-link annuity products are expected to continue growth in the 

future market. 

4. Like the annuity market, the current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market in 

Taiwan is also only limited to the voluntary individual market.  There was 

no group annuity market available.  Thus, the demand is relatively limited.   

5. For long-term care products: due to luck of correct valuation data, the 

identification of long-term care varies significantly under different insurance 

policies in Taiwan.  In addition, the benefits under the policies are only 

limited to the insured rather than nursing homes.  Thus, it creates lots of 

problems and inconvenience for providing better protection of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in Taiwan.  

After reviewing the old-age insurance products in the foreign countries, the 

following new insurance products were suggested to lunch in the near future to 

ensure the better old-age protection in Taiwan: 

1. Foreign-currency-interest-rate-link Annuity 

2. Investment-link Annuity with Death or Interest Rate Guaran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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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with Different Care Classification 

4. Retirement Account 

5. Annuity House 

6. Reverse Mortgage 

7. Enhanced Annu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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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 

 近年來，由於醫療科技的進步，造成人口壽命的延長，同時由於出生率

降低，人口結構呈現人口老化的現象。根據行政院經建會推估，民國 82 年我國

65 歲以上老年人口佔總人口數之比重為 7.10%，比值首度超越 7%，正式成為聯

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所界定的「高齡化社會」，人口老化的現象有漸趨嚴重之趨勢，

截至民國 93 年底，65 歲以上老年人口佔總人口之比重已達 9.48%，預計至民國

113 年，65 歲以上老年人口佔總人口之比重將高達 18.8%，約佔總人口的四分之

一。人口老化對於社會以及金融環境的影響是不容忽視的，根據生命週期理論，

一般的人大都在年輕時工作、儲蓄、從事較積極之投資，而在退休後，消耗年輕

時所累積的財富，由於人口老化，可能會造成退休所得不夠的問題；同時，老人

的健康隨著人口老化亦需消耗更多的醫療資源。因此，我國現行的一些社會保險

制度（如勞工保險與全民健康保險）、退休金制度以及商業保險等將會面臨人口

老化的挑戰，而新金融保險商品的創新與發展（如對年金保險、長期看護保險之

規劃）將是解決人口老化問題的重要關鍵。 

以我國而言，目前主要的社會保險養老給付與退休金制度（包括勞保、公保、

勞退舊制以及公務人員退休制度等）都是屬於確定給付制，由於現行制度退休給

付與資金運用上之許多缺失，造成大部分之退休基金都有嚴重的資產負債不足缺

口，使得政府以及退休基金未來在財政上之負擔越來越大。再者，在我國第一層

的社會保險養老給付（包括勞保、公保）下，員工必須一次領取全數之退休金。

因此，在退休後，可能會因為自行運用不當或因通貨膨脹等原因，使得退休金在

短期間消耗殆盡，不易確保退休後老年生活，再加上未來我國國民壽命不斷延

長，更使員工暴露在活太久的長壽風險中。因此，在我國社會保險養老給付未年

金化以及國民年金尚未實施的情形下，一般民眾非常需要依賴好的商業年金保險

來彌補此退休金與保險保障缺口。 

 此外，我國勞工退休金新制「勞工退休金條例」已於去年七月正式實施，

此次退休金制度改革的最大特色，是將退休金制度的型態由現行的確定給付制改

為確定提撥制，新制退休金制度的規劃是以個人帳戶制為主，年金保險制為輔，

在規劃中個人帳戶制之資金運用方式將主要以委外經營方式進行，而且 200 人以

上事業單位經工會或勞資會議同意，半數以上勞工參加，也可以選擇投保商業年

金保險。由此可見，未來團體年金或退休商品之發展，將對我國整體國民之退休

所得適足度也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因此，若能規劃具體可行方案，鼓勵保險公司

提供更多好的年金保險商品，鼓勵民眾提高民眾年金保險之保障，應可有效解決

未來政府以及退休基金之財政隱憂，並進一步補足人口老化所造成的退休金缺口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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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我國全民健保制度並未提供老年長期看護保險，在我國整體退休所得

已嚴重不夠的前提下，隨著人口老化，長期看護的需求將會消耗更多的醫療成

本，一般民眾若無長期看護保險，可能會因為長期看護問題將退休金在短期間消

耗殆盡。因此，我國民眾非常需要依賴好的商業長期看護保險來彌補此醫療保障

缺口。 

世界許多國家如日本、美國及英國等家，比我國更早面臨人口老化的問題，

因此，市場上有許多創新的金融商品如長期看護保險、年金保險以及反向抵押貸

款(reverse mortgages)等。然而這些商品在推出時，亦面對許多問題，根據 Mitchell 
et.al（2006）的研究指出，人口老化對健康保險中的長期看護保險有極大的影響，

隨著年老力衰，許多老人將需要長期看護服務。然而，目前長期看護保險的市場

雖有明顯成長，但市場滲透率仍偏低。以美國市場為例，富人雖有極佳之購買能

力，但由於可以採自己保險（Self-insurance），並不需要透過保險市場分散其風

險；而中產階級雖有購買能力，但往往認為美國的社會保險有包含長期看護費用

之给付，而沒有動機購買長期看護保險。實際上，美國社會醫療保險對長期看護

之给付相當有限，此觀念需要靠政府與保險公司以行銷宣傳方式來改變。此外，

保險公司也顧慮長期看護保險之逆選擇問題與對未來人口壽命延長之程度的不

確定性，而不願大力促進長期看護保險之銷售。為了鼓勵人民購買長期看護保

險，有下列之建議方案：（1）由雇主為員工所支付的社會保險費中，分擔一定比

例來投保長期看護保險；（2）強制規定購買長期看護保險，但由員工自行選擇保

險公司；（3）提供與長期看護保險相結合之年金保險商品；（4）利用反向房屋貸

款方式籌措長期看護之費用支出。 

另外，年金化退休前所累積的財富是避免因長壽而造成退休金短缺之最好的

方法。美國規定在個人儲蓄帳戶（IRA）裡所累積的金額，在退休後一次提領的

金額不能超過帳戶餘額的百分之三十，其餘皆要用來購買遞延遞延生存年金。英

國也有類似的規定，要求員工在退休後部分的退休金必須用來購買遞延到 75 歲

之遞延生存年金。為了因應長壽風險，很多保險公司也推出新的年金保險商品設

計，舉一特殊的遞延年金為例，此保單即使在帳戶價值提領光之後，在特定年齡

後，保險公司仍會给付被保險人年金，在 95 歲時，被保險人可選擇一次提領終

止保單契約，或是選擇繼續给付到死亡。對於保險公司而言，若無法事先評估壽

命延長的現象，可能會面臨所謂的長壽風險（longevity risk），因此，保險公司為

了減輕其所承擔之長壽風險，開始研究長壽風險證券化之可行性，例如生存債券

(survivor bonds)， 生存交換契約(survivor swaps)，年金期貨(annuity futures)，死

亡率選擇權等(mortality options)。在發展這些金融商品之前，但必須要先建構可

公平衡量死亡率之死亡率指數(mortality index )與相關之金融專業技術。 

反向抵押貸款（reverse mortgages）是近年來較新的商品，其主要運作方式

為屋主在年老後，將房屋賣給銀行或金融服務機構，但仍可住在自己的房屋裡，

銀行或金融服務機構每月或每年定期給付屋主固定的年金，直到屋主過世後銀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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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金融服務機構才取得此房屋之處分權。此種金融服務方式不失為籌措退休後相

關費用的一個好方法，因為屋主不需要用現金繳付年金保險之保費。但是此服務

提供者可能會擔心房屋跌價之風險，另一方(退休者)也會擔心若未來房價上漲，

對他們而言是一種損失。因此，為了促進此一商品之發展，美國提供銀行或此金

融服務機構房屋跌價之保險，若房價跌幅超過一定比例，將由此保險彌補他們的

損失。澳洲則規定若未來房價上漲超過 20%，必須將超過的部分以遺產的方式，

給其繼承人。此外，將反向抵押貸款證券化，把風險分散給資本市場上之投資人

也是一個不錯的方式。  

第二節 研究目的 

人口老化對於壽險公司的影響層面包括供給面與需求面，從需求面的角度而

言，如何開發新的商品來因應市場，有利於新的市場開發，然而，從供給面的角

度而言，任何的創新都可能涉略風險以及公平定價的問題，傳統的精算方法主要

藉由大數法則來規避保險風險。然而，壽命延長的現象是無法分散的風險，因此，

對於年金保險以及長期看護相關保險的開發，瞭解如何有效地確保保險公司的經

營風險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本研究將藉助過去較早面臨人口老化的國家如美

國、日本及英國的情況，來檢視各國保險商品的開發及市場概況，同時，探討國

內壽險公司在未來人口老化的環境下，分析國內現行壽險業的商品發展可行方

向，以及探討商品可能帶來的風險與監理問題。 

綜上分析，本研究希望透過整理分析國外主要國家退休金制度與退休商品發展與

監理之相關經驗，並瞭解我國目前現行的長期看護與年金保險商品之發展現況與

問題，藉以規劃如何提昇保險公司創新退休相關商品之具體可行方案，並研擬鼓

勵退休儲蓄之相關稅賦配套措施。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預期效益 

本研究計畫採「歸納分析」方法進行研究，首先針對我國現行的長期看護與

年金保險商品之發展現況，檢討目前的缺失，進一步透過整理分析外國主要國家

在長期看護與年金保險商品發展之相關經驗，規劃如何提昇保險公司創新退休相

關商品之具體可行方案，並研擬鼓勵退休儲蓄之相關稅賦配套措施。 

本研究案之預期效益如下： 

1. 分析我國人口結構與未來老化現象之趨勢。 
2. 介紹世界主要國家的長期看護與年金保險商品之發展現況。 
3. 分析在勞退新制下我國應發展的團體年金保險商品，並探討其監理機制。 
4. 分析我國現行的長期看護與年金保險商品之發展現況，並探討其相關問題與

困難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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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評估其他新種高齡化社會保險商品之可行性。 
6. 對我國因應高齡化社會保險商品之監理制度與稅賦配套措施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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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美國高齡化社會保險市場的概況 

第一節 高齡化現象 

    美國人口老化程度並不如歐洲或是日本等國，依據美國人口普查局之調查

指出，2000年時美國65歲以上的老年人口比例為12%（3480萬人），但是在2010
年後將會有大批自1946年至1964年出生的嬰兒潮壯年人口達到65歲，屆時美國

老年人口的比例將迅速上升，預估到2030年時，美國老年人口的比例將可能飆

升到總人口的31%（7030萬人）。圖2-1為美國2000到2050年按年齡區分人口的

預測值，從圖中可看出65歲以上人口在2010到2040年都有急速上的趨勢，到2020
年，有近1/6的美國人超過65歲，85歲以上老人將較目前的350萬人倍增至700萬
人。如圖2-2所示，到了2040年，85歲以上老人更倍增至1,400萬人，在這個預估

下85歲以上人口到2050年會成長近300%。 

 

圖2-1 美國老年人口預測 

 

　  　 圖2-2 美國老年人口預測成長率 



 15

    同時，美國人的平均餘命也是逐漸增加，如圖2-3所示，65歲的美國人口存

活到80歲的機率在過去40年中增加了一倍，從1960年的14%至今的25%，但到

2050年這個數值可以增長到40%。另外，從圖2-4也可看出工作人口對老年人口

的比率從2000的5人中1人直接下降到2.7人對1人，表示出政府的稅收將會減少，

但提供的福利卻必須增加，因此，未來很有可能會緊縮社會福利的額度或是從

嚴規定使用福利者的資格限制。而在嬰兒潮退休人口倍增與平均餘命延長的趨

勢下，美國政府要面對的不只是老年的經濟問題，還有長期照護需求的財務問

題，因此有專家預估，為來美國可能會將一部分的退休或是老年看護費用的保

障交由保險公司承擔，這也保險公司潛在市場的機會所在。 

 

美國平均餘命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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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3 美國人口平均餘命預測　  
  
 

 

圖2-4 美國工作人口對老年人口的比例 (ACLI2005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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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退休及長期看護制度 

一、退休制度 

下圖簡要說明美國退休金體系： 

 

圖 2-5 美國退休金制度體系 

 

第一部分－社會安全制度 

美國的社會安全制度以 1935 年制訂之社會安全法 (Social Security Act)為肇

始，原係為老年人提供退休給付，因此簡稱為 OAI (Old-Aged Insurance)；1939
年加上遺族給付 (Survivors) 擴大為 OASI；1954 年再加上殘障保險 (Disability)
稱為 OASDI；到了 1965 年，再加上醫療體系 (Medicare)，而統稱為 OASDHI，
並自此確立了整個所謂的社會安全制度。 

(一)、 社會安全制度之包含範圍 

美國社會安全制度範圍如下： 

1. 退休保險 (Retirement Insurance)，即一般所稱的養老保險 

2. 遺族保險 (Survivors Insurance) 

3. 殘障保險 (Disability 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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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老年、殘障及末期腎臟疾病者的醫療保障 (Hospital and Medical Insurance 
for the Aged, the Disabled, and Those Who with End-stage Renal Disease) 

(二)、 社會安全制度之基金來源與基金管理 

為了要給付退休、遺族、殘障以及住院保險，美國聯邦政府對受雇員工、雇

主與自營業者徵收社會安全薪資稅。聯邦政府所收到的社會安全薪資稅分別存在

四個聯邦保險信託基金。基金主要是用來支付退休金、遺屬保險、殘障保險、住

院保險、醫療保險，及這些保險計畫相關的行政管理費用，如果尚有多餘的基金，

則將此筆基金投資在聯邦債券。上述的四個基金是由社會安全信託基金的信託委

員會負責管理。目前社會安全薪資稅率如下： 

 

表 2-1、美國社會安全薪資稅率(OASDI) 
雇主與受雇者* 自營業者 

年度 
基本薪資

稅額 OASDI OASI DI OASDI OASI DI 

2003 
USA$ 
87,000 

6.20% 5.30% 0.90% 12.40% 10.60% 1.80% 

資料來源：http://www.ssa.gov 
*雇主與受雇者各負擔相同比率。 

 

表 2-2、美國社會安全制度之醫療保險費率(HI) 
雇主與受雇者 自營業者 

年度 
OASDI HI Combined OASDI HI Combined

1990--- 6.20% 1.45% 7.65% 12.40% 2.90% 15.30% 
資料來源：http://www.ssa.gov 

 

(三)、 第一層退休養老給付  

1. 退休金請領資格 （Eligibility） 

一旦有工作並開始給付社會薪資稅，就會每年獲得社會安全基數(Social 
Security Credits)，通常每一個人每年可以累積的最高基數為 4 個基數。領取退休

金的最低基數則為 40 個基數（即至少工作 10 年），如果勞工在尚未達成 40 個基

數之前暫停工作，則先前累積的所有基數會先被保留，若之後勞工繼續工作原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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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保留的基數將會繼續累積，如果沒有繼續工作累積基數的話，只要退休安全基

數未達 40 個基數的勞工，都不能夠領取退休金。對於一般人而言，到退休時期

累積的社會安全基數都會超過 40 個基數，但這 40 個基數只代表勞工具有領取退

休金的資格，基數的多寡和退休金的金額多寡並沒有關係，真正會影響勞工退休

金多寡乃是取決於工作期間的薪資。 

法定退休金年齡 (Retirement Age) 

對於 1937 年或者是之前出生的勞工，只要其年滿 65 歲（即所謂正常退休年

齡, Normal Retirement Age）並具有 40 個社會安全基數，就可以開始請領退休金。

但是近來由於平均壽命愈來愈長，所以不同年代出生的人其可以開始請領退休金

的年齡也愈來愈高。舉例來說，1943 到 1954 年中間出生的人，必須到 66 歲才

可以開始請領退休金，而對於 1960 年代之後出生的人，則必須到 67 歲才可以開

始請領退休金。有關足齡退休的詳細年齡，請參照表 2-3。 

 

表 2-3、美國社會安全制度足齡退休之規定 
出生年份 足齡退休 
1937 年或之前 65 歲 
1938 年 65 歲又 2 個月 
1939 年 65 歲又 4 個月 
1940 年 65 歲又 6 個月 
1941 年 65 歲又 8 個月 
1942 年 65 歲又 10 個月 
1943-1954 年 66 歲 
1955 年 66 歲又 2 個月 
1956 年 66 歲又 4 個月 
1957 年 66 歲又 6 個月 
1958 年 66 歲又 8 個月 
1959 年 66 歲又 10 個月 
1960 年及之後 67 歲 
資料來源：http://www.ssa.gov 

 

提前退休 (Early Retirement) 

美國社會安全制度目前允許勞工可以在年滿 62 歲之後開始申請提前退休，

但是其每一年可以領到的退休金則較年滿 65 歲開始請領來的低。以 1937 年前出

生的人為例，如果在 62 歲提出退休，則其每個月可以領取的退休金相較到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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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年齡(足齡退休)開始請領的退休金減少約 20.8%。若在 63 歲退休，則退休金

會減少約 14.4%，到了 64 歲退休，退休金則會減少 7.8%。而對於 1937 年之後

出生的人，提前退休所領取的退休金的減少比例更大。在 62 歲提出退休的人，

其每個月可以領取的退休金相較到正常退休年齡開始請領的退休金減少約

30%。若在 63 歲退休，則退休金會減少約 25%，到了 64 歲退休，退休金則會減

少 20%，若 65 歲退休其退休金減少約 13.33%，66 歲退休其退休金減少約 6.67%。
值得注意的是，提前退休的勞工其所領取的退休金總額和足齡退休  (Full 
Retirement) 的勞工所領取的退休金總額是一樣的，只是因為提前退休的勞工起

所領取的年金期數較長，因此每個月可以領取的退休金金額相對較少。 

延後退休 

除了提前退休之外，美國社會安全制度也允許受雇者在年滿 65 歲 (1937 年

前出生) 或 67 歲 (1960 年後出生) 之後繼續工作，延後請領退休金的時間。而

且對於不同出生年份的人，每延後一年領取退休金，其所可以領取的金額就會增

加一個固定的百分點。以 1933 到 1934 年出生的人為例，每延後一年提領退休金，

其每月可以領取的退休金則較足齡領取時的退休金多 5.5%，而對於 1943 年之後

出生的人，每延後一年領取退休金，則退休時可以領取的退休金就會增加 8%。

不過延後請領退休金的年齡最多只能到 70 歲，如果勞工年滿 70 歲而不請領退休

金，其可以領取的月退休金比例就不會在逐年增加。有關延後退休的退休金增加

比例，請參照表 2-4。 

 

表 2-4、美國社會安全制度延後退休的的退休金增加比例 
出生年份 延後退休之退休金年增加比例 
1917-1924 年 3.0% 
1925-1926 年 3.5% 
1927-1928 年 4.0% 
1929-1930 年 4.5% 
1931-1932 年 5.0% 
1933-1934 年 5.5% 
1935-1936 年 6.0% 
1937-1938 年 6.5% 
1939-1940 年 7.0% 
1941-1942 年 7.5% 
1943 年之後 8.0% 
資料來源：http://www.ss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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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退休金給付 

在美國社會安全體制之下，每一個人可以領取的退休金多寡和其退休前的薪

資高低有關。在計算退休金時，首先會先求出受雇者在過去工作期間中最高的

35 年調整後平均收入 (Average Indexed Earnings) ，然後將這個金額除以 12 即成

為調整後月平均收入 (Average Indexed Monthly Earning, AIME) 。由於美國退休

金制度下的退休福利是分成三個階段的計算公式，因此在求出調整後月平均收入

後，把此數值代入加總後即可求出基本保額 (Primary Insurance Amount, PIA) ，
2003 年其計算公式如下： 

 

 

 

每戶家庭年金領取上限(Maximum Family Benefits) 

雖然在勞工退休時，符合上述狀況的家屬都可以獲得眷屬津貼，但是美國社

會安全制度對於每一個家庭每年總共領取的家庭年金設有一個最高的上限，通常

這個上限為發給受雇者基本年金的 150%-188%。在 1999 年時年滿 65 歲退休勞

工的最高家庭給付為每個月美金$2,403 元。到了 2003 年時，在計算退休勞工的

每戶最高年金給付額度時，是以受雇者之基本保額 (Primary Insurance Amount, 
PIA) 為基礎，其計算公式如下： 

 

 

 
 
資料來源：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2003, http://www.ssa.gov 

 

當每戶家庭達到其年金領取上限時，給予受雇者之給付不會縮減，但其遺屬

與眷屬的部份將會比例地減少。另外，社會安全制度對低收入受雇者也提供最低

基本保額（Minimum PIA）之保障。這個設計說明了社會安全的廣泛目的，是在

藉由提供適當的所得給被保險的受雇者以降低貧窮。 

年金調整指數 (Cost of Living Adjustment, COLA) 

 調整後月平均收入（AIME）之前 606 元 × 90%，加上 
 調整後月平均收入中介於 606 元與 3,653 元中的金額 × 32%，加上 
 調整後月平均收入中超過 3,653 元的金額 × 15% 

 員工基本保額（PIA）之前 774 元 × 150﹪，加上 
 員工基本保額中介於 774 元與 1,118 元中的金額 × 272%，加上 
 員工基本保額中介於 1,118 元與 1,458 元中的金額 × 134%，加上 
 員工基本保額中超過 1,458 元的金額 ×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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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養老年金給付額度也會受到年金調整指數 (COLA) 的影響，年金調

整指數是藉由與消費者物價指數（Consumer Price Index）相連結而每年會自動增

加年金給付數額，如此可保障年金給付額度不會因為受到通貨膨脹的影響而降低

實質消費水準。有關年金調整指數之實際調整比例，請參照表 2-5。 

 

表 2-5、年金調整指數 (Cost of Living Adjustment, COLA) 
年度 年金調整指數 年度 年金調整指數 年度 年金調整指數 
1975 8.0﹪ 1985 3.1﹪ 1995 2.6﹪ 
1976 6.4﹪ 1986 1.3﹪ 1996 2.9﹪ 
1977 5.9﹪ 1987 4.2﹪ 1997 2.1﹪ 
1978 6.5﹪ 1988 4.0﹪ 1998 1.3﹪ 
1979 9.9﹪ 1989 4.7﹪ 1999 2.5﹪ 
1980 14.3﹪ 1990 5.4﹪ 2000 3.5﹪ 
1981 11.2﹪ 1991 3.7﹪ 2001 2.6﹪ 
1982 7.4﹪ 1992 3.0﹪ 2002 1.4﹪ 
1983 3.5﹪ 1993 2.6﹪ 2003  
1984 3.5﹪ 1994 2.8﹪ 2004  
資料來源：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Automatic Cost of Living Adjustment 

 

所得測試 （Earnings Test） 

此外，養老年金給付額度也會隨著年金受領人退休後的其他所得是否超過一

定額度（減免額度, Exempt Amount）而影響，此方式稱為所得測試（Earning 
Test），其主要目的是針對未達正常退休年齡（65 歲）提前退休者，其退休後又

仍有其他所得時，減少其可領取之年金給付金額，如此亦可降低整體社會安全基

金對退休給付之成本。 

 

表 2-6、未達 65 歲提前退休者，所得測試之減免額度（以年所得為比較標準） 
年度 較低金額* (2:1) 較高金額** (3:1) 
2000 ＄10,080 ＄17,000 
2001 10,680 25,000 
2002 11,280 30,000 
2003 11,520 30,720 
*  適用於未達 65 歲開始請領退休金之年金受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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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於已滿 65 歲請領退休金之年金受領人 

例如：在 2003 年，未達 65 歲即開始請領退休金之年金受領人，其年所得若

超過＄11,520 美金，則超過部分每多賺＄2 元將降低＄1 元之年金給付金額；

對已超過 65 歲請領退休金之年金受領人，若其年收入超過＄30,720 美金，則

超過部分每多賺＄3 元將降低＄1 元之年金給付金額。 

3. 所得替代率 (Replacement Ratio) 

依照美國社會安全局在 2002 年所公布的資料，對於年紀在 65 歲以上的老

人，社會安全給付中的養老年金佔其退休收入的 39%，雇主退休金佔退休收入的

18%，資產以及其他收入佔退休收入的比例，則分別為 16%以及 24%。而對於這

些退休老人而言，養老年金佔其全部總退休收入的人口比例有 20%，佔總退休收

入 90-99%的人口比例為 13%，另外佔總退休收入 50%-89%和少於 50%的人口比

例則分別為 32%和 35%。 

而若將這些退休老人依照所得高低做低、中、高收入的區分時，則可以發現

養老年金對於不同薪資水準的族群的所得替代率是不一樣的。對於低收入族群，

養老年金對一對夫婦的所得替代率為 80.4%，對一個退休老人則為 53.6%；對於

中收入族群，養老年金對一對夫婦的所得替代率為 59.8%，對一個退休老人則為

39.9%；而對於高收入族群，養老年金對一對夫婦的所得替代率為 37.2%，對一

個退休老人則為 24.8%。有關不同收入族群所得替代率之比較請參照圖 2-6。 

圖 2-6、美國社會安全制度養老年金之所得替代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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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根據歷史資料，在 1952 年，養老年金佔老年人的退休所得的 26.2%，1962
年則提升為 32.0%，1972 年為 37.7%，1982 年則躍升為 48.7%，到了 1992 年則

降低為 43.8%，2002 年又再降低至 39.9%。若將每月年金給付依照年金給付高低

做區分，在 2003 年，對於低退休給付族群，養老年金每月約給付＄701 元；對

於平均退休給付族群，養老年金每月約給付＄1,158 元；對於高退休給付族群，

養老年金每月約給付＄1,513 元。對於最高退休給付族群，養老年金每月約給付

＄1,741 元。有關不同退休給付族群之每月年金給付額度之比較請參照表 2-7。 

 

表 2-7、各給付族群之每月年金給付 
 低退休給付 平均退休給付 高退休給付 最高退休給付 
2000 $598 $987 $1,279 $1,433 
2001 636 1,051 1,364 1,467 
2002 682 1.126 1,467 1,660 
2003 701 1,158 1,513 1,741 
資料來源：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第二部分－職業退休金制度 

(一)、 退休金制度改發展趨勢 

目前美國除了社會安全制度之外，許多雇主，特別是大型企業雇主會提供確

定提撥和確定給付制兩種退休計畫供員工選擇。從 1970 年代開始至今，受到企

業退休金計劃保障的勞工比例一直都沒有太大的改變，但是雇主所採用之企業退

休金制度的型態卻有了重大的變革。傳統上，企業退休金計劃的主要計劃1

（Primary Plan）都是以確定給付制為主，而確定提撥制則大多用來作為輔助計

劃（Secondary Plan），但在過去二十年間，由於企業財務因素的考量、退休金監

理法規的修改以及勞動市場結構型態的改變，美國企業退休金制度逐漸地由確定

給付制轉變為確定提撥制。 

這樣的趨勢改變，我們可以從 1970 年代到 1990 年代退休金計劃個數（圖

2-7、1978-2002 年美國退休金型態之計劃個數變化）、退休金資產（圖 2-8、
1978-2002 年美國退休金型態之總資產變化）以及退休金給付金額的改變（圖

                                                 
1 美國的企業退休金計劃是非強制性的，政府以稅賦優惠鼓勵企業雇主提供退休金制度，雇主可

自行決定要提供確定給付或是確定提撥制，而且員工也可自由選擇參加與否，雇主有時會提供兩

個以上的退休金計劃供員工選擇，主要計劃是指員工參與人數最多的退休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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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978-1997 年美國退休金型態之給付金額變化）獲得驗證2。從圖 2-7 我們可

以發現，確定提撥制的計劃個數一直都高於確定給付制，但是從 1980 年代中期

之後，確定提撥制的計劃個數每一年都不斷地上升，然而確定給付制的計劃個數

卻逐年下降。雖然確定提撥制的計劃個數一直都高於確定給付制，但若以主要計

劃為比較依據，確定給付制的計劃個數則遠高於確定提撥制，在 1985 年約有 75% 
的主要計劃是確定給付制，而到 2002 年主要計劃是確定給付制之比例則僅佔

6.46% 左右3。 

 

圖 2-7、1978-2002 年美國退休金型態之計劃個數變化 

 

另外，從圖 2-8 我們可以看到過去 20 幾年來兩種不同計劃型態總資產的變

化。由於主要計劃大多是確定給付制，因此確定給付制的總資產值一直都高於確

定提撥制，但是由圖中可以發現出確定提撥制的資產成長速度較確定給付制來得

快，而且在 1997 年之後，確定提撥制的總資產已開始超越確定給付制。 

                                                 
2 資料來源：U.S. Department of Labor, Abstract of Form 5500 Annual Report, 1978-1997。 
3 U.S. Department of Labor, Abstract of Form 5500 Annual Report, 1985 and 2002。 

0

100,000

200,000

300,000

400,000

500,000

600,000

700,000

800,000

1978 1980 1982 1984 1986 1988 1990 1992 1994 1996 1998 2000 2002

時間

計畫個數

Defined Benefit Defined Contribution



 25

圖 2-8、1978-2002 年美國退休金型態之資產變化 

 

最後，從圖 2-9 我們可以得知，在 1970 與 1980 年代確定給付制的退休金給

付金額一直高於確定提撥制，但是到了 1990 年代兩者以不分上下，而在 1995
年時，確定提撥制的退休金給付金額已經高於確定給付制。 

 

 

圖 2-9、1978-1997 年美國退休金型態之給付金額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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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401(k) 計劃的盛行 

自 1978 年 401(k) 計劃開始出現後，目前有越來越多公司採行此計劃做為退

休金的主要計劃或者是輔助計劃，而且 401(k) 計劃已成為過去十幾年間最普遍

的確定提撥制度。401(k) 計劃與其他確定提撥退休金制度最大的差別在於，在

401(k) 制度下，員工可以自己決定要提撥金額（未課稅）到個人帳戶中，而雇

主則根據員工的提撥金額，相對提撥一定的比率到401(k) 計劃中。由於401(k) 計
劃中的提撥是自願性的，雇主提撥因此成本較低，所以成為許多公司在成立新退

休計劃或增設輔助計劃的最佳選擇。另外，公司也可以藉由增加 401(k) 計劃的

提撥來篩選員工，留下優秀的員工4。在 Papke, Peterson and Poterba（1996）以及

Papke（1999）的研究中就指出 401(k) 計劃基本上已經取代了部分的確定給付和

其他確定提撥計劃。此外，實證研究（Ippolito, 1998）也顯示在此制度下，提撥

較高比例到退休金帳戶內的員工，通常都是表現較佳、流動率較低的員工，因此

雇主可以採行此種方式來酬庸工作效率高的員工或是公司的高階主管。 

有關 401(k)計劃過去的發展趨勢可以從圖 2-10、1984-1997 年 401(k)計劃佔

所有的確定提撥計劃的比例5中看到，不論在計劃個數、計劃參與人數、計劃總

資產、計劃提撥金額以及計劃所給付的退休金福利，401(k) 計劃佔所有的確定

提撥計劃的比例每年都不斷地在攀升。 

圖 2-10、1984-1997 年 401(k) 計劃佔所有的確定提撥計劃的比例 
                                                 
4 Ippolito (1998) 認為由於 401（K）計劃是由員工自願提撥，公司再視員工提撥的金額決定相對

提撥比率。員工有較高的意願長時間為公司服務時，往往會選擇較高的提撥率，而這類的員工也

往往較為優秀。 
5 由於 401（k）計劃在 1984 年才開始有官方的資料統計，所以我們從 1984 年開始對其和確定

提撥計劃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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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退休金計畫與退休商品之結合 

就退休金計劃而言，雇主將單獨或與勞工共同為退休給付所提撥的醵金，交

付於受託人保管，成為退休（信託）基金，受託人負責經營管理與投資退休基金

的財產，通常也由其直接支付退休金予退休計劃參加人或其受益人。因此通常信

託計劃的受託人也會向保險公司購買個別或團體人壽保險，或年金保險以提供勞

工退休給付。美國企業退休金給付最主要的實施型態即為信託計劃，其次是由保

險公司所實施的年金計劃。在確定給付制下，除了在由保險公司所實施的年金計

劃外，員工通常也是在退休時將一次領到的退休金當成躉繳保費購買團體年金保

險。 

相對的，在確定提撥制下，由於雇主必須負責提供多樣化的投資標的供員工

作選擇，年金保險也通常可以成為雇主所提供的投資標的。此外，雇主可以自選

委託之金融機構與提供之退休商品，員工也有資產配置權。因此，對於員工而言，

在確定提撥制下，他們可以選擇是否要加入退休金計畫或每年要提撥多少金額以

及該如何投資這些資產。舉例來說，在 2002 年末，401（k）計畫共計累積 15000
億美元的資產，其中 39.1%由資產管理公司管理，19.7%由銀行管理，12.1%由壽

險公司管理，其餘由投資顧問公司或自行操作。此外，有 41.6%的是由雇主自行

擔任信託人，有 33.3%由銀行擔任信託人，另外 25.1%由投資信託公司擔任信託

人。而 401（k）計畫的帳戶管理工作有 33.5%的計畫是委託獨立行政服務機構(TPA)
負責，有 16.3%由銀行負責，有 11.9%由投資信託公司負責，其餘為壽險公司或

自行負責。在 401（k）計畫可供選擇的基金數在 1993 年平均為 5.2 支，至 2005
年成長為 24 支基金。 

但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退休前在確定提撥制下透過壽險保單（投資型/變額）

所累積的資金，由於在投資期間會以不同的基金操作方式進行，因此在歸類上會

直接以基金型態出現，例如 stable value fund、balance fund 等，因此在表 2-8 的

分類中沒有壽險保單。 

表 2-8 401K　 投資標的提供及配置比例 

1 %2 3 %O th er  
0 %4 %S o cia lly  R esp o n sib le
1 %8 %S elf-D irec ted  B ro k era g e
2 %8 3 %G lo b a l/In tern a tio n a l E q u ity
3 %2 %M u tu a l F u n d  W in d ow
3 %3 6 %L ifesty le  F u n d s
6 %6 5 %B a la n ced
6 %7 5 %G en era l/C o re  B o n d
7 %4 5 %M o n ey  M a rk et

1 7 %7 3 %D o m estic  E q u ity
2 2 %6 4 %S ta b le  V a lu e
3 3 %3 1 %E m p lo y er  S to ck

占 總 資 產 比 例提 供 比 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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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M u tu a l F u n d  W in d 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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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 5 %B a la n ced
6 %7 5 %G en era l/C o re  B o n d
7 %4 5 %M o n ey  M a rk et

1 7 %7 3 %D o m estic  E q u ity
2 2 %6 4 %S ta b le  V a lu e
3 3 %3 1 %E m p lo y er  S to ck

占 總 資 產 比 例提 供 比 例



 28

二、美國長期看護制度 

(一)、 長期看護制度 

美國與長期照護制度有關的制度包括醫療照護制度(Medicare)、醫療補助制

度(Medicaid)和私人照護保險。1965 年，美國通過社會安全法案第十八章和第十

九章，建立了社會安全體系醫療照護保險（Medicare）和醫療補助制度

（Medicaid）：  

醫療照護制度（Medicare）是由美國聯邦政府主管的社會保險計畫，但由私

人的保險公司經營，分為 PartA 住院保險和 PartB 補充性醫療保險兩部分。PartA
住院保險之財務由薪資稅支應，勞雇雙方各負擔一半，65 歲以上之老人幾乎都

在保障範圍之內，在長期照護方面，保障了急性醫療服務末期的後續醫療相關服

務。PartB 補充性醫療保險則由老人自願參加，其財務來源來自於保險費，但因

保險費大部分由稅收補貼，因此大多數的人均會參加，由其提供門診與其他補助

性服務之保障。 

社會安全體系的醫療照護保險主要是針對 65 歲以上的參加者，不過一些特

定身份的人即使在 65 歲以下也可適用於醫療保險，例如失能、腎臟永久失去功

能等之參加者，雖然提供醫療保障，但是此醫療保險並不會承擔所有的醫療費

用，以及大部分的長期照護費用。而醫療保險的財務來源，除了雇主以及員工所

繳的社會安全捐(payroll tax)之外，也有一部份來自社會安全的稅賦。基本上如果

參加者或其配偶在有醫療保障下工作至少 10 年，並且達到 65 歲，其身份是美國

國民或是永久居住的人，都有資格參加醫療保險。醫療保險主要有兩個部分： 

1. 住院保險(Part A)：主要提供住院病人住院以及使用醫院設備費用的保障，一

些居家或療養院的照護也包括在內。對於達到住院保險保障資格的參加者，他們

達到適格後並不需要繳交保費，因為他們工作期間所繳之社會安全捐當中已經包

含了住院保險之保費，如果沒有以上資格的參加者或其配偶，在有醫療保障下工

作至少 30 季以上，則保費每月為 216 美元，如果在 30 季以下則保費為 393 美元。

但如果有參加者在工作期間並沒有繳交住院保險之保費，當他們達到 65 歲之後

仍可以購買方式參加住院保險。 

2. 醫療費用保險(Part B)：主要保障的內容包括醫生的診療費用、門診病人的醫

療照顧或是一些在住院保險所沒有承保之範圍，例如物理治療或是專業的臨床醫

學費用等等，還有一些居家照顧。當參加者有醫療需求的時候，醫療費用保險就

會幫參加者承擔費用。而醫療費用保險保費在 2006 年的是每月需繳 88.5 美元，

不過保費會隨時調整，而參加者也是需要達到 65 歲以上才有保障，如果在 65
歲參加者並沒有選擇參加醫療費用保險，但是之後想參加的話，其保費會較高，

每延後一年其保費增加 10％。在選擇參加醫療費用保險 後，經過七個月的等待

期間，並且等待期間結束在 65 歲之前的三個月，即可在 65 歲之後享有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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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補助制度（Medicaid）則為美國的社會救助計畫，經費來自於聯邦政府

以及州政府的一般稅收，由聯邦政府提供管理以及制定執行原則，而州政府負責

一般行政事務。其主要是再保障低收入戶或無能力負擔醫療或長期照護費用者。

因為 Medicare 所提供之機構或居家照護費用補助須受限於有實際醫療，故

Medicaid 成為長期照護的支付者。惟 Medicaid 可能會造成一個問題，就是中等

收入之照護需求者為取得給付資格，會將資產移轉給子女或其他親人，以符合

Medicaid 的資產限制條件。 

以往 Medicare 對於技術性護理機構(skilled nursing facilities, SNFs)之費用補

助十分有限且有嚴格的資格限制，因此大部分需要護理機構服務的需求者，無法

取得給付補助；但由於近年來想減少病人利用 Medicare 的醫院付費系統，縮短

其住院期間，因此鼓勵其至護理機構療養，故獲得 Medicare 所提供 SNF 服務者

明顯增加。1986 年僅有 30 萬人獲 Medicare 的 SNF 補助，但在 1996 年已增為

130 萬人。 

 

 (二)長期照護之問題 

依據美國人口普查局調查指出，到 2020 年，有近 1/6 的美國人超過 65 歲，

比現在多出近 2,000 萬個老人；屆時 85 歲以上老人，將較目前的 350 萬人倍增

至 700 萬人；到了 2040 年，85 歲以上老人更倍增至 1,400 萬人，近十年來每天

都有近萬人晉級 65 歲。在嬰兒潮退休人口倍增的趨勢下，美國政府要面對的不

只是老年的經濟問題，還有更大的隱憂-長期照護需求及財務問題，主要問題如

下：  

1. 長期照護公共支出超過 1,400 億美元，占美國總健康照護支出 12%以上，

其中約 850 億美元是由醫療保險（Medicare）和醫療救助（Medicaid）經

費支出。醫療救助中長期照護支出在 90 年代倍增三倍，2001 年護理之家，

以及居家照顧費用支出就將近 753 億美元，較 1990 年增加 155%，財源成

為各州預算支出的隱憂。  

2. 美國自費負擔的長期照護總費用近 313 億美元，且研究指出，非正式的家

庭照顧價值將近每年 1,900 億美元，而且如果沒有這些家庭照顧，將有更

多人進住機構，照護支出將更大幅增加。根據美國人壽保險公會

（ACLI,American Council of Life Insurance）研究指出，預估 2030 年美國

個人每年長期照護支出為 20 萬美元。 

而造成這些問題的主要原因如下： 

1. 長期照護費用昂貴：美國長期照護支出有一半左右是由使用者個人付費，

另一半則由公共財源 Medicare 及 Medicaid 所支出，所以長期照護費用可能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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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產生財務危機，或使一個人淪為社會救助對象，承受負面的社會印象。 

2. 缺乏風險分攤機制：在公有財源部分，Medicare 僅支付部份長期看護費

用，而 Medicaid 所給付之對象僅為貧窮者，並非一般全體國民，因此，風險

分攤機制有限。 

3. 私人長期看護險發展障礙： 
（1）缺乏資料 
 保戶投保，到保戶申請保險給付，中間相隔一殷很長的時間，保險公司要為

產品訂定公平而有利潤的保費，可能需要十五到二十年，才能累積足夠的數

據，等到那時候，產品可能因為定價不當而被淘汰了。 
（2）引發性需求 
長期看護的需要有增加的趨勢，在這種情況下，隨著長期看護保險給付內容

的增加，被保險人可能增加給付內容的使用，這種引發性需求，是保險公司

決定適當保費控制使用率時面臨的重要問題，根據估計，如果不對長期看護

保險給付內容的使用加以控制，引發性需求將使療養院的使用量增加百分之

五十。雖然這只是粗略的估計，卻顯示了引發性的需求潛在的嚴重性。  

（3）逆選擇 
如果投保的人都是最迫切需要長期看護的人，全體保戶的風險將比總人口的

風險大，結果將導致保費提高，低風險群的保戶退保，給付內容使用率增加，

以及保費再度提高的惡性循環。 
（4）給付內容身保戶負擔能力相牴觸 
長期看護保險應該朝涵蓋各種程度看護與多種看護場所等方向發展，站在保

戶的立場，給付內容愈多愈好，但是業者在設計商品時，因為成本及使用率

的考慮，給付內容受到很大的限制，原因是給付內容增加，保費必然會提高，

而且隨著給付內容的增加，保戶會增加對給付內容的使用，使得保費更高。 
（5）核保與定價的不確定性 
長期看護險個人保單也面臨一些核保上的困難，如一般保單雖然都有既往症

的限制，但保戶可以刻意延後申請理賠的時間，所以它對保險公司的保護作

用並不大，此外，個人生活型態與財務數據在長期看護保險核保時非常重要，

但是這兩種數據的取得及量化都很困難，由於這些因素，加上經驗數據有限，

使得長期看護保險的定價，面臨非常不確定的情況。 

第三節 年金保險商品與市場概況 

一、 年金保險商品市場概況 

歐美市場的商業年金保險在過去 20 年來成長非常迅速。以美國為例，商業

年金保險的總保費由 1975 年的 1020 億美元增加至 1986 年的 8370 億美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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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年的 1 兆 5990 億美元，相當於以每年將近 15%的成長率增加。傳統上，團

體年金的銷售量佔年金交易的絕大部分。1975 年，團體年金銷售佔市場的 75%，

到了 1980 年末期，團體年金仍佔市場的 70%，然而到 1996 年，此一比例卻滅少

至 48%。由於退休金制度的改變趨勢，傳統在確定給付制下以團保方式給付退休

金的方式逐漸減少，因此過去 20 年來，團體年金銷售以每年約減少 13%。同時，

個人年金銷售由 1975 年的 27 億增加至 1985 年的 2090 億到 1995 年的 7746 億，

幾乎是以每年 18%的成長率增加。而由於利率下降，以及變額年金之商品不斷創

新，傳統定額年金之吸引力越來越小，近年來的最新發展趨勢則是定額年金之銷

售逐年遞減而變額年金則呈現逐年快速成長的趨勢。 

圖 2-11 是歷年來個人和團體年金保費的比較表，由於在 2001 年起對於年金

的分類有了改變，將某些存款類型的年金保險（deposit-type contracts），例如保

證利率合約（GIC, guaranteed interest contracts）歸為其他類（Other），因此數據

上會有變動，特別是此類合約比較多的團體年金受到較大的影響，在比較時應該

將 2001 年作為分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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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美國年金保險保費收入 

 

圖 2-12 是歷年來團體年金保費的比較表，我們可以看出，在 2000 年之前定

額年金的銷售皆大於變額年金，而 2000 年之後變額年金市場才開始慢慢地快速

成長起來，尤其是最近這幾年，1997-1999 年有很大幅度的成長。 



 32

團體年金保險保費收入(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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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美國團體年金保險保費收入 

 

圖 2-13 是歷年來個人年金保費的比較表，我們可以看出，在 1996 年之前定

額年金的銷售皆大於變額年金，而 1993 年之後變額年金市場才開始慢慢地快速

成長起來，尤其是最近這幾年有很大幅度的成長，1997 年之後已超過定額年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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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 美國個人年金保險保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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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美國人壽保險公會（ACLI, American Council of Life Insurance）的統計，

自 1986 年起年金保費已超越傳統壽險保費，2004 傳統壽險保費收入僅佔總保費

收入的 26%，年金保費卻佔到 51%，是全部的一半以上（見圖 2-14）。整體來說，

依據 2004 年的壽險年報(Life Insurance Fact Book)統計資料顯示，年金保險市場

仍持續增長，但成長幅度並不大，個人年金保費自 1994 年至 2004 年十年間增加

了 7.9%、2003 年到 2004 年一年間增加了 3.7%，而團體年金保費的增加率則分

別是 1994-2004 的 3.7%和 2003-2004 的 1.9%，如圖 2-15 所示。 

 

 
圖 2-14  2004 年壽險保費收入來源 

 

 
圖 2-15 美國人壽保險公司保費收入（1994、2003 與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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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年金保險給付方面，2004 年總年金給付金額為 610 億美元，而個人年金

給付金額為 330 億美元，佔全部年金給付比例的 44％，而團體年金的給付金額

為 260 億美元，比例為 43％，其餘部分為其他方面給付，而年金保險契約給付

的比例如圖 2-16 所示： 

 

 

圖 2-16 年金保險契約給付比例 

 

此外，根據 The U.S. Retirement Market, 2005，在過去20年中確定提撥制和

個人退休帳戶（IRAs）是在所有退休儲蓄工具（retirement savings vehicles）中資

產成長最快的，所佔的比例從1990年的39%提升至2005年的51%，2005年確定提

撥制和個人退休帳戶的資產成長率近9%，其他工具的資產只成長不到5%。雖然

共同基金一直是最重要的退休投資工具，但是仍舊有780百萬美元的資產投入到

保險公司的變額商品，主要是變額年金中。需特別注意的是圖2-16中的年金資產

是沒有被算入確定提撥制和個人退休帳戶的部份，即401(k) 退休計劃、403(b)
退休計劃、457退休計劃7、IRAs以外的年金。 

                                                 
7 403(b)退休金計劃類似 401(k)退休金計劃，403(b)退休金計劃允許員工享有稅賦優惠的情況下，遞延部

份的薪資，直到領用退休金的時候。公立學校的教職員，教會員工，公立醫院的職員及其他免稅單位職員

得參加 403(b)退休金計劃；457 退休計劃只對州和地方政府的僱員以及非贏利組織僱員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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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17 歷年來美國退休市場之資產分佈  

 

二、 年金商品分類 

年金保險的商品可依據決定最終報酬的特性分為固定年金（ Fixed 
Annuity）、變額年金（Variable Annuity）、和指數型年金（Indexed Annuity）；

根據開始支付年金期間分為遞延年金（Deferred Annuity）和即期年金（Immediate 
Annuity）；依保費給付方式可分為躉繳（Single Premium）或是彈性保費（Flexible 
Premium），最後考慮是否符合政府規定的退休計畫中的商品分為適格（Qualified 
Contract）和非適格年金（Non-qualified Contract）。圖 2-18 是近年來個人定額與

變額年金商品保費上的變化，從中可看出變額年金商品持續成長，2005 年提高

3.5%、2004 年提高 2.7%，但固定年金保費卻在 2005 年下降了 10.2%。值得一提

的是，依據 2006 年壽險年報，指數型年金 2005 年的保費成長了 19%，從 2300
萬美元到 2730 萬美元，雖然所佔整體的比重不大，但是成長率卻很高，其未來

性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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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料來源：http://www.iii.org/media/facts/statsbyissue/annuities/ 

    圖 2-18 個人年金保費 2001-2005  
 

適格年金是由雇主提供的適格退休計劃的一部分，指須經國稅局（IRS）同意

設立，而能享受稅法上優惠之計劃，401(k)、IRA、SEP8等亦屬之。雇主提撥的

金額，不但可以從課稅所得中扣除，也不視為員工薪津所得，所以員工也不用課

此部份之稅。適格年金必須由稅前所得定期提撥，且有提撥上限，在領取年金時

則會全數課稅。非適格年金則是由稅後所得支付，因此領取年金時只有部分課

稅。所有年金都被規定在 59 歲半之前提款(early withdrawl)會有 10%的稅務罰

款，而任何年金的收益也將被徵收所得稅，另外年金最晚必須在 70 歲半那年

的 4 月 1 日提領。 

 

三、 目前市場上較常見的商品： 

1.稅賦遞延定額年金（Fixed Tax Deferred Annuity / CD Annuity） 

此種年金是美國於 1983 年發行，CD Annuity 在一設定期間內 (通常 3 到 10
年) 提供一固定保證的利率。除了具有年金利息所得遞延賦稅的特點外，它非常

類似於銀行發行的定存。而 CD Annuity 不同於其他年金之處是在契約期間中不

能預先解約 (unscheduled termination)，CD Annuity 只有在死亡與清償期才有現

金價值。由於不允許預先解約，因此 CD Annuity 的保證利息報酬通常較高，會

吸引接近退休者、在契約期間較無支出計畫者及較保守的投資者購買。保險公司

                                                 
8 SEP(Simplified Employee Pensions)退休金計劃提供小型企業雇主在遞延稅賦的優惠下，儲蓄退

休金金在個人帳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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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5-10 年內承諾一個保證的利率，亦即保證收入，就像一個銀行定存一般，只

是獲利可以遞延到領取時才課稅，表 2-9 舉例說明幾種 CD Annuity。 

 

表 2-9 稅賦遞延定額年金商品內容 

(公司名) 
產品名 

保證利率 特點 最低期 
初保費 

可免費提領次數 

(ING) 
Golden 
Select 
Guarantee 

10 年: 4.95% 
9 年: 4.85% 
8 年: 4.80% 
7 年: 4.70% 
6 年: 4.45% 
5 年: 4.45% 
 

期初保費低 適格$1,500 
 
非 適 格

$5,000 

12 個月利息到期前

無限制 

(Protective 
Life) 
ProSaver 
Platinum 

15 年: 5.15% 
10 年: 5.00% 
8 年: 4.80% 
7 年: 4.75% 
6 年: 4.50% 
5 年: 4.35% 
4 年: 4.45% 
3 年: 4.30% 
 

超 過

$100,000 的

部份每年加

0.25%利息給

付  

$10,000 12 個月利息到期前

無限制 

 

2. 躉繳即期年金（SPIA, Single Premium Immediate Annuity） 

此種年金在保險公司收到躉繳保費之後，隨即開始支付年金。SPIA 適合那

些想把已擁有之大筆資金直接轉換成分期給付之退休所得者採用。SPIA 通常用

在企業退休金計劃中，雇主為轉嫁將來年金給付可能不足的風險，故於員工退休

時將其一次給付之退休金額度以團保方式向保險公司購買 SPIA；或個人在拿到

退休金後，希望將此筆金錢轉為年金型式，也可將其一次給付之退休金也可向保

險公司購買 SPIA。 

3. 反向房地產抵押年金保險（RAM ,Reverse Annuity Mortgage） 

此類年金產品允許購買者以類似房屋貸款方式將其房地產價值轉換成固定

支付的一連串年金收入，至於每期可領金額的多少則視房產的市價而定，其代價

是在被保險人死亡時需放棄其房子之所有權。此產品的特色在於不需繳交年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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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而是以房地產之價值來購買年金。RAM 的房地產的價值可視為躉繳保費，

年金受領人可以定期領到年金給付並繼續住在自己的房產中直到死亡為止，當被

保險人死亡，保險公司取得房屋所有權並賣出以獲取利益或將房產轉變成保險公

司的資產。直到現在，此業務並未如推出當時所預估的會有廣大的市場，因為房

地產本身的增值性可能使得 RAM 之購買者產生損失9。另外，目前房屋擁有者

也可以透過不動產證券融資取得貸款，再將部分貸款拿來購買即期年金。 

4. 躉繳遞延年金（SPDA, Single Premium Deferred Annuity） 

躉繳遞延年金是以一次繳費方式購買之遞延年金。SPDA 在契約期間也提供

最低保證利率，大致上，保證的期間愈長其保證的利率也愈低10。舉例而言，利

率變動型年金（The Market-Value Annuity, MVA）即是非常受歡迎的 SPDA。MVA
是美國於 1984 年發展出來而被歸類為與變額年金性質非常類似的投資型年金產

品。MVA 允許被保險人在特定到期日之前(通常為 3 到 10 年)，鎖定在某一特定

之保證利率，對買者是有利的是，當 MVA 的市場價值上揚時可增加其現金解約

價值；另外，較長的保證期間能夠提供一較為安全的感覺。相較於契約期間相同

但無保證利率的 SPDA 而言，當市場利率持續下跌時 MVA 能夠提供較高的投資

報酬。 

5. 彈性保費遞延年金（FPDA,  Flexible Premium Deferred Annuity） 

彈性保費遞延年金是目前美國市場上最普遍的個人年金保險之一。FPDA 使

被保險人自己可以決定投保金額大小（通常保險公司會設定一個繳費下限）與繳

費時間（按月、年或各種期間）。此類年金通常用在企業年金制度（確定提撥制）

中，以定期醵出之金額繳交保費向保險公司購買遞延年金。FPDA 通常提供最低

保證利率，一般介於 3% 至 4.5% 之間。遞延年金的優點是投入的資金能以延

稅的方式增長，同時可以一次存入整筆款項，也可以多次存入，一般在存入數年

後才開始領取，可以是整筆、分期給付或以終生收入方式領取。如果在五十九歲

半前支取，國稅局可能要徵收 10%的罰款，如果是從簡單個人退休帳戶(Simple 
IRA)裡的年金提款，而該帳戶建立才兩年，罰款則可能增至高達 25％。彈性保

費則表示繳費的金額和頻率可以有彈性。 

6. 變額年金（Variable Annuities） 

變額年金是美國在 1952 年發展出來，當時是由非營利性保險機構於教育界

推行，直到 1960 年在一些監理規定逐漸解決之後，壽險公司才將其引進保險市

場。變額年金的現金價值與給付金額會隨著其投資資產的市價變化而改變，VA
是希望利用股票或其他投資工具的長期報酬能夠與通貨膨脹相抗衡，藉以提供對

                                                 
9 如果房地產市場持續看漲時，可能造成購買 RAM 之屋主死亡時其房屋之市價高於當時預估之房

價而造成損失。 
10參考 Black and Skipper 的 Life & Health Insurance 的第八章說明，保證期間是累積期間的最低保

證利率計息期間，對同時期發行之 SPDA 保單而言，保證的期間愈長其保證的利率也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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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貨膨脹削弱退休所得的保護能力，因此變額年金的銷售與股市或金融市場的發

展通常呈現正相關。大部分變額年金之契約持有人需自行承擔投資風險，但目前

由於市場競爭已有越來越多的變額年金提供最低利率與死亡給付保證額度。 

7. 證券指數年金（Equity Index Annuities） 

    證券指數年金的收益與股票市場大盤指數相關聯，該年金會在開始每月提取

固定款項之前支付一定利息，付款金額則根據帳戶的投資總值、當前利率以及付

款年限來確定。證券指數年金包含每年最低固定利率（floor rate），但亦有指數

增長率上限（cap rate）與參與率（participation rate）來約定股指升幅中有多少收

益得以進入購買者的年金帳戶，而上限有可能逐年或是在每次更新時有所變動。  
  證券指數年金的購買者要是在簽約第一年要求取回投資款，就會面臨數目可

觀的罰款，同時任何提前支取年金的舉動也會招致罰款。由於證券指數年金的罰

款有效期都很長，因此這一產品可能不適合老年消費者。另外，所有股票指數年

金也不根據指數權重派發股息回報。大部分證券指數年金未被列為證券，因此它

們受各州保險署的監管，而不是更為嚴格的聯邦證券管理委員會（SEC）或全國

證券商公會（NASD）。證管會正在考慮是否應該將此類年金列為證券，而不是

目前的保險產品。一旦被納入證券，其發行、銷售及收費披露將受到更為嚴格的

監管。  
    最常見的計算指數變動 index credit period，從而決定要算入年金購買者帳戶

金額的方式有三種：.1. Annual reset: 每年市場指數變動 2. Point-to-point / term: 
和每年變動的計算方式相似，但通常是 5 年計算一次 3. Annual high water mark 
with look back: 用最高的年價值作為計算獲益的方式。表 2-10 舉例說明幾種證券

指數年金，表 2-11 為 2005 年證券指數年金商品銷售量前十大保險公司。 

表 2-10 證券指數年金商品內容 

 (公司名) 
產品名 

指數 保證金額11 指數計算方式 解約率 

(Allianz) 
Master  
Dex 10 

S&P 500 
Nasaq 
100 

參 與 率 ：

87.5% 
 
1.25-3% *本
金 +10% 紅

利 

monthly cap 

一定要年金化才可

獲得本金和收益 
(死亡給付亦同) 
可以在契約 5 年後

選擇至少 10 年的

年金 
因此一部分的資金

一定會被綁住 15
年以上  

                                                 
11 保證金額係指累積期間屆滿之保證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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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Secure 
Index 5 

S&P 500 
1.5% * 本金

(減去領取金

額) 

Monthly averaging with 
a spread 
Annual point-point with 
a participation rate 
Annual point-point with 
a cap 
fixed account  

5 年: 8, 7.5, 6.5, 5.5, 
4.5% 

 

表 2-11 2005 年證券指數年金商品銷售量前十大保險公司($ millions) 

Rank Company Total sales Market share (percent) 

1 Allianz Life $8,792.2 32.36% 

2 American Equity 2,689.0 9.84 

3 AmerUs Group 2,392.0 8.80 

4 Old Mutual 2,382.8 8.77 

5 ING 2,034.3 7.49 

6 Midland National Life 1,211.9 4.46 

7 Jackson National Life 1,037.8 3.82 

8 Sun Life 1,007.4 3.71 

9 EquiTrust 802.0 2.95 

10 Jefferson-Pilot 776.7 2.86 

Source: The Advantage Compendium 

 

第四節 長期看護保險商品與市場概況 

隨著人口高齡化與社會變遷之結果，對長期看護保障之需求日益增多，民營

保險公司因此也開發出長期看護保險以提供保戶之需。美國早在 1970 年代，在

完全無統計資料、精算基礎及理賠經驗下，參考 Medicare 相關規定，推出療養

院保險商品，從 1987 年起銷售長期看護保險之公司家數呈現穩定的成長，1990
年中，已超過 130 家出售長期看護保險，銷售保單也達 165 萬張，有半數以上之

公司出售個人 LTC 保險，其所銷售之保單數占總保單數的 77%，可知整個長期

看保險市場銷售之對象仍以個人為主要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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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社會安全體系當中對於長期看護有保障，圖 2-19 為美國民眾長期看護醫

療支出比例，圖 2004 年在長期看護上的支出為 1930 億美元，其中公共的醫療保

險（Medicare）和醫療救助（Medicaid）就佔了 68%，但並不應該就此誤以為醫

療照顧或醫療救助可以負擔照護支出，事實上，醫療保險僅涵蓋少數長期照護項

目，而醫療救助只負擔低收入者，這點從長期看護費用有 19%是由個人自費支付

即可知曉，而壽險公司的長期看護保險支付的費用僅佔 7%，顯然有很大的成長

空間。另外從上圖中更可以看出未來個人在長期看護費用的負擔上勢必加重，特

別是考慮到當政府不得不因為財政壓力緊縮社會救助服務項目或是資格限制

時，長期看護保險當然成為個人獲得保障的最佳選擇之一。而圖 2-20 為未來個

人支出之費用預測。 

 

       

圖 2-19 美國 2004 年長期看護醫療支出比例圖 
 
 

 
資料來源：Long-Term Care Insurance or Medicaid ACLI2005 p.9 
    圖 2-20 個人支出的護理之家費用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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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The Long Term Care Market: Nursing Homes, Home Care, Hospice Care, 
and Assisted Living 的調查指出美國長期看護市場預期成長率為每年 10.5%至

2009，預期收益可達到 3940 億美元。圖 2-21 亦顯示出美國的長期看護保險銷售

件數的成長，當然，和整個美國即將邁入老年的人口，同時也是最需要長期看護

保障的一群人相較，這個數字就顯的微不足道了。 

 

 
    圖 2-21 長期看護險銷售狀況（1987-2002） 

 

事實上購買長期看護保險者的年齡有下降的趨勢，在個人保險市場中有33%
的購買者低於65歲，1999年平均購買者的年齡是43歲。購買公司提供的長期看護

保險的人數也大增，從1998年到2001年由雇主主辦的長期看護保險保費由2870
萬美元成長至6660萬美元。 

 

 

Source: Making the Retirement Connection, ACLI,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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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2 長期看護險購買年齡層比例 

 

 根據美國保險監督官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Commissioners, 
NAIC）的統計，在 2004 年提供長期看護保費的公司有 13 家產險公司、20 家健

康險公司、5 家友愛會保險(fraternal insurers)和 155 家壽險公司。市面上的長期

看護保險保單有兩種型式，購買損害賠償保單（Indemnity policies）時保險公司

會對特定的看護給付固定的金額；若是綜合性保單（Integrated policies/policies 
with pooled benefits），則是會提供一個可以使用不同設施服務的每日、每週或

每月的上限金額。典型的保單內容可參考表 2-12 比較 13 家主要保險公司所提供

的保單內容。 

另外，有的保單也會提供通貨膨脹的保障，亦即將支付金額以單利（Simple 
Interest Benefit Increase）、複利（Compound Interest Benefit Increase）或是根據

消費者指數作調整（Consumer Price Index），但是卻無法保證消費者物價會和長

期看護服務的價格變動程度相同。表 2-13 是 2004 年前 10 名承保最多長期看護

保險的公司，要注意的是就算是同一個商品，在各州的保單內容都可能會有所不

同，因此很難對個別商品做出有效的比較。 

表 2-12  2002 年主要長期看護保單保險人所售之保單內容 
承保範圍 護理之家 nursing home care 

養護中心 Assisted living facility 
居家健康服務 Home health care 
其它相關照顧看護 Alternate care 
安寧療護 Hospice care 
復健 Respite care 

其他給付 病床預約 Bed reservation benefit 
看護決策支援 Care coordination/ care benefit 
看護者訓練 Caregiver training 
醫療設備 Medical equipment coverage 
整修 Restoration benefit 
遺族 Survivorship benefit 

費率折扣 夫妻或優良健康 preferred health 可減保費 10%-40% 
綜合性保單 有 
每日額度 50-500 美金 
給付資格 日常生活活動功能量表中兩種以上失能者或認知障

礙（chronically ill） 
給付期間 1 年到生存期間 
給付期間上限 無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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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外期間 0-365 天 
投保前已存在

的健康狀態 
6 個月或更低 

限額給付合約 躉繳 / 10 年期給付 / 至 65 歲 
更新 保證更新 
不適格合約12 有 
阿茲海默症 有 
年齡限制 18-99 
保費免除 有 
審閱期 30 天 
保障通膨風險 每年 5%複利  
不沒收條款* 給付期間縮短 
註：主要保險人指銷售個人和團體長期看護保險 80%保單的 13 家公司 
資料來源：Long-Term Care Insurance in 2002 p. 31 
*給付未達本金支付金額會退還餘額 

 

表 2-13  2004 年承保長期看護保險之保險公司前 10 名 

Rank Company 
Number of 
covered lives

Direct premiums 
earned 

Market 
share  

1 
General Electric Capital 
Assurance Co. 802,213 $1,193,854,545 13.15% 

2 
John Hancock Life 
Insurance Co. 577,798 719,279,584 9.47 

3 
Unum Life Insurance Co. 
of America 573,948 363,026,783 9.40 

4 Continental Casualty Co. 526,604 588,035,322 8.63 

5 
Bankers Life & Casualty 
Co. 363,984 471,601,868 5.96 

6 
Metropolitan Life 
Insurance Co. 353,225 320,827,070 5.79 

7 
Conseco Senior Health 
Insurance Co. 195,275 317,538,315 3.20 

8 IDS Life Insurance Co. 187,429 233,672,412 3.07 

                                                 
12 依是否提供稅賦優惠分為適格合約與不適格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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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etna Life Insurance Co. 185,235 73,116,028 3.04 

10 
Life Investors Insurance 
Company of America 169,337 201,698,543 2.77 

Sourc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Commissio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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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英國高齡化社會保險市場的概況 

第一節 高齡化概況與退休及照護制度 

一、英國的退休體系：三層支柱的退休金制度 

在先進國家，為解決老年人口急遽增加所採取的對策，世界各國依其福利意

識型態、歷史文化背景，經濟發展因素等，各自發展出重點不同的經濟安全保障

制度。英國為退休金制度發展較完善的國家，隨著社會以及金融環境的變化，其

歷經多次的改革，現行的退休金制度主要是透過三層支柱的方式來因應，第一層

及第二層為強制性的，第三層則為自願性的，過去大部份的退休金計劃主要是以

DB型式〈確定給付制〉為主，近年來漸漸以DC型式〈確定提撥制〉的退休金計

劃來取代，另外，亦加重私部門的角色，主要的退休金運作的金融機構包括銀行、

保險公司、資產管理公司或其他金融機構等，而保險公司除了提供資產管理外，

亦提供一些風險分擔的年金保險商品及長期照護商品，因此，保險公司在因應人

口老化的市場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表 3-1 65 歲以上男性平均餘命的變化 

滿 65 歲的年度 65 歲後的餘命 

1901 10.6 

1928 11.5 

1960 12.1 

2002 16.0 

資料來源：Government Actuary’s Department and 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 

 

根據英國政府精算部〈Government Actuary's Department〉對於近年來65歲以

上的平均餘命變化分析如表3-1所示，從1901年到2002年，65歲以上的平均餘命

從10.6歲增加到16.0歲，另外，對於未來人口發展的預測如圖3-1所示，預測範圍

從2004年到2074年，可以看出65歲以上的人口在未來將明顯增加，因此，英國對

於人口老化的經濟安全與長期照護問題，非常重視，台灣亦面臨人口老化的趨

勢，是以英國的退休金制度可做為我國退休金制度改革之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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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2004 年英國未來的人口預測圖 

 
 

(一) 第一支柱：基礎年金計劃〈The Basic State Pension〉13 

基礎年金計劃是由政府所提供的強制性計劃，個人根據收入的多寡來繳付國

家保險稅，當所得低於某一下限水準時，個人不必繳交社會福利保險稅。其年金

的發放是採取定額年金制〈flat-rate pension〉，可分為下列三種情況： 

1. 全額的基礎年金：一個人能否領取基礎年金，要看他以往的繳費紀錄，如果

在他工作生涯中有 90%的時間曾經繳費，不論投保薪資高低，皆可領取全額的基

礎年金。 

2. 部分的基礎年金：工作年資中繳費年度不足 90%者，所可領取的基礎年金，

就打折扣。 

3. 沒有領取資格：原則上如果工作年資中繳費年度不到四分之一的話，就沒有

領取的資格。但對於屆滿 80 歲卻沒有領取資格之人口亦發給年金〈Over 80 
Pension〉。 

目前個人的基礎年金是每週 84.25 英鎊；若夫婦僅一人繳保險稅，則兩人每

週的基礎年金是 134.75 英鎊；若是沒有領取資格而年齡超過 80 歲以上的老年

人，每週可領取 50.50 英鎊的基礎年金，整理如下表 3-214： 

 

                                                 
13 美加英法德等五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制度彙編，銓敘部 93 年 5 月。 
14 http://www.thepensionservice.gov.uk/hom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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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每月基礎年金給付金額 (per week from 10 April 2006) 

 

 

 

 

 

第一支柱基礎年金計劃的運作方式是採隨收隨付制度(pay as you go 
basis PAYG)，相關的保險費率及退休年齡整理於表 3-3，因醫療進步及長壽

社會所帶來面臨的財政問題，政府計畫在 2010 年與 2020 年之間逐步將女

性領取基礎年金的年齡調高至 65 歲，達到男女相同的目標。 

 

表 3-3  第一支柱－基礎年金計劃 15 

財務處理方式 隨收隨付制度  

基金規模及運用方式 沒有基金準備 (unfund)  

受雇者 10.0% 保險費率 

〈均等費率〉 雇主 12.2% 

男性 65 歲 
法定退休年齡 

女性 60 歲 

所得替代率 43% 

退休金給付水準調整方式 依物價指數調整 

備註 
女性法定退休年齡將由 60 歲提高至 65 歲 

〈2010 年至 2020 年之間逐步調整〉 

 

(二) 第二支柱： 

                                                 
15 英國退休基金管理及監督實務作業，行政院勞工委員會 94 年 7 月。 

  http://61.57.43.68/OpenFront/report/show_file.jsp?sysId=C09401051&fileNo=001 

個人 £ 84.25 

夫婦 £ 134.75 

不具領取資格而年齡超過 80 歲 £ 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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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附屬年金計劃〈State Earnings Related Pension Scheme，SERPS〉與政府第

二年金〈State Second Pension , S2P〉 

由 2002 年 4 月 6 日起，S2P 改革了 SERPS，以便為低薪及中等收入人士，

提供更優厚的額外國家退休金，並且首次讓某些需照料者及長期患病或殘障人士

有機會累積額外國家退休金。 

2. 職業年金計劃〈Occupational Pension〉 

可分為確定給付制及確定提撥制。如果職業年金計劃屬於確定給付制，其給

付水準是將最後退休金計算薪資乘以某一比例，此比例的上限為三分之二，最常

見的計算公式為六十分之一乘以退休金計算年資。如果職業年金計劃屬於確定提

撥制，其給付水準決定於每次定期提撥的金額，用於投資的報酬率。 

3. 個人年金計劃〈Personal Pensions, PPs/Group Personal Pensions , GPPs〉 

個人年金計劃是金融機構、保險公司等為個人所開辦的退休年金，其主要參

加對象為自雇者及未參加雇主所提供職業年金之受雇者。自 1987 年起，英國政

府允許附屬年金計劃〈或政府第二年金〉以個人年金方式外包經營。 

個人年金計劃的經營方式是參加者按月提撥至自己的帳戶中，到退休時再將

自己帳戶中的餘額向原金融機構或是其他保險公司購買年金。個人年金計劃的提

撥具有稅賦的優惠，英國政府規定個人年金每年提撥的金額不得超過所得的

17.5%。 

4. 保管人計劃〈Stakeholder pensions, SHPs〉。 

保管人計劃是金融機構、保險公司等開辦的退休年金。主要提供對象包括受

雇者、自營業者及未受雇者。此項設置是屬於強制性的退休金，其提撥規定較為

寬鬆，凡雇用五人以上的企業，未提供職業年金者，即必須設置該項計劃，但雇

主不須額外強制提撥，只需自員工薪資中扣除即可成為基金，由獨立之信託人，

或具有執照之金融機構代為管理。在員工退休時，可領取退休金帳戶中 25%的金

額而不用繳稅，另外 75%的金額以年金方式領取，必須按規定繳稅。 

(三) 第三支柱： 

外包的企業退休金計劃必須向企業退休金監理機關〈OPRA〉登記，且必須

在稅法規定最大減免範圍內〈年薪的 15%〉允許員工自願附加提撥〈Additional 
Voluntary Contributions, AVCs〉，此員工可領取更多的退休金，員工也可自由選

擇是否要另外提撥至個別計劃〈Free Standing Additional Voluntary Contributions, 
FSAVCs〉。 

三層支柱的退休金架構如圖 3-2 所示，英國的社會安全制度部分私有化，提

供老年經濟生活保障多樣化、多元化及多重選擇，第二支柱退休金制度允許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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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包的方式，自行成立民營職業退休金制度，民營職業退休金制度可自行經

理、授權外部經理人或向保險公司購買年金保險，且將自營業者〈無一定雇主〉

納入擴大保障範圍，第三支柱個人自願提撥方面，又可選擇加入公司所提供退休

金制度或自己所選擇銀行、保險公司、資產管理公司或其他金融機構之年金，給

予私人較具彈性之選擇。英國近年來由於政府負擔退休基金運作的壓力，近年來

朝向讓社會安全基金的部份開放私有，部分資金交由民間控制、有限的資金投資

在慎選、合法運作的共同基金，而非繼續將所有資金投資在低風險、低成長的政

府公債或定期存款，以期能產生更好的收益。 

 

 

 

 

 

 

 

 

 

 

 

 

 

 

 

圖 3-2 英國退休金制度體系 16 

 

在第二支柱的設計上，企業如果選擇退出 S2P，可選擇加入不同的退休金計

劃，為了因應公司裡員工薪資年齡可能會有很大的差異，雇主可能會針對特定員

工參加不同的計劃，根據英國工作及退休金管理署〈Department for Work and 
                                                 
16 我國退休金所得稅制之研究，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93 年 12 月 

第三支柱 

〈自願〉 

第二支柱 

〈強制〉 

第一支柱 

〈強制〉 

基礎年金計劃〈The Basic State Pension〉 

附屬年金計劃〈SERPS〉及

政府第二年金〈S2P〉 

AVCs FSAVCs Individual Saving Accounts 
〈ISAs〉 

個人年 

金計劃 

〈DC〉 

保管人

計劃 

〈DC〉

----------------------------------------------------------------------------------------------------------------------

----------------------------------------------------------------------------------------------------------------------

職業年 

金計劃 

１. DB 

２. DC 

３. Hyb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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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sions〉2005 年的一項調查 17，將近四分之一的企業提供一種以上的退休金計

劃給員工，結果如圖 3-3。對受雇者來說，為了保障退休後的生活，受雇者除了

雇主提供的退休金計劃之外，更可以自行參加金融機構、保險公司等提供的退休

金計劃，同樣是英國工作及退休金管理署對受雇者參與退休金計劃的數目調查，

結果如圖 3，None 代表沒有參加前述計劃，有可能是參與 S2P；約有三分之一的

受雇者選擇加入兩種以上的退休金計劃，而對於參加一種以上退休金計劃的受雇

者而言，平均每個受雇者參與 1.67 個退休金計劃。 

 

72.4%

29.5%

22.0%

35.8%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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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公司與個人參與退休金計劃的數目 

 

職業退休金主要有五種型式，如圖 3-4 所示，根據 NAPF 2003 年的調查，

發現大多數〈61%〉的受雇者會選擇職業年金計劃的確定給付制度，職業年金計

劃的確定提撥制佔 18%，混合制佔 10%，個人年金計劃佔 5%，而保管人計劃則

佔 6%。 

 

                                                 
17 “Employers’ Pension Provision Survey 2005”, Department for Work and Pensions Research Report 

No 329, http://www.dwp.gov.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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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 61%

DC, 18%

GPPS, 5%

SHPs, 6%

Hybrid, 10%

 

圖 3-4 受雇者退休金制度的參與比例 18 

 

(四) 退休給付年金化的設計 

英國的退休金制度中，大都數的 DC 計劃在退休請領時，有強制購買年金的

規定，退休者必須將累積的退休金來購買年金，以提供退休後的所得，強制購買

年金的規定在其他國家並不普遍，例如美國和澳洲，允許個人在退休時如何來支

領退休所得，現行 DC 退休給付的其他選擇非常少，除了購買終身年金保險之

外，還有其他退休選擇；其他可能的退休選擇方式有： 

1. 現金領回：即在退休時請領退休金以現金的方式一次領回。 

2. 所得提領（Income Drawdown）：在退休時，可以不用將錢領出，可以讓退

休金在帳戶中繼續運作，若需要錢，可以允許提領，但最晚需在 75 歲時強制購

買年金，此規定主要是根據 1995 年的財務法案（Finance Act），由於市場的年金

率（Annuity Rate）降低，從 1981 年的高峰點 15.8%降低到 1998 年的 4.4%，由

於年金率的變化會影響到未來年金的金額，因此，提供給客戶延遲轉換的權力。 

二、英國長期照護服務 19 
                                                 
18 NAPF 2003 Annual Survey of Occupational Pension Schemes 
19 「商業性長期照護保險需求之研究-以中部地區為例」，邱國峰，逢甲大學保險系碩士班碩士

論文，92年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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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實施背景 

英國的長期照護制度與國民保健服務（NHS）有相同的歷史。在早期，因為

安養所的數量有限，而且收容了大量的戰後殘疾人士，以致於安養所無法收容所

有需要接受照護的老人，進而使得部份應該留在安養所接受照護的老人，卻被置

留在醫院內，利用國民保健服務的經費照顧。因此，早期的長期照護服務與國民

保健服務不易區分。 

1980 年代 NHS 的財務運作亮起紅燈後，才開始將長期住院的病人送回社

區照護；同時也由於民間興起安養機構建立，逐漸彌補了政府安養機構的不足。

1989 年的長期照護白皮書〈The Secretaries of the State for Health & Social Security, 

Wales and Scotland; the White paper on Community Care Caring for People〉，首度揭

露長期照護之未來方向，鼓勵在宅服務、並給予照護者實際支持。1993 年社區

照護改革，鼓勵民間提供長期照護服務，地方政府逐漸退出長期照護的角色。1996 

年希望透過立法鼓勵民眾自行購買長期照護保險，政府也相對給予各種優惠方

式。 

(二) 照護服務提供與管理方面 

英國長期照護服務提供者主要有二，一為 NHS，二為地方政府社會服務局

(Social Service Department, SSD)。NHS 由中央政府主掌業務，提供醫療保健相關

服務；SSD 主責管理，它有權決定中央補貼預算中用於地方照護服務之比例，並

提供些許社會福利服務。 

(三) 長期照護財務：主要可分為兩部份 

1. 政府：中央政府之一般稅收、地方政府亦可以自行收取地方稅，社會安全部

門之現金給付（如退休金、殘障津貼等）支付長期照護服務及國民保健服務

體系所提供之服務。 

2. 民間：慈善團體及民眾自行負擔等。 

                                                                                                                                            
「運用經濟效用函數架構風險管理模型-以長期看護為例」，徐浩軒，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風險

管理與保險系碩士論文，91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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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長期照護的服務方式 

1. 在宅服務：包括居家照護、社區護理、日間照護、生活協助及飲食提供。大

多數老人住在社區中自有或承租之住宅，小部份則住於社區中的庇護住宅。 

2. 機構式照顧服務： 

（1）醫院：由 NHS 提供，亦有以私人保險提供此類醫療服務。 

（2）護理之家：NHS 有少數護理之家，大部份由志願組織或私部門所提

供。 

（3）養護機構：其中NHS 所提供之醫療部份，包括醫院及護理之家，其

財源來自一般稅收，而養護機構屬於社會服務部門，則由地方政府支應費

用。 

第二節 年金保險商品與市場概況 

英國的保險公司在人口老化的市場上扮演極重要的角色，近年來，由於在退

休金改革上加重了私部門的功能，同時轉向以 DC〈確定提撥制〉型式的退休金

計劃為主的計劃，保險公司除了提供保險商品外，亦提供資產管理的玏能，另外，

由於稅賦優惠的規定，年金化的商品享有稅賦優惠，促使保險公司退休年金

（Pension Annuity）業務的發展，本節主要整理英國在因應退休金市場有關年金

保險的商品。 

一、 年金商品 

年金保險的主要的玏能為將退休的財富依分期的方式領回，藉由風險分攤的

機制，讓存活的人可以領到年金來過生活，目前英國年金保險運用在退休金計劃

上非常廣泛，因此，根據商品是否屬於退休金計劃下的年金保險，分為強制購買

年金保險（Compulsory purchase annuities or Pension Annuity）與自願購買年金保

險（Purchased life annuities），其中強制購買年金是退休計劃下的年金保險，根據

Inland Revenue 稅法的規定，員工必須將累積的退休金於 75 歲前轉成年金或者其

他保證年金（alternatively secured pension），此部份強制年金化的規定促使員工

購買年金保險，而自願購買年金保險是個人依自己的意願所購買的年金保險，不

論是強制購買年金保險或自願購買年金保險，商品的設計有以下幾種類型： 

(一) 標準型年金〈Standard Annuities〉 

1. 單生年金（Single life annuities）：年金給付在年金被保險人死亡時停止，而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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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保險金亦不會返還給被保險人的親屬。 

2. 連生年金（Joint life annuities）：連生年金的有兩個(或以上)的被保險人，按照

契約的規定，給付會在第一個被保險人死亡停止，另一種情形是會給付到最後一

個死亡的被保險人為止。 

3. 固定年金（Level annuities）：在年金購買時即約定好每期會給付的名目金額，

之後不會再調整。 

4. 固定調整年金（Escalating – fixed amount）：給付金額以固定比率增加，例如

每年固定成長 3%。 

5. 依通貨膨脹調整年金（Escalating – RPI）：給付金額與 Retail Prices Index 相

連結，當 RPI 降低時，給付也會降低。 

6. 依通貨膨脹限額調整年金（Escalating – LPI〈Limited Price Indexation〉：）給

付金額與 RPI 相連結，但每年最多成長 5%，但 LPI annuity 給付的金額不會降

低。 

7. 保證年金（Guarantee annuities）：可細分為保證年期或保證金額。保證年期的

保證年金在約定的時間內(可能是五或十年)，無論年金被保險人是否存活皆會給

付年金；保證金額的保證年金則是保證最低的年金給付。 

(二) 與投資相關的年金〈Investment-linked annuities〉 

1. With-profits annuities：分紅型年金。有一個固定金額的給付(通常較低)，再加

上分紅的部分，如果保險公司投資失利，則可能會只剩下固定給付的部分。 

2. Unit-linked annuities：投資連結型年金。被保險人的保費會投資在一個基金

中，每年保險公司會賣掉固定單位的基金用以給付年金，投資連結型年金的風險

性較大，當基金價值降低時，給付亦會降低。附上最低保證給付的投資連結型年

金通常較受歡迎。 

(三) 其他種類的年金〈Other annu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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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lexible Annuities/ Phased retirement20：彈性年金，可利用短年期的年金取代

終身年金，可享有較多的稅賦優惠。 

2. Open Annuity：以個人為單位，將保費進行投資，由於沒有傳統年金交叉補

貼的功能，當投資的帳戶價值少於某水準時，就要將剩餘的帳戶價值拿去購買保

證年金。另外可能要加買人壽保險。 

3. Enhanced Annuities：在年金保險的費率計算時考慮差別費率，對於好的風險

（good-risks）的年金保戶給較優的年金率。由於年金保險是在保戶活的時候給

予年金給付，對於保險公司而言，所謂好的風險是指不健康的保戶，亦即未來較

無法一直支領年金的保戶。 

 

各種年金的分類如圖 3-5 所示。 

 

圖 3-5  年 金

                                                 
20 “Finance and Investment Board Working Party - Demand for DC Products”, http://www.actuaries.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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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類 

 

圖 3-6 是一項 Association of British Insurers 針對購買年金商品種類的調查，

結果顯示 57%的人會選擇購買傳統的年金商品〈將 Single/Fixed 及 Joint 合併〉，

13%的人會選擇購買遞增型的年金，12%的人會選擇購買保證年金，只有 3%的

人會選擇購買與投資標連結的年金。大多數的人會選擇購買傳統的年金商品，可

能的原因是這類的年金購買者不將傳統的年金商品視為最主要的退休年金，所以

選擇初年度可領取較多給付的年金商品，或者因為這類的年金購買者他們的累積

退休基金的金額較小，相對而言通貨膨脹對年金價值的影響亦不會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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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 
annuities 

Investment- 
linked 

annu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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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le life annuities 

Joint life annuities 

Fixed annu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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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linked annuities 

Flexible Annuities 

Open Annu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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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le / Fixed ,

51%

Joint, 6%

Escalating, 13%

Guarantee, 12%

Can't say, 15%

investment-linked,

3%

 
圖 3-6  年金購買種類的調查 21 

 

二、 市場趨勢 

目前市場上舊有的確定給付制度不適用於新加入的員工，根據 2005 年 10
月一項針對倫敦證券交易所交易 100 個企業〈倫敦金融時報 100 指數〉的調查，

只有 24%的公司對新進員工提供確定給付制，另外有 67%的公司已不提供確定

給付制給任何員工。在這 67%的公司裡，有 74%的公司採用確定提撥制，而 14%
則採用 GPP 制。 

根據圖 3-7，1979 年至 2004 年間，確定給付制的參與人數已明顯下降，

而確定提撥制有漸漸增加的情況，如果這個趨勢不變，預估在 2012 年，參與確

定提撥制與確定給付制的人數將會趨近相等，由圖中兩計劃的比例相同可見。 

 

                                                 
21 圖3，”Annuities: bonus or burden?” Association of British Insurers,  

http://www.abi.org.uk/BookShop/ResearchReports/Annuities%20-%20bonus%20or%20burden%20

Dec%200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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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Data GAD Survey / DWP “Shifts in the Pension Landscape” 
Predictions added based on rate of change from 2000 to 2004 

圖 3-7 職業退休金的未來趨勢 22 

 

根據英國保險協會〈Association of British Insurers〉整理之1994-2005年新契

約保費收入資料，繪製圖3-8及圖3-9，圖3-8為Regular Premiums之保費收入圖而

圖3-9為Single Premiums之保費收入圖。結果在圖3-8中發現Individual Pension明顯

增加，而Group Pension則沒有太大的變化，一般的被保險人購買年金商品會選擇

Regular Premium的方式，故可以看出Individual Pension逐漸被一般社會大眾接

受。 

                                                 
22 Data GAD Survey / DWP “Shift in the Pension Landscape” Predictions added based on rate 

of change from 2000 to 2004, 

http://www.thepensionsregulator.gov.uk/pdf/mediumTermStrategy.pdf 

趨近

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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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1994-2005 New Regular Premiums 26 

 

                                                 
23 Self Invested Personal Pensions (SIPPs): A type of personal pension which gives the policy holder 

more choice about the investments held. With a SIPP you can invest in the shares of any company 

listed on a stock exchange recognised by the Inland Revenue. 
24 A reference to section 32 of the Finance Act 1981 which defined the original legislation allowing a 

person to transfer a payment representing pension benefits from a previous employer (occupational 

pension scheme) to a personal pension plan operated by an insurance company of the person's 

choice. 
25 Executive Pension Plans (EPPs): EPPs are DC schemes. Contributions into EPPs are focused on the 

employer. EPPs appeal primarily to Senior Managers and Controlling Directors. EPPs are the 

pension of choice for senior managers. 
26 圖 3-8 及圖 3-9, ”Quarterly New Long-term Business “, Association of British Insurers,  
  http://www.abi.org.uk/Display/File/524/Summary_Tables.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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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1994-2005 New Single Premiums 

 

另外，有關長期性保險之保險保費收入及保險給付的概況如表 3-4 至表 3-9
所示。 

 
 
 
 
 
 
 
 
 
 

 
表 3-4  2000-2004 英國長期性保險之保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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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4 表示各種業務的躉繳及分期繳保費收入的概況，可看出壽險與一

般年金的保費收入、個人退休金的保費收入皆略為減少的趨勢，微幅成長，而值

得注意的是團體及職業退休金的保費收入減少將近五成。而表 3-5 表示各種業務

的保險給付，有增加的趨勢，但以 2003 年在退休金給付上有大幅的增加。 
 

表 3-58 2000-2004 英國長期性保險之保險給付 
 

 
表 3-6 1994, 2000-2004 英國長期性保險之新簽單保險之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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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可明顯看出集體投資計劃(Collective Investment Schemes)無論是在保

單的簽發量或是新保費收入皆大幅度的成長，所謂的集體投資計劃是由監理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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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 (FSA))之金融服務法 2000 年所定義的業務，其由投

資同意將資產聚集交由專業之投資人來管理，投資標的包括長債、短債、以及股

票，其和共同基金不同是其運作必須經由 FSA 認可，且在稅賦上會有不同。 

表 3-7 中表示保險公司的個人業務有效保單的狀況，年金業務是以強制購買

年金的保費及張數較個人自願購買年金多，可見市場中購買年金的動機仍不強

烈。表 3-8 表示保險公司的團體業務有效保單的狀況，不論是 DC〈確定提撥制〉

的退休金計劃或是 DB〈確定給付制〉的退休金計劃皆人數皆遞減，且提撥保費

亦下降，但以確定提撥制計劃為主。 

 

 
表 3-7 1994, 2000-2004 英國長期性保險之有效保單保險概況 

 

 

表 3-8 1994, 2000-2004 英國團體保險及退休金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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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1994, 2000-2004 英國團體保險及退休金之保險給付概況 

 
 

另外，年金保險的轉換率亦稱年金購買率(Annuity Rate)，保險公司會根據外

部因素(投資情況最新死力的評估)和內部因素(資本可取得性、資本的必要報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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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保險公司得到該資本的機會成本做比較)，來定期改變比率，保險公司會根據

自己的(死力)經驗和參考同業間 Actuarial Profession 出版的資料來做年金的定

價，每間保險公司的經驗累積會依據他們自身的分配而有所不同。 

根據近年來股票的趨勢以及年金購買率的變化如圖 3-10 所示，年金率在最

近 5 年下跌了將近 30%，連帶使得許多人相信年金所能提供的價值是非常少的。

在 1998~2001 的一月一日，年金率下降 10%，但股票市場利率卻上升了 21%，

也就是在這個期間，年金所下降的部分將會被上升的股票市場利率所彌補。但是

當年金率在接下來的二年下降到 20%時，這樣的現象將被推翻，並且連帶使得股

票市場利率下降到 40%，這稱為雙重打擊效果(double whammy effect)。 

 

 

圖 3-10 年金購買率與股票市場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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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長期照護保險商品與市場概況 

隨著人口老化的現象愈趨顯著，長期照護的需求增加。在英國，除了政府

所提供的長期照護服務外，民眾亦可選擇購買由保險公司發行的長期照護保險，

保險公司的所設計的長期照護保險主要提供了現在或是未來需要長期照護所必

須的費用，被保險人可以利用躉繳或是分期繳費的方式購買長期照護保險，用以

支付日後的居家照護或是護理之家、安養中心的費用，而長期照護並不包括短時

間的疾病，或是可以痊癒的疾病，而包括長期的疾病如中風或者是癡呆等症狀。

由於需要長期照護的症狀不一定都會在 NHS 的範圍內，因此，需要透過長期照

護保險來保障日後的生活。 

在英國，目前主要有三種類型的長期照護商品，第一類商品是在被保險人

需要長期照護時，會給付保險金；第二類商品是投資型商品，無論被保險人是否

需要長期照護，皆給付保險金；第三類是抵押貸款型商品，被保險人可以選擇要

不要給付長期照護保險金。詳細的分類如下： 

一、 長期照護保險的種類27 

(一)、 Insurance product 

1. Immediate Need Plans 

這一類的保單，就如同弱體 (impaired health) 的年金保險，提供給立即需

要長期照護的人。如果你的身體狀況已經將當不好，且馬上就要進入護理之家，

你可以以一筆躉繳的保費來購買這個保單，這個保單將會提供你未來長期照護所

必須的費用，直到你不再需要長期照護為止。 

2. Deferred Care Plans 

與 Immediate Care Plans 相似，但給付保險金的時間點會是在被保險人需要

長期照護的某一段時間以後才開始給付，這類的長期照護商品較為少見，較適合

本身累積足夠金額來給付初期照護費用的被保險人，這類長期照護商品的保費會

比 Immediate Care Plans 相對便宜。 

3. Pre-funded Policies： 

購買此類的商品可選擇一次付清或是分期繳費，每五年保險人具有調整保

費的權限，即便是繳清後保險人仍可再要求被保險人繳交增加的保費。(The 
premium is usually regularly reviewable, often every five years, at which time the 
insurer can increase premiums. Even if you bought with a lump sum they may want 

                                                 
27 http://www.privatehealth.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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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money.) Pre-funded Plans 是事先透過保險的方式來累積未來長期看護所需

之費用，主要有兩種型式： 

甲、 類似一般傳統的保險，你可以利用躉繳保費或是分期保費來購買保險，

亦利用大數法則集體分擔未來的風險。在任何年齡都可以購買這種長期照

護保險，不過你的健康狀況將會被列入保費計算的考量中，此類的長期照

護保險允許健康狀況逐漸惡化的人來投保，亦可以選擇你希望的照護型

式。 

這種長期照護保險不同於其他的傳統保險，當你要解約時通常無法

獲得保費的退還 (no refund of premium)，而且解約後再要求理賠也不可能

會給付保險金。然而亦有部分的長期照護保險允許你停止繳交保費，保單

可繼續但必須降低保額。 

乙、 這種 Pre-funded 的保單是結合一筆躉繳保費用以投資債券再加上分期

繳費的長期照護保單。這種保單在被保險人死亡之後仍會給付保險金給被

保險人的繼承人，而每一期所必須要支付的長期照護保費是由投資的債券

帳戶中領出。如果不再需要照護的服務，帳戶中剩餘的價值就會轉入你的

資產中，這個剩餘價值是投資的金額+投資獲利-長期照護保費。 

投資的債券可以在任何時間兌現，你應該確保你了解這樣的性質對

長期照護保險的可能影響，在某一些此類的長期照護保險中，你還可以選

擇繼續繳交保費。 

(二)、 Investment Plans 

購買年金或是債券商品，利用這些商品未來的給付當作長期照護的費用來

源。 

(三)、 Equity Release Plans 

為新型之創新商品，Equity Release Plans 是將房屋的價值轉為長期照護保險

的保費。這類的保單通常適合房屋沒有貸款而想要在不賣掉房子的情況下獲得資

金的被保險人。這類的保單對於擁有高價資產卻低收入的被保險人而言是一個很

好的選擇，當然利用房子的融資收入可用以支付長期照護的保費。主要的商品有

下列幾種型式： 

1. Lifetime Mortgage Plans：利用房屋來做反向抵押貸款，具有稅賦的優惠，通

常最低的投保年齡是 55 歲，以下介紹主要的幾種商品 

甲、 Home Income Plan  

將房屋抵押後拿到的貸款去購買年金商品，利用年金給付來償還每

月的利息〈通常利息是固定的〉。最初借貸的金額在房屋賣出時會再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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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Home Income Plan 貸款金額可購買的年金商品額度通常不高，故只

有 80 歲以上的人來貸款或許才能買到足以供應生活的年金商品。 

(2) Interest only mortgage  

將房屋抵押後拿到的貸款用來支付日後的利息，而利息可能會變動，

故有通貨膨脹的風險。最初借貸的金額在房屋賣出時會再給付一次。 

i. Roll-up mortgage  

將房屋抵押，可選擇一次請領或分期領取貸款的金額，除非房子賣

出，否則不需要支付利息。通常這個基準下的貸款額度很小。 

ii. Drawdown mortgage  

將房屋抵押後，等到需要時才貸款，除非房子賣出，否則不需要支

付利息。如果選擇貸款較房屋價值小的金額，Drawdown mortgage 的成本

就會比 Roll-up mortgage 低。 

iii. Fixed repayment lifetime mortgages  

將房屋抵押後不需要支付利息，但當房屋賣出時必須還給保險人比

原本貸款額度高的本金。 

2. Home Reversion Plans 

在 Home Reversion Plans 下，被保險人將整個或是部份的房屋賣出，

reversion company 扮演的角色可能是房屋購買者，亦有可能是購買者的代理人。 

 

圖 3-11 LTC insurance 商品分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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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長期照護保險的運作 

(一)、 長期照護保險金給付的判定 

長期照護保險主要根據日常生活的判定標準（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ADL），包括執行吃、喝、穿衣(裝飾)、洗澡等日常活動，若被保險無法從事 ADL
的規範時，即符合長期照護保險金給付的標準，詳細的定義依保單規定為主。而

老年癡呆症(阿茲海默症，Alzheimer's disease)幾乎為大多數長期看護保險所納入

的疾病，理賠的程序為保戶必須提出完整的理賠申請給保險公司，可請醫生開證

明，而且保險公司也會希望詳細了解保戶的健康狀況。給付會在提出申請後的一

段時間內開始，這段等待的時間通常為 13 個星期，更長或更短都有可能，因為

保險公司必須針對你的狀況來判斷要給付多少長期照護的費用。某些保險公司甚

至於會提供保戶醫療咨詢，建議保戶或是跟保戶討論應該接受哪種型式的長期照

護。而保險公司給付的長期照護費用可能會直接給照護機構，亦可能會給被保險

人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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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來說，對於 Immediate Need Plans 通常不需要參考 ADL 或是額外的醫療

資訊即可開始給付。而 Pre-funded Policies 須通過 ADL 的給付判定，如果無法達

成 ADL 要求正常的標準，Pre-funded Policies 就會開始給付。 

(二)、 長期照護保險不理賠的範圍 

一般來說，各保單不盡相同，應參閱該保單之除外條款，常見的有下列情況： 

1. 部分精神、神經疾病，譬如說憂鬱症、精神分裂症或是老年癡呆症。 

2. 酗酒和吸毒。 

3. 自殘或企圖自殺。 

4. 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 (AIDS)。 

5. 戰爭。 

(三)、 長期照護保險的費率 

保費的計算會根據你購買長期照護保險時的年齡、性別、健康狀況來決定，

年齡愈低且健康狀況愈好時購買保險保費可能就會愈低，當然保險理賠的等待時

間亦會影響保費的計算，如果希望保費不會隨年齡而增加，或是保證某一段時間

內的保費不會增加，在公平保費的原則之下，初始保費必定較高。 

(四)、 通貨膨脹的影響 

大部分保單會隨物價指數調整，確保未來保險金不會受到通貨膨脹的影響。 

(五)、 可銷售長期照護保險的機構 

1. 保險公司 

2. 獨立的財務顧問 (Independent Financial Advisers) 

3. 保險經紀人 

(六)、 銷保單的期限 

所有的保單都有冷靜期 (cooling off period)，在這個期間內你可以取消保

單，而已繳保費可全數退還。 

長期照護保險的稅制 

目前保險費的支出並沒有任何稅賦的優惠，但是長期照護保險的保險金給

付不論是直接給照護機構或是給保戶本身，都不需要課徵所得稅。保戶從保險公

司方面得到的保險金給付不影響國家所補助的長期照護費用，但稅制在未來可能

會有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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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長期照護保險與國家補助的結合 

殘障或是需要照顧意即需要較多的收入來支付，通常需要照護的判定標準是

符合領取傷殘生活津貼(Disability Living Allowance)或是護理津貼(Attendance 
Allowance)的狀況，然而這些津貼的補助並無法支付所有在家或是在護理之家、

安養中心的費用。 

經由地方法院判定通過之後，即可獲得國家的長期照護服務，不過並非每一種醫

療的照護行為都在國家的給付範圍內，在照護的過程中醫療機構會有權利要求病

患自行負擔部分的費用。 

長期照護保險的運作目前對於資產總價值低於或等於£11,500 的民眾，國家

將負擔所有的長期照護費用，這裡的總資產包括現金、銀行存款、投資、股票、

海外資產或是任何不包括目前居住房子的不動產。如果你的資產總額在

£11,500~£18,500 間，政府在經過嚴謹的審核後將給與部份的補助；如果你的資

產總額超過£18,500，則必須自行負擔絕大部份的長期照護費用。除此之外，當

你必須長期搬進安養中心且你的房子沒有其他人居住時，你的房子價值亦會被列

入總資產的計算中。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已投入必要的措施以防止在計算總資產

前，將資產轉至他人名下的不當行為。 

自 2001 年四月之後，你的房子價值將會在你確定具有搬進安養中心或護理

之家的三個月後才會計算價值，而且如果你的房子裡仍有你的伴侶或是配偶居

住、超過 60 歲以上的親戚、60 歲以下但喪失行為能力的親戚、或是 16 歲以下

需要你照顧的小孩，你的房子就不會被列入資產中的計算。 

為清楚了解長期照護商品的設計，本研究整理了一些商品實例如表 3-10 表 3-17。 

表 3-10 Insurance products: Immediate Care 

公司 GE Life Norwich Union 
Life 

PPP Lifetime 
Care 

Partnership 
Assurance 

商品名稱 Immediate Care 
Fees Plan 

Immediate Care 
Plan 

Immediate 
Lifetime Care 

Immediate 
Care  

投保條件 50 歲以上 18-99 歲 18-99 歲 60 歲以上 

保險期間 終身 終身 終身 終身 

繳費方式 躉繳 躉繳 躉繳 躉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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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保範圍 - - 精神方面的疾

病 

日常生活活動

能力 

- 

給付 月給、週給付 

直接給付給照

護單位 

最高投保金額

不限 

不能轉換為年

金 

月給、季給、

半年給、年給

付 

最高投保金額

不限 

投保三個月後

生效 

直接給付給照

護單位 

月給付、半年

給付、年給付 

直接給付給照

護單位 

月給付、四週

給付 

可轉換為年金 

備註 最 低 保 費

£10000 
最 低 保 費

£5000 
- 最 低 保 費

£5000 

 

表 3-11  Insurance products:  Deferred Care 

公司 Partnership Assurance PPP Lifetime Care 

商品名稱 Deferred care Secured Lifetime Care 

投保條件 60 歲以上 18-99 歲 

保險期間 終身 終身 

繳費方式 躉繳 躉繳 

承保範圍 - 精神方面的疾病 

日常生活活動能力  

給付 給付遞延 1-5 年 給付遞延 1-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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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給付給照護單位 

月給付、四週給付 

可轉換為年金 

直接給付給照護單位 

月給付 

備註 最低保費 £5000 - 

 

表 3-12   Insurance products:  Pre-funded 

公司 Partnership Assurance Partnership Assurance 

商品名稱 Care Prepared-DeLuxe Care Prepared-Premier 

投保條件 20-74 歲 50-74 歲 

保險期間 終身 終身 

繳費方式 月繳、年繳、躉繳 月繳、年繳、躉繳 

承保範圍 精神方面的疾病 

日常生活活動能力 

精神方面的疾病 

日常生活活動能力 

給付 月給付 

無法獨自完成日常生活活動能

力中的任一項，將一次給付保險

金；之後無法獨自完成日常生活

活動能力中的任兩項，給付 50%
的保險金額；三項以上則給付

100%的保險金額 

月給付 

無法獨自完成日常生活活動能

力中的任一項，將一次給付保險

金；之後無法獨自完成日常生活

活動能力中的任兩項，給付

100%的保險金額 

備註 可遞延 3、6、12、24 個月 

每五年可調整保費 

可遞延 3、6、12、24 個月 

每五年可調整保費 

 

表 3-13   Insurance products:  Pre-fu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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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Partnership Assurance Universal Provident 

商品名稱 Care Prepared-Standard Living Care 

投保條件 50-74 歲 18-74 歲 

承保範圍 精神方面的疾病 

日常生活活動能力 

精神方面的疾病 

日常生活活動能力 

保險期間 終身 終身 

繳費方式 月繳、年繳、躉繳 月繳、年繳 

給付 月給付 

無法獨自完成日常生活活動能

力中的任一項，開始給付保險金

直接給付給被保險人 

無法獨自完成日常生活活動能

力中的任兩項，開始給付 50%的

保險金額；三項以上則給付

100%的保險金額  

備註 可遞延 3、6、12、24 個月 

每五年可調整保費 

每兩年可調整保費 

HIV/AIDS、故意行為、自行飛

行不在承保範圍內 

 

表 3-14  Equity Release:  Lifetime Mortgage Plans 

公司 GE Life Just Retirement 

商品名稱 Equity Release Lifetime 
Mortgage 

Fixed Lifetime Mortgage 

投保條件 60-95 歲 

居住在英格蘭、蘇格蘭或威爾斯

房屋無其他貸款 

60-95 歲 

居住在英格蘭或威爾斯 

房屋無其他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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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價值 £100000 以上 

給付 一次給付 

被保險人死亡或住進安養院，會

給付第二次 

利率固定 

一次給付 

被保險人死亡或住進安養院，會

給付第二次 

利率固定 

備註 - 最低貸款金額 £10000 

 

表 3-15   Equity Release:  Lifetime Mortgage Plans 

公司 Just Retirement Norwich Union Equity Release 

商品名稱 Roll-Up Lifetime Mortgage Cash Reserve Option 

投保條件 60-95 歲 

居住在英格蘭或威爾斯 

房屋無其他貸款 

房屋價值 £100000 以上 

60 歲以上 

居住在英格蘭、蘇格蘭或威爾斯

房屋無其他貸款 

給付 一次給付 

被保險人死亡或住進安養院，會

給付第二次 

利率維持與貸款時相同 

分次給付 

被保險人死亡或住進安養院，會

再給付一次 

利率維持與貸款時相同 

備註 第一次預借現金最低 £10000，
第二次最低 £2000 

最高貸款額度 £600 000 & 50%
的房屋價值，第一次貸款最低金

額為 £10000 

  

表 3-16  Equity Release:  Lifetime Mortgage Pl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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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Norwich Union 
Equity Release 

Norwich Union 
Equity Release 

Prudential 

商品名稱 Fixed Rate Lifetime 
Mortgage 

Index-Linked 
Lifetime Mortgage 

Property Value 
Release Plan 

投保條件 60 歲以上 

居住在英格蘭、蘇格

蘭或威爾斯 

房屋無其他貸款 

55 歲以上 

居住在英格蘭、蘇格

蘭或威爾斯 

房屋無其他貸款 

60-84 歲 

居住在英格蘭、蘇格

蘭或威爾斯 

房屋無其他貸款 

房屋價值  £125000
以上 

給付 一次給付 

被保險人死亡或住

進安養院，會給付第

二次 

利率固定 

一次給付 

被保險人死亡或住

進安養院，會給付第

二次 

利率與物價指數連

結 

一次給付 

被保險人死亡或住

進安養院，會給付第

二次 

利率固定 

備註 最 低 貸 款 額 度

£15000，最高貸款額

度 £600 000 & 50%
的房屋價值 

最 低 貸 款 額 度

£15000，最高貸款額

度 £600 000 & 50%
的房屋價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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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日本高齡化社會保險市場的概況 

第一節 高齡化現象 

對二十一世紀的人類社會而言，快速的人口老化及高依賴比，使得老人議題

對國家產生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戰，不只是國家經濟將受到影響，社會制度也必須

跟著變遷。現今日本的老化率（65 歲以上人口佔總人口的比率）已經接近 20%，

而 2012 年後於戰後嬰兒潮出生的人口即將邁入老年期，導致人口老化現象的加

劇。根據日本 2006 年之厚生勞動白皮書，到 2025 年，老化率將增為 28.7﹪，2050
年將超過 30﹪。 

在人口老化的同時，日本國民的平均壽命也跟著增加，男性平均壽命在 1947
年時為 50 歲，到了 2005 年已接近 80 歲；女性在相同的期間平均壽命從 55 歲增

加到 85 歲，在短短的 50 年中平均壽命增加了 30 歲。表示為了準備支應個人的

退休生活費用時，應考慮的金額勢必較以前更為龐大。 

    日本在 2006 年正式進入人口負成長的階段，是一個高度老化的社會。為了

因應高度老化社會的到來，日本政府必須對年金、長期看護、醫療等社會保險制

度進行根本的改革，由圖 4-1 中可看出在日本用於社會保障的國家預算中，由社

會保險費佔大宗，可知人口老化對社會保險成本的影響。 

 

資料來源：厚生勞動白皮書 2006� 

圖 4-1 社會保障費用的預算之構成比例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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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退休及長期看護制度 

一、 日本的退休體系：四階層年金制度 

日本的年金制度採用四階層制（見圖 4-2），涵蓋了世界銀行建議的完整的退

休計劃的三大支柱，也就是政府提供的「社會福利制度」、雇主提供的「企業退

休制度」和「個人儲蓄」部分。 

(一)、 社會福利制度 

第一層：國民年金（基礎年金） 

第二層：厚生28年金、共濟年金（共済年金，亦稱互助年金） 

(二)、 企業退休制度 

第三層：國民年金基金、厚生年金基金、適格退職年金、確定給付企業年

金、共濟年金的職域相當部份 

(三)、 個人儲蓄 

第四層：個人年金 

 

　   　　  

 

　 圖 4-2、日本的四階層年金制度 

(一)、 社會福利制度：國民年金、厚生年金、共濟年金 

                                                 
28 【厚生】こうせい 提高生活；保健 

第一類被保險者 第三類被保險者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第四層 

第二類被保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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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國民年金自 1986 年 4 月起將強制加入的被保險人劃分為三類：第一

類被保險人－20 至 59 歲的住在日本的自營業者及其配偶、失業者與學生等；第

二類被保險人－未滿 70 歲的職員、受雇者、公務員等，凡加入第二階層的厚生

年金或共濟年金者皆屬此類；第三類被保險人－第二類被保險者的所有 20 至 59
歲的被扶養配偶，被撫養的定義為生活費的一半以上需出自對方的收入。其他如

住在日本 60 至 64 歲的國民、住在海外 20 至 64 歲的日本國民等可自由加入國民

年金，視做第一類被保險人。國民年金的保險費是固定且與個人收入無關的，而

厚生年金與共濟年金的保險費則是與個人收入連動的，但仍是由政府營運並帶有

強制色彩。 

公共年金的給付方面，可分為下列三種： 

1. 只要繳納一定期間以上的保險費，在達到規定年歲時付給「老年給付」。 

2. 對於滿足一定傷殘要件者，視傷殘程度付給「殘障給付」。 

3. 被保險者死亡時，給付由被保險者撫養者「遺族給付」。老齡基礎年金，國民

年金的老年給付的給付條件為加入國民年金至少 25 年，原則上年齡達到 65 即可

領取（或同意減額提早至 60 歲開始領取），厚生老齡年金則是只要具備領取老齡

基礎年金的資格，即使只有參加一個月也可領取。表 4-1 為國民年金、厚生年金、

與共濟年金在不同方面的比較。 

表 4-1、國民年金、厚生年金、共濟年金比較表 

受雇者年金（被用者年金）  國民年金 
(基礎年金) 厚生年金 共濟年金 

被保 

險者 

20 至 59 歲的全體國民 受適用厚生年金的企業29

所雇用，未滿 70 歲者。

公務員、農林漁牧

業公會職員、私校

教職員等 

保 

險 

費 

第 1 類被保險者 

13,580 円/月，從 2005 年 4
月開始每月提高 280 円到

2017 年固定為 16,900 円 

第 2 類被保險者 

和受雇者保險的保險費一

每月薪水的固定比率由

企業主和員工各負擔一

半 

同時仍要給付國民年金

保險費 

同右 

                                                 
29適用的企業包括厚生年金保險法所列的事業所、事務所或船舶(以上為強制適用事業所），以及

強制適用事業所以外的事業所業主，在取得半數以上從業員工同意後亦得申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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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計算 

第 3 類被保險者 

由配偶的年金制度負擔 

2009 年由國家負擔的部份

調高至 1/2 
雇主直接自給員工的薪

水扣除保險費一同繳納 
同右 

給 付

額 
根據總體經濟調整 報酬比例年金 

＋加給年金 

報酬比例年金 

＋加給年金 

給 付

種類 
老齡、殘障、遺族基礎年金 老齡、殘障、遺族厚生年

金 
老齡、殘障、遺族

共濟年金 

資料來源：http://www.yu-cho.japanpost.jp/kakutei/02annuity/01seido/index212.html 

(二)、 企業退休制度 

企業年金由各企業自主設立，屬於企業福利的範疇，目的是供職工退休之後

作為養老之用。與其他先進國家一樣，日本的企業年金主要是作為基礎年金的補

充，數額多寡視企業經濟效益而定，主要採取三種方式給付：1. 一次性連本帶

利給付。2. 以年金方式給付，也就是逐年給付。3. 混合給付方式，同時給付一

次性和年金的方式。 

雖然在國家層次的社會福利制度中保險公司沒有參與的機會，但在企業退休

制度與個人年金方面，保險公司可以提供多樣的商品和服務，下表 4-2 是保險公

司在退休金制度的各階層中所扮演的角色說明。一般來說日本可接受代客操作之

機構計有投資顧問公司、信託銀行及人壽保險公司。 

表 4-2、保險公司在退休金制度中的角色 

年金種類 相關度 關聯 制度 
第一層 國民年金 無 － DB 

厚生年金 無 － DB 第二層 
共濟年金 無 － DB 
國民年金基金 無 － DB 
厚生年金基金 有 運用委託 

業務委託 

DB 

 

第三層 

適格退職年金 有 運用委託 201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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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止  
確定給付企業

年金 
有 運營管理機關 

資產運用機關 

商品提供機關 

DB/DC/CB 

第四層 個人年金 有 財形30年金保險商品 

個人年金保險商品 

商 業 年 金

無規範 

註：DB（Defined Benefit Plan）確定給付制、DC（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確

定提撥制、CB（Cash Balance Plan）現金帳制；－表沒有關聯 

1. 厚生年金基金 

厚生年金基金是由企業代理運用國家舉辦的厚生年金的資金的老年給付部分，亦

即參加此基金的企業不需繳交該部分的厚生年金保險保費，並提供比國家更好的

給付額度。給付部份可分為基本部分與加算部分（見圖 4-3），基本部分在老年厚

生年金的計算公式上與原本國家規定的相同，但需要多計算一個+ 的加乘率

31，而加算部分則是企業獨自提供給員工的終身年金，在一定範圍內可以由企業

自己規定給付內容。除了基本部分與加算部分之外，厚生年金基金中屬於國家給付

的部分為維持不變。 
 
 

 

 

 

 

 

 

圖 4-3、厚生年金基金給付 

                                                 
30
【財形】ざいけい 勤勞者財產形成制度的簡稱，是由工作者將所得之一部份以先行扣除的方

式交由金融機關儲存以獲得稅制優惠的制度。 
31 厚生年金基金基本給付部分的計算公式 平均表準報酬月額× 9.5～7.125＋α（根據出生年月日

改變）÷1000 × 厚生年金實際加入月數 

老齡基礎年金 老齡厚生年金

代行給付加算給付 

物價調整

α

加算部份 基本部分 國家給付不變 

退職金制度 適格年金制度 

厚生年金保險 

厚生年金基金 

從基金移入 



 83

厚生年金基金的設立型態可分為三種：1.單獨設立－企業內固定雇用的員工

需達到 1000 人以上。2. 聯合設立－企業擁有其他企業 20%的股權時可以與該公

司共同設立，受雇員工合計需達到 1000 人以上。3. 總合設立－同種同業或特定

地區內的企業共同設立，受雇員工合計需有 5000 人以上。任何的設立型態都要

求要有受僱員工 1/2 以上的同意，若公司內有 1/3 以上受僱員工參與組織的工會

時亦需要該公會的同意，並得到厚生勞動大臣的認可，即可成立厚生年金基金。

基金的資產管理與運用必須委託專業金融機關，在此指信託銀行（日本的信託銀

行可以從事年金數理的業務）、人壽保險公司與全國共濟農業協同組合聯合會（簡

稱全共聯），或在特定條件下亦可委託投資顧問公司代為運用資金。設立與運用

制度可見圖 4-4。 

 

 

 

 

 

 

圖 4-4、厚生年金基金成立制度 

至 2006 年 4 月 1 日為止總共有 685 個基金設立，多以總合設立為主，佔所有已

成立基金數的 77%（見圖 4-5）。 

 

  

 

 

 

資料來源：http://www.pfa.or.jp/top/toukei/graph_kikin.html 

圖 4-5、2006 年不同設立形態的基金數  

從業員(被保險者) 

厚生年金基金 

(特別法人) 

企業(雇用者)

政府指定法人 厚生勞働省 

運用機關 

(信託銀行、壽險公司、

投資顧問公司) 

設立認可 

設立認可申請 

設立 

年金給付

委託數理

計算業務

運用委託

運用收益

資金

單獨設立 
69 基金 

聯合設立 
91 基金 

總合設立 
525 基金 

基金數 
685 基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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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確定給付企業年金法公佈日後，厚生年金基金可以自 2001 年 6 月 15 日起

的 2 年半內將代為操作國家資金的部份交回，將制度轉為確定給付企業年金制

度。另外，也可以將基金的全部或是一部分轉為確定提撥制的企業型年金。 

2. 適格退職年金制度 

適格退職年金制度是只要符合「法人税法32」中規定的 13 點要件，即可以

「適格」的身分使基金的運用收益得到稅賦上的優惠措施。然而本制度於 2002
年 4 月 1 日起即不再成立新的基金，適格退職年金在確定提撥年金與確定給付企

業年金法的制訂與實施後，將於 2012 年 3 月 31 日止廢除，本基金制度必須過渡

至其他的企業年金制度或是中小企業退職金共濟制度。 
    厚生年金基金是由在企業外成立獨立的法人處理基金，而適格退職年金是以

公司為基金的營運主體，並可由公司依自身狀況自行設計年金的給付資格、給付

水準等，不像厚生年金基金有受限制。同時，厚生年金基金由於代管著一部分厚

生年金的積累金，因而在稅制上有較多的優惠，而適格退職年金由於沒有代管的

部分，故必須交納法人稅和地方居民稅，且操作比較簡單，運用比較靈活。二者

的相同之處是厚生年金基金和適格退職年金都享受一定的稅收優惠，企業員工繳

納的保險費可以列為損失，不納入稅收範圍。 

 

 

 

  

 

 

 

圖 4-6、適格退職年金制度 

 

 

 

                                                 
32即公司稅法，1940 自所得稅法中獨立，採實體課稅方式規範國內及國外公司的稅制 

企業經營者 

加入者 

領受者 國稅廳 

受托運用機關 
(壽險公司、信託銀行、投

資顧問公司) 

退休 
給付 

資金交付 
委託運用管理 

申請、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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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確定給付企業年金 

確定給付企業年金可分為規約型和基金型 2 種。規約型是由雇主運作整個基

金制度，基於雇主和勞工同意的規定和信託公司、人壽保險公司等受託機關簽

約，在母公司外運用管理年金基金並給付年金。基金型則是由企業設立獨立的法

人管理運用基金，需要有 300 人以上加入，並不能如厚生年金基金般代為運用一

部份的厚生年金的資金。 

 

　   　　　  

圖 4-7、規約型確定給付企業年金 

　    　 　 　　

 

圖 4-8、基金型確定給付企業年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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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銀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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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理加入者、領受者

的資金與年金給付 
 制度設計顧問  員工 

資金提撥

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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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確定提撥制度 ( Defined Contribution，簡稱 DC ) 

為了因應現行的企業年金制度在中小企業與自營業者中十分不普及，且轉

職時年金資產轉換困難的問題，日本於 2001 年 10 月導入確定提撥制的新方案(日
本 401k 計劃)。原因主要有二：1. 日本終身雇傭制度的瓦解和職業流動的增加，

DC 型企業年金允許建立個人賬戶，從而方便了勞動者的職業轉換，不必擔心退

休金帶不走的問題。2. 日本會計制度國際化引進的「時價會計基礎」的推廣，

使企業背負的中長期年金負債問題表面化，DC 型企業年金把資金運營的責任從

企業轉向個人，將企業的年金負擔額明確化，方便新的會計制度導入。作為過渡

期，政府允許厚生年金基金在 2 年半以內，適格年金在 10 年以內實現向 DC 型

企業年金轉移，並允許設置企業型或個人型 DC 年金。 

企業型年金以承認企業型年金規約的企業為主，費用完全由雇主提撥，員

工無法提撥任何額度，在同時有實施厚生年金基金或確定給付型年金的狀況下提

撥限額以每月 23,000 円為限，沒有的狀下則提高至每月 46,000 円。個人型年金

實施的主體則是國民年金基金聯合會，費用完全由加入者個人提撥。 

自營業者等國民年金第一類被保險者可加入個人型年金，在沒有加入厚生

年金基金或者確定給付企業年金的企業受雇者可加入個人型年金，在有加入厚生

年金基金或者確定給付企業年金的企業受雇者只能夠加入企業型年金。第三類被

保險人則無法加入確定提撥制。 

圖 4-9、4-10 為企業型和個人型確定提撥制的基本架構，企業可以選擇將

一部或是全部的管理業務外包給運營管理機關，而個人型的運營管理機關則可由

國民年金聯合會中有登錄的業者中選擇33。 

                                                 
33 http://www.npfa.or.jp/401K/kanri/index.html 

目前有登錄並公佈於國民年金基金聯合會網站上的有 50 家銀行、78 家信用金庫、12 家勞工金庫、

1 個信用協同組合、5 家證券公司、2 家信託銀行、9 家保險公司、2 家專業公司和日本郵政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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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企業型年金制 

 

圖 4-10、個人型年金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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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營管理機關負責選定加入者可以運用的商品，提供商品情報並且統計個人

指示的運用情報給資產管理機關。運營管理機關是以加入者的立場行動的，因此

在法律上受到保護個人情報、禁止利益相反行為等的限制。法律規定運營管理機

關必須選出三個以上在風險報酬程度上有所區分的商品，其中之一必須為保本型

商品，如果要選擇單一公司的股票或債券得另外計算，還要提示選定該商品的理

由。下表為可選擇運用商品的分類： 

表 4-3 確定提撥型可運用商品分類 

保本型商品  儲蓄和存款、金融債、金銭信託、貸付信託

（預金保險制度34等的對象） 
 國家債、地方債、政府保證債 
 利率保証型壽險、累積傷害保險（損保）、

定期年金保險（簡保） 

一般運用商品  投資信託、投資法人的投資証券 
 公債、外國公債 
 變額保險 

公司商品（不在 3 種商品的

限制中，需另外計算） 
個別公司債、個別公司股票等 

  

採用企業型年金的業主必須將累積資金的管理另外委託資產管理機關，達到

年金資產從企業中分開、確保長期給付安全的目的。主要可以交由信託銀行、壽

險公司、產險公司或是農業協同組合聯合會辦理。個人型年金則是由國民年金基

金聯合會委託上列公司辦理。    

    至 2005 年 3 月底止運營管理機關的登録業者共有 672 家，其中受託企業型

年金的有 14 家、個人型年金的有 179 家，兩者都有的有 63 家，沒有受託業務的

有 416 家。表 4-4 是個人型年金運營理機關所提示商品數的統計，壽險公司與簡

易保險所提供的保本型保險商品有 13 個，產險公司所提供的保本型保險商品有

7 個。在企業型年金平均商品數目中，不論小型企業(300 人以下)或大型企業(300
人以上)皆以有價證券最多，信託最少。圖 11 則是 2004 年企業型年金加入者的

資產餘額比例。 

 

                                                 
34 與台灣的銀行存款保證基金類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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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個人型年金運營管理機關提示商品表 

保本型 548 28.02%

儲蓄和存款 527 26.94%

金融債 1 0.05%

壽險・簡易保險 13 0.66%
  

產險 7 0.35%

其他商品 1,408 71.98%

投資信託 1,407 71.93%
  

共濟 1 0.05%

合計 1,956 100% 

資料來源：http://www.mhlw.go.jp/shingi/2005/11/s1125-15f.html 

 

資料來源：http://www.mhlw.go.jp/shingi/2004/12/s1214-5c.html 

圖 4-11、加入者資產餘額比例 2004 年企業型確定提撥年金加入者的實態調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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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現金餘額制 Cash Balance Plan  

    現金餘額制的退休金規畫自 2002 年 4 月獲得合法性承認，又稱為混合式

(hybrid)退休金計劃，它包含確定給付制和確定提撥制兩者的特性。在現金餘額

制中提撥額可以是定額或是從薪資中劃出一部分的比例，本制度最大特徵在於帳

戶運用的利率受到一個固定的再評價率的保證，有可能是固定值、國家債券的利

率或是以這兩者為上、下限的組合設定。因此雖然有著確定提撥制中員工個人帳

戶的特性，但是該帳戶的收益卻是如同確定給付制一般受到保證的，降低員工運

用自身帳戶收益的風險。目前採用現金餘額帳制的公司以電器產業為主，主要有

東芝、日本電氣、三菱電機等 7 家企業。 

4. 國民年金基金 

    為了彌補只能加入國民年金的第一類被保險者和可加入國民年金和厚生年

金或共濟年金的其他被保險者在將來收入上的差距，因而創立國民年金基金。本

基金制度可分為地域型基金和職能型基金 2 種。前者是依據自營業者、農民等居

住地劃分，後者則是將全國同類的職業如醫生、律師等分為 25 個基金。由圖 4-12
可以得知加入人數正緩慢增加中。 

 

圖 4-12、國民年金基金加入人數 

    由於日本近年來致力於年金制度的改革，不僅增加了許多新的制度，同時亦

允許年金制度間相互轉移，茲將最新的企業年金制度方案於圖 4-13 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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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新企業年金制度 

 

二、 日本的醫療保險與看護保險制度 

(一)、 國家的醫療保險制度 

日本的醫療保險制度由以受雇者為對象的職業保險與以自營業者為對象的

地域保險所構成。職業保險其下又可細分為以 700 人以上大企業員工為對象的組

合掌管健康保險、以 700 人以下中小企業員工為對象的政府掌管健康保險與以船

員、國家公務員、地方公務員、私校職員為對象的單獨的健康保險體系。其中以

國民健康保險參加人數最多，政府掌管健康保險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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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公共醫療保險社會結構圖 

 

表 4-6 公共醫療制度比較表 

 制度 被保險者 保險人 給付事由 

在適用健康保險的公司工作者 

（民間公司員工） 

政府、健康

保險組合35 
健康保険 

在適用健康保險的公司擔任臨時或季節性

工作者  
政府 

船員保險  船員、船舶擁有者使用的員工 政府 

工作外的生

病、受傷、

生産、死亡

（船保包含

工作內） 

共濟組合   
國家公務員、地方公務員、私立學校教職

員 
各種共濟組

合 

醫

療 
保

險 

國民健康保

險 
加入健康保險、船員保險、共濟組合等工

作者以外的一般人民 
市（區）町

村 

生 病 、 受

傷、生産、

死亡 

老 
人 
醫 
療 

老人保健 

醫療保險制度加入者（被保險者、被扶養

者）家中有 75 歲以上老人或是 65 歲以上

有一定的殘障程度者將自醫療保險的給付

對象中排除，加入老人保健的醫療 

實施主體為

市（區）町

村 
生病、受傷

資料來源：http://www.sia.go.jp/seido/iryo/iryo02.htm 

1. 國民健康保險 

                                                 
35 【組合】くみあい 工會  

分職業健康保險

分區域健康保險

健康保險 政府掌管健康保險 

組合掌管健康保險 

臨時工健康保險 

疾病統籌保險 船員疾病統籌部門 

國家公務員疾病統籌部門 

地方公務員疾病統籌部門 

私立學校疾病統籌部門 

 
國民健康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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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是沒有加入職業健康保險或是受到生活保護者，都要加入國民健康保險

（簡稱國保）。國民健康保險的加入者沒有大人或小孩的區別，只要有一人是被

保險人，全家庭都跟著加入，保險費的計算根據各市區町村的法令有所不同，可

能是以家庭的所得、資產、人數等作為計算基礎。因為導入長期看護保險（介護

保險）制度，因此 40 歲以上者需要繳交看護保險費，40 至 64 歲者繳交兩者合

併的保險費用，65 歲以上者則是分別繳納，見圖 4-14。 

 

圖 4-14、國民健康保險繳費方式  

無論是因為生病或是受傷需要治療，一旦提示國民健康保險的保險證就可只

依年齡和收入負擔一部分的醫療費用（見圖 4-15），亦有生產育兒一次給付津貼、

喪葬費、訪問看護療養費與移送費等補助金。 

 

　  

圖 4-15、國民健康保險自己分擔比例 

2. 老人保健制度 

以 75 歲以上老人或是 65 歲以上一定程度殘障者為對象的醫療保險給付制

度，和一般醫療保險給付制度不同的是醫療費用是由稅金和一般醫療保險所提撥

的一部分保險費支付。 

(二)、 看護保險 

看護保險自 2000 年 4 月開始實施，其被保險人分為兩類：65 歲以上國民為

第一類被保險者；40 歲以上未滿 65 歲加入醫療保險，並且在市（區）町村內有

住所者為第二類被保險者。被保險者必需獲得「要看護」或者「要支援」狀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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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才能使用看護保險設施與領取保險給付，第二號被保險者只限由衰老引起

特定疾病者，如腦血管疾病、帕金森氏症等 15 項，才可獲得保障。「要看護」或

者「要支援」狀態的認定流程可參考圖 4-16 和 4-17，自 2006 年 4 月 1 日實施看

護保險改革後要支援狀態由輕度到重度分為 2 個階段，要看護程度則維持 5 個階

段，同時將給付分為新預防給付與看護給付兩種（圖 4-18）。 

 

圖 4-16、看護保險申請利用流程 

 

圖 4-17、要介護認定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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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保險給付與要看護狀態的區分 

    在要看護狀態的認定上面，第一次是以調查 79 項 5 大類的生活能力（表

4-7），輸入電腦後得到需要看護的時間分數，總分越高表示要受到看護的程度越

高（表 4-8）。之後才交由審查會同時在考慮特殊事項後決定是否做出要看護的級

數判定。 

表 4-7、要介護認定 5 大分類 

直接生活協助 入浴、排泄、進食等協助 
間接生活協助 洗衣、埽除等家事援助 
問題行動相關行為 到處徘徊探索、隨地便溺等不潔行為後收拾整理等 
機能訓練相關行為 走路訓練、日常生活訓練等 
医療相關行為 輸液的管理、處理褥瘡等診療補助 

表 4-8、要介護認定基準時間 

要支援 上述５大類要介護認定等基準時間２５分以上未滿 3２分，或與其

相當的狀態 
要介護１ ３２分以上未滿５０分 
要介護２ ５０分以上未滿 7０分 
要介護３ ７０分以上未滿 9０分 
要介護４ ９０分以上未滿１１０分 
要介護５ １１０分以上 

資料來源：http://www.mhlw.go.jp/topics/kaigo/kentou/15kourei/sankou3.html(2005) 

原本規定看護費用由國家、地方自治團體負擔一半，詳細分配方式為國家負

擔 25%、都道府縣 12.5%、市（區）町村 12.5%，其餘由被保險者支付保險費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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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在改革後將費用分為給付授權看護設施的費用與其他的住宅給付費用，可由

圖 4-19 看出在設施給付費中都道府縣的負擔份量加重 5%。 

第一類被保險者的保險費計算方式是將被保險者的收入分為 5 個課稅階層

的方式計算，一般來說設施利用率越高的地區、所得越高者保險費就越高。第二

類被保險者則是根據已加入的醫療保險的計算方法計算之，保險費會根據工資收

入變動。原則上 65 歲以上被保險者保險費的徵收方式是由年金中扣除，40 至 64
歲的自營業者則直接至市（區）町村繳納，同年紀的受雇者和國保費用同時自薪

水中扣除。在利用護理服務之際，患者原則上必須繳納使用費的 10%，但如果使

用超過受認定的要看護度的設施則需全額繳納。 

 

圖 4-19、看護保險費用分攤 

由圖 4-20 可看出要看護的人數逐年增加，受到要看護認定者五年內增加了

88%，特別是要支援和要看護程度 1 者增加了 135%，可推知使用看護服務的人

數亦有顯著的增加（圖 4-21），因此看護保險改革後其主要方向有五： 

1. 著重看護預防 
2. 修正設施給付 
3. 新的服務制度 
4. 確保服務品質 
5. 修正營運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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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0、受到要看護、要支援認定的人數變遷 

 

圖 4-21、設施利用人數變遷 

第三節 年金保險商品與市場概況 

一、退休年金商品 

    日本的個人年金保險商品大致上可依運用方法分為定額年金保險、利率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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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年金保險和變額型（投資型）年金保險三類。 

    較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外幣型年金商品（外貨建個人年金保險），以美元或

是歐元等外幣支付保險費，亦由外幣給付年金或為一次性給付，不但可以分散投

資風險，亦可利用外國的高利率和匯率差異賺取更高的報酬，缺點是此種商品有

匯率風險。同時考慮到日本國內最近約 1.5％～2％的預定利率，如此低落的預定

利率顯示保費增值困難，但外幣保險的預定利率多有 3.5％～5.5％的程度，比日

幣商品更有優勢。 

    目前市面上的外幣保險商品，通常是搭配以年金險、終身保險與養老保險為

主，多由少數幾家保險公司所售，光是 AIG star 一家保險公司就有 13 種商品，

佔了所統計的 36 家保險公司（登錄於壽險公會的 38 家中，Prudential 和 DIY Life
兩家公司只做訂做的壽險商品，而沒有定型化契約）裡面所有 37 個外幣型商品

數目的 1/3 以上，另外還有像是 AXA 壽險公司有 7 個、Gibraltar 和 AIG edison
各有 5 個，這四家公司的商品加起來就超過了總商品數的 80%。甚至 AIG star
有有可選擇複數幣種的商品。 

    外幣型的利變型年金主打美元、歐元或是英鎊，亦有三者可同時購買和互相

轉換的商品。保證利率會因幣種和保險期間而有差異，外幣可有最低保證 1.25%
的年利率，如果選擇日幣也有 1%最低保證年利率。允許複數幣種相互轉換的商

品有著可以將一個以上的契約合併為一個單一的系統的制度（Unite System），優

點有三：1. 貨幣種類分散－合併兩種以上貨幣，購買者可將日幣或是其他利率

高的貨幣做結合。2. 期間分散－合併兩種保險期間的商品，可以在不同時期分

批領取，兼顧保戶的在生命週期各階段的資金需求。3. 領取方法分散－可將不

同保險期間商品的累積金額領取方法做變動，更彈性運用資金。同時該契約允許

保戶將全部或是一部分的累積金額在保證利率計算基準日（保證期間屆滿隔日）

轉移到一個以上的新商品。此類商品當保險期間到期時，還可以選擇延長累積期

間至最高年限為止，亦可以領取一部分金額作為一次給付或年金，另一部分則延

長至以後再給付。年金領取方式相當多元，可選擇確定年金、確定終身年金、保

證金額終身年金和確定連生年金等。原則上領取金額的幣種和購買時選擇的幣種

相同，但可附加日幣換算特約，將外幣給付換為日幣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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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 Unite System 範例 

綜觀日本壽險市場所賣的變額年金又可細分為下列幾種： 

1. 早期領取終身年金型（Lifetime Guarantee） 

2. 年金領取總額保證型（Amount Guarantee） 

3. 保本保證型（Principal Guarantee） 

4. 遞增死亡保障型（Step Up） 

5. 最低保證給付型 

6. 意外事故加算型 

7. 最低死亡保證型 

一般來說，日本壽險公司的變額型保險都是交由銀行或是券商代為募集，每

家商品的內容都不盡相同，有可能一次包括多種上述型式。幾乎所有商品都包含

身故保險金和意外身故保險金，最低保證給付型保證支付最低基本保險金額，也

就是躉繳保費；意外事故加算型的商品在給付意外事故保險金時給付最低基本保

險金額 100%以上的比率。另外，每個商品都有多種年金給付選擇，例如被保險

人可選擇一般之確定金額年金、確定期間年金、一次給付或是特別計算年金等，

保險期間還有可能提出固定百分比的分配金或是獎勵沒有部分解約的保戶的加

算金，運用方式十分靈活。 

    產險公司亦可以提供儲蓄為導向的累積傷害保險（積立損害保險）或是年金

給付型的累積傷害保險，只是期間較短，約只有 5-6 年，主要仍是以滿期給付的

儲蓄功能為主，另外加上交通事故死亡和後遺症的保障。有時滿期領取的金額還

可以加上保險公司紅利，但限有利差益存在時。 

二、市場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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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日本人壽保險的普及狀況來看，人壽保險實己深入日本國民生活之中。日

本的壽險業在 2004 年人壽保險保費收入市占率為世界第二（美國第一 26.8％，

日本為第二 20.9％，英國為第三 10.3％，台灣為第九 1.8％）。在個人年金市場中

由於有銀行（日本有限制銀行業務銷售保險商品種類的規定，在壽險商品方面只

能銷售連結房屋貸款的貸款保險、個人養老保險、財形儲蓄保險與個人年金）、

信託銀行的參與和簡易保險商品的投入，各公司都相繼開發和推出新商品。另外

日本允許保險公司以設立子公司方式跨業經營，因此產險公司亦可跨足壽險業，

在壽險公會中有登錄的會員有 38 家之多。根據財團法人生命保險協會年度生命

保險事業概況的調查報告36，日本壽險市場的保費收入中個人年金部分增長極

快，市占率從 2000 年的 8.06%到 2005 年的 26.77%，5 年間成長了 3 倍以上。表

4-9 為壽險業各年度不同險種保費分配率，包括個人保險、團體保險、個人年金、

團體年金保險和財形年金保險等。從 2000 年到 2005 年，個人年金保險市場之保

費收入明顯增加，而團體年金保險之保費收入減少。 

表4-9、壽險各年度不同險種保費分配率(%)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個人保險 60.00 59.93 61.62 57.27 55.09 53.20 
個人年金保險 8.06 8.17 11.85 17.87 23.29 26.77 
團體保險 5.09 5.19 5.17 5.00 4.72 4.46 
團體年金保險 25.39 25.36 20.13 18.76 15.90 14.65 
財形保險 1.01 0.95 0.87 0.79 0.72 0.65 
財形年金保險 0.16 0.15 0.13 0.12 0.10 0.09 
醫療保險 0.11 0.12 0.13 0.13 0.12 0.12 
失業保險 0.02 0.02 0.02 0.01 0.01 0.01 
再保險 0.15 0.12 0.08 0.06 0.05 0.05 

註：個人保險(主要指終身保險、定期給付終身保險、定期保險、養老保險、定

期付養老保險、變額保險等)、團體保險(團體定期保險，總合福祉團體定期保險、

團體信用壽險、消費者信用團體壽險等)、個人年金(分為定額年金和變額年金兩

大類)、團體年金保險(企業年金保險、新企業年金保險、提撥型企業年金保險、

變額年金資金運用基金保險、厚生年金基金保險、國民年金基金保險、團體生存

保險、確定給付企業年金保險、確定提撥年金保險和適格退職年金)和財形年金

保險等。 

                                                 
36
生命保險協會所採用的年度乃自該年 4 月 1 日至次年 3 月 31 日，即 2005 年度的統計報告統計

資料是採計 2005 年 4 月 1 日到 2006 年 3 月 31 日。 

http://www.seiho.or.jp/data/statistics/annual/index.html#h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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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財形年金保險制度為根據 1971 年制定的「勤勞者財産形成法」而成立，

目的在於給予受雇者工作的獎勵和促進置產。本制度的對象以受企業雇用者為

限，並可分為儲蓄制度與融資制度兩種。其中壽險公司所提供的「財形年金積立

保險」和產險公司所提供的「財形年金積立傷害保險」乃是屬於儲蓄制度中的保

險型商品。只要是未滿 55 歲的工作者皆者可以與金融機關簽約，由雇主定期提

撥薪水與獎金的一部分至員工的個人帳戶，並於員工滿 60 歲時可以將累積金額

分 5 到 20 年領取，保險型商品有的可以終身領取。繳付的保險費至 385 萬円為

止不課稅，亦即不收取利息的泉源分離稅 20%（若提前解約則要課稅），期間包

括從儲蓄至領取年金時都不課稅。另外如果在保險期間中因意外事故身亡，可以

領到相當於累計金額 5 倍的死亡保險金。財形保險不屬於個人保險，因為它需要

所屬的企業或團體和保險公司簽約，一人只能有一個契約。 

可能是由於 2000 年導入確定提撥制後，團體年金險中佔大宗的適格退職年

金與厚生年金基金分別往確定給付與確定提撥制的企業年金移轉，但由於確定提

撥制度中無論是營運機關或是真正受委託的機關中保險公司的數目都相對較

少，導致團體年金保額持續降低、個人年金的新契約保額自 2001 年持續攀升的

情形。個人年金保險新契約保額有逐年增加的趨勢(見圖 4-23)，續年度契約亦沒

有大幅解約的狀況(見圖 4-24)，總體保額佔率也是逐年成長。由於年金保險保額

相對於個人壽險部分為低，在進一步比較個人和團體年金保險的趨勢，可看出年

金保險的新契約自 2001 年增加(見圖 4-25)，但團體年金保險保額無論是新契約

還是續年度契約都減少(見圖 4-25、4-26)。 

新契約保額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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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日本壽險市場各年度新契約保額之改變(單位：百萬日圓) 

(*由於團體年金保險保額不定，故採用責任準備金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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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年度契約保額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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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4、日本壽險市場各年度續年度契約保額之改變(單位：百萬日圓) 

 

年金保險新契約保額變遷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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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5、年金保險新契約保額變化比較表(單位：百萬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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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金保險續年度契約保額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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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6、年金保險續年度契約保額變遷比較表(單位：百萬日圓) 

雖然目前變額年金保險續年度契約保額相較於定額年金保險為低(見圖

4-27,4-28)，但是在新契約上卻是急起直追，每年度都可以保持一倍以上的成長

率，至 2006 年 3 月底為止已經和定額年金的保額相差無幾。而加入年金保險的

家庭逐年減少，可能是因為年金保險是以個人購買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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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7、個人年金保新契約保額變遷比較表(單位：百萬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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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年金保險續年度契約保額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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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8、個人年金保險續年度契約保額變遷比較表(單位：百萬日圓) 

     在年金型商品加入種類上，2006 年民間保險公司個人年金保險種類最多，

郵局次之，從 1994 年到 2006 年，加入民間保險公司個人年金者略有增加、而產

險公司提供之個人年金保險（指產險公司銷售的儲蓄型年金商品）亦有成長。圖

4-29 為年金型商品加入之種類，另外，表 4-10 為市場上幾家變額年金商品之比

較。 

 

圖 4-29、年金型商品加入種類 

註：JA 共濟乃全國農業共濟聯合會的簡稱，該聯合會亦提供年金商品給加入者

與其雇員



 105

表 4-10 變額年金商品比較 

保險公司 Ｔ&Ｄフィナンシ

ャル生命保険株式

会社 

（ T&D Financi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三井住友海上メット

ライフ生命保険株式

会社 

（三井住友海上大都

會壽險公司 Mitsui 
Sumitomo MetLife 
Insurance Co） 

ハートフォード生命保

険株式会社 

（ Hartford Life 
Insurance） 

保險商品 スマイル 2（微笑 2） 未來航路（Ⅲ型） アダージオ V3（慢板 V3）
商品種類 無紅利變額個人年

金保險（保本 II 型）

年金總額保證型+特
別計算年金特約 

付特別加算金的最低保

本型 
繳費方式 躉繳 躉繳 躉繳 
累積期間 7/10 年 20 年以上 株 40 型(股票 40%、債券

60%)10 年以上/株 60 型

15 年以上 
投保年齡 7 年：20~78 歲 

10 年：20~75 歲 
70 歲以下 無此資料 

年金給付 確 定 年 金

5/10/15/20/25/30/36
年 

 (支付至 105 歲) 

保證期間付終身年

金 5/10/15/20 年 

保證金額付終身年

金一次給付 

 

特別計算年金： 

年金總額保證最低基

本保險金額 115% 

(5 年確定年金，每年

最低可領 23%) 

一般年金： 

確定年金 5/10/15/20
年 

保證期間付終身 /夫
婦年金 5/10/15 年 

年金總額保證終身年

金 

一次給付 

可請求每年 1/2/4/6/12 次

的 躉 繳 保 費 總 額

3%/2%/1%的分配金  (保
證本金降低)  

株 40 型 10 年/株 60 型 15
年內未請求分配金或是

部分解約，可享有每年

0.2%的特別加算金 

保單價值>基本保險金

額： 

確定年金 5/10/15/20 年 

保證期間付終身/夫婦年

金 5/10/15/20 年 

終身年金(含死亡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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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給付 

保證基本保險金額： 

最低保證終身年金 

最低保證確定年金 

株 40 型 15 年/株 60 型 10
年 

身故給付 最低基本保險金額

(躉繳保費)保障 

可選擇給付年金 

最低基本保險金額

(躉繳保費)保障 

年金給付特約 

最低基本保險金額(躉繳

保費)保障 

可選擇年金給付或是 
意外身故給

付 
基 本 保 險 金 額

*110% 
基本保險金額*110% 基本保險金額*20% 

保險費用 

* 每日扣除 

累積金額 (保單價

值) 

7 年：年 2.28％ 
10 年：年 2.07％ 

契約初期費用 3% 

年 2.30％ 

年 2.36% 

基金管理費 

* 每日扣除 

年 0.1995％(含消費

稅) 
年 0.315%(含消費稅) 年 0.525% 

年金管理費 年金金額年 1.0％ 年金金額年 1.0％ 年金金額年 1.0％ 
解約費用 7 年：初年度為

5%，續年度每年遞

減 1%，4 年以上為

0% 
10 年：兩年內為

6%，續年度每年遞

減 1%，6 年以上 0%

三年內 4%，4~6 年

3%，7~8 年 2%、9~10
年 1%，之後 0% 

兩年內 7%，3~4 年 6%，

第 5 年 5%、第 6 年 4%、

第 7 年 3%，之後為 0% 

轉換費用 不可轉換 一年15次轉換不須手

續費，第 16 次起每次

2,500 円 

不可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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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長期看護保險商品與市場概況 

一、長期照護的商品 

    日本社會保險制度中的看護保險的缺點有三： 

1. 保障範圍僅從 65 歲開始，即使是 40 歲以上如果因為車禍等意外造成需要看

護保險的狀況亦無從獲得補助。 

2. 同時被保險者需要負擔所使用設施 10%的費用，在使用超過所認定要看護程

度的設施時要全額付費，可能造成保障不足的情況。 

3. 在最初成為要看護狀態時通常會需要一筆住宅改裝費用等支出，而不只有使

用設施的需求而已，因此可能會有給付不足的問題。 

    現在壽險公司雖然也有販賣獨立的看護商品，但更多是以終身保險、養老保

險、個人年金保險的「看護特約」存在（產險公司亦有積立看護費用保險），因

此很難估計看護保險的市場規模。綜觀所統計的 36 家壽險公司中，只有 20 個獨

立的看護保險商品。無論是保險或特約，其所提供的給付原則上有： 

 

1. 看護一次給付（介護一時金）－當成為要看護狀態時的一次性給付，原則上

整個保障期間只會給付一次。 

2. 看護年金－只要要看護狀態一直持續，就會支付年金。 

3. 復健費用。 

    對於要看護狀態的認定，有時是公司自己設立標准，有的公司則是沿用國家

的看護保險的標準，依產品而定。一般來說原則上都會有包括持續一段時間（大

部分為 180 日）的下列兩種狀態，或者是國家的要看護度 3 以上的認定： 

1. 臥床37－臥床不起無法自己行走的狀態，穿脫衣物、淨身、用餐、排洩後清理

等都要藉助他人的協助的狀態。 

2. 癡呆－腦內因後天疾病或是損傷而造成知能異常的狀態，例如無法區別日

夜、無法回到自己家中、無法記住家人的臉孔等，單純因為老化而記憶不佳或是

因為藥物上癮導致的癡呆狀態不包括在內。 

    另外有一部分的保險公司則採用 ADL（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殘障指標

                                                 
37 【寝た切り】ねたきり 因為生病等原因在床上無法起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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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給付基礎，ADL 意指執行日常生活自我照顧的活動，例如吃飯，洗澡，梳

洗，穿衣，和上廁所等，被用來評價喪失能力和受損害的程度。專業人員通常評

估患者的 ADL，以決定患者需要何種類型的照護，事實上保險公司對於 ADL 級

數的區分不盡相同，依公司而異。 

     各家看護保險商品的設計上也非常多元化，保費繳交方面有些是終身都要

繳交保費、也有以年齡、特定期間或是躉繳的方式。保障期間也有終身或是直到

特定年齡的商品。保障內容除了長期看護以外，有些公司也包含死亡、殘廢、特

定疾病甚至可以附加保障父母親的臥病、癡呆的特約。给付方式雖以上述原則為

主，但各家保單也有許多原則外的方式，例如不以看護狀態持續與否，一發生長

期看護狀態便固定给付 120 個月的看護年金。表 4-11 舉例說明幾種不同的長期

看護保險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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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看護保險商品一覽表 

公 司 名

(日) 
商 品 名

稱(日) 
保費

給付 
保障 保障內容 給付內容 備註 

ＡＩＧス

ター生命

保険株式

会社 

終 身 介

護保険 
25
年 /
終身 

終身 要看護程

度 3 以上 

自訂要看

護 狀 態

A、B 

一次給付 特定疾病看護終

身特約 

保險費給付期滿

可轉移至特定年

金 
大同生命

保険株式

会社 

終 身 介

護 保 障

保険 

 終身 要看護狀

態(臥床、

癡呆)、死

亡  

(1) 一次給付

(2) 年金 

(3) 死亡給付

可選擇健康祝賀

金 

可分配紅利 

介 護 終

身 年 金

保険 

 終身 自訂要看

護狀態 
(1) 年金 

(2) 死亡給付

朝日生命

保険相互

会社 
介 護 一

時 金 保

険 

   (1) 一次給付 
(2) 慰問金 (1
次) 
(3) 死亡給付 

年金給付時不用

繳交保費 

五年紅利給付 

可選擇家族型 

 

ＡＩＧ生

命保険株

式会社 

介 護 保

險 
終身 終身 要看護程

度 (ADL
殘障指數)

 

年金給付 120
個月 

保險費終身給付

康復禮金特約 

一次給付特約 

 
住友生命

保険相互

会社 

元 気 ら

ぶ 
50~
75
歲 

80歲
定期

/ 終

身 

自訂要看

護狀態 
(1) 年金(5 年

保證期間) 

(2) 死亡給付

保費免除特約 

三大成人病特約

(癌症、急性心肌

梗塞、腦血管疾

病) 

5 種重度慢性疾

病特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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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保障特約 

可選擇健康禮金

悠 悠 人

生 
至

80
歲 

終身  (1) 年金(5 年

保證期間) 

(2) 死亡給付

五年紅利給付 

保費免除特約 

殘障特約 

特定疾病特約 

定期保險特約…
等 

悠 悠 人

生 先 手

一生 

躉繳 終身  (1) 年金(5 年

保證期間) 

(2) 死亡給付

看護年金支付開

始日前死亡者，

給付死亡年金 

イ ン カ

ム  サ

ポ－ト 

  三 大 疾

病 、 殘

障、要看

護程度 2
以上 

定期年金 / 
終身年金 

特定狀態收入保

障特約 

五年紅利給付 

 
介 護 サ

ポ－ト+ 
  要看護程

度 2 以上 
一次給付 終身看護特約 

第一生命

保険相互

会社 

孝 行 サ

ポ－ト 
  父母親的

臥床、癡

呆 

一次給付 親型看護特約 

契約開始後兩年

內因為意外事故

或是特定感染並

外的原因成為要

看護狀態 (無法

領 取 一 次 給

付)，給付所付保

費相同的慰問金

太陽生命

保険株式

会社 

介 護 充

実 プ ラ

ン 

每

10
年更

新至

60

終身 要看護程

度 3 以

上、公司

自訂看護

標準 

若所有特約

皆有保，可選

擇 

(1) 年金 

五年紅利給付 

終身醫療特約 

保險費免除特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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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 

至

80
歲 

(2) 看護年金 
(3) 一次給付 
(4) 終身保障 

看護保障特約 

年金看護保障特

約(10 年) 

定期保險特約 

* 另有其他特約

と こ と

ん介護 
至

65
歲 

終身  (1) 年金 
(2) 一次給付 
(3) 死亡給付 

定期保險特約 

年金給付時不需

付保費 
一 生 健

命 イ ‧

キ‧ル 

終身  要看護程

度 2/3 以

上、公司

自訂看護

標準 

(1) 年金 
(2) 一次給付 
(3) 慰問金(要
看護程度 2以
上)(限一次) 
(4) 健康給付

金(每 10 年) 

年金給付時不需

付保費 

保險費終身支付

無解約金 

 ( 積 立

介護型) 
至

65
歲 

   Living needs 特

約 

ス － パ

－ケア 

40~70 

躉繳 終身 臥床、癡

呆 
(1) 10 年年金

(2) 死亡、殘

障 (減去已給

付年金額) 

 

安 心 ケ

ア 

50~80 

 10年

可自

動更

新至

80歲

要看護程

度 2、臥

床、癡呆 

(1) 一次給付 
(2) 死亡、殘

障 

最高可更新至 80
歲 

 

　 除了長期看護之保障內容外，另外有保險公司推出全面蓋括型（package）的

商品，可根據保戶生命週期的需要附加或解除各種特約，依據個人狀況調整保障

範圍。此類保單的保費支付也相當有彈性，可在年輕、家庭負擔較輕時選擇支付

較多保費，在中年後若是子女教育或養育年老父母的支出增加，可將部份保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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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提領出來，等日後壓力減輕時再多支付保費，直到老年後所累積的保費將提供

各種看護、醫療、死亡、年金等保障，可附加的特約參考圖 4-30 與表 4-12。 

 

 

圖 4-30、長期看護附加的特約之保障內容 

 

表 4-12 長期看護附加特約一覽表 

生活保障特約 生活 Support 特約(終身型)・(有期型) 

遺族 Support 特約 

定期保險特約 

定期保險特約(2 年間意外保障型) 
死亡保障特約 

遞減定期保險特約Ⅰ型 

癌症治療保障定期保險特約 

女性特定癌症保障定期保險特約 

特定疾病保障定期保險特約Ⅰ型 

重度障害保障定期保險特約 

看護保障定期保險特約 

生前給付特約 

Living Needs 特約 

傷害特約 

意外增額特約 

入院初期給付特約 

意外、疾病特約 

入院特約(120 日型)・(365 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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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病入院特約(120 日型)・(365 日型) 

3 大疾病無限制入院特約(120 日型)・(365 日型) 

意外入院特約 

癌症特約Ⅰ型・Ⅲ型 

縱合傷害保障特約 

手術保障特約 

女性醫療特約 

新退院給付特約（單日可往返之手術或手術後 5 日內退

院時，給付基準給付金 1 倍的退院給付金；因意外或生

病住院 5 日以上後退院時，根據住院日數給付基準給付

金額的 4、2、1 倍作為退院給付金） 

歯科治療特約(A)・(B) 

保險費給付免除特約 

 

殘障狀態特別終身特約 

家族定期保險特約 

家族保障特約 

家族特約 
家族新退院給付特約（妻、子單日可往返之手術或手術

後 5 日內退院時，給付家族基準給付金 1 倍的退院給付

金；因意外或生病住院 5 日以上後退院時，根據住院日

數給付家族基準給付金額的 4、2、1 倍作為家族退院給

付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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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台灣高齡化社會保險市場的概況 

第一節 高齡化現象 

在 2005 年底台灣人口已達到 2280 萬人，其中男性比例為 50.7％，女性比

例為 49.3％。隨著醫療水準的進步，台灣國民的平均餘命也逐年提高，並且人

口結構也跟著改變。表 5-1 說明了近 30 年來台灣平均餘命的情況，在 1980 年

時，男性平均餘命為 69.56 歲，而女性為 74.54 歲；到了 1990 年時，男性的平

均餘命為 71.33，女性為 76.75；而到 2004 年時，男性平均餘命為 73.47，而女

性為 79.70，從表一可知台灣人口的平均餘命從過去幾十年間是逐年增加。 

表 5-1 台灣人口平均餘命 

 

 

 

根據內政部統計，在 1993 年台灣超過 65 歲以上的老年人口有 150 萬人，

約佔總人口的 7％；到了 2005 年老年人口已經達到 220 萬人，已經佔台灣總

人口的 9.74％，因此台灣已經達到聯合國所定義的老年化社會，並且預估到了

2011 年時老年人口比例將會達到 15％，2031 年時老年人口比例會達到 20％。 

從另一方面來看，近年來台灣的生育率卻是逐年下降，從 1993 年到 2005
年，台灣人口從 2100 萬人增加到 2280 萬人，然而在這期間的人口出生率卻從

千分之 10.27 下降到千分之 5.8，因此人口成長趨緩的主要原因來自於出生率

的下降。 

綜合以上種種因素，台灣老年人口的依賴比例在過去也逐漸增加，老年人

口依賴比之定義為退休老年人口和工作人口之比例，從 1951 到 1971 年台灣的

老年人口依賴比大約都在 5％左右，也就是 20 個工作人口扶養一個老人，但

是近年來依賴比例大幅上升，並且在表 5-2 顯示出從 2001 年到 2036 年的情況，

在 2001 年的時候，依賴比為 13.52％，並且預估到了 2021 年時老年人口依賴

比會達到 22.87％，到了 2036 年更高達 34.13％，表示到了 2036 年時每三個工

作人口必須扶養一個老年人。因此，我們也可以預期在台灣未來工作人口扶養

老年人口之負擔將會越來越大。特別注意的是，這樣的問題將會使得未來台灣

社會保險基金可能面臨嚴重破產危機的嚴厲挑戰。 

 

表 5-2 台灣老年人口依賴比 

年度 1970 1980 1990 1995 2000 2004
男性 66.66 69.56 71.33 71.85 72.67 73.47
女性 71.56 74.54 76.75 77.74 78.44 79.7

資料來源 :http://www.moi.gov.tw/s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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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度 65 歲以上人口 65 歲以上人口比例 老年人口依賴比 

2001 194 萬 8.65% 13.52% 

2021 362 萬 14.42% 22.87% 

2036 561 萬 21.66% 34.13% 

資料來源: http://www.moi.gov.tw/stat/ 

 

第二節 退休及長期看護制度 

一、 台灣退休制度介紹 

與其他國家相同，台灣的退休制度可分為三大部分：社會保險老年給付制

度、雇主退休金計畫以及個人退休儲蓄等。而其主要的制度介紹介紹如下： 

第一層：社會保險老年給付制度 

對於台灣的老年人而言，社會保險老年給付制度是退休保障中最重要的一

個部分，在台灣社會保險老年給付制度主要可分為兩大類：勞工保險與公務人

員保險。這兩種計畫都是確定給付制，並且都採取一次給付的支付方式。茲將

這兩個社會保險老年給付制度的主要內容整理如下： 

(一)、 勞工保險 

1. 型態：為確定給付制。 

2. 保險費率：被保險人薪資的 6.5％，其中保費的 60％到 80％是由政府和雇

主負擔。 

3. 基金情況：採取隨收隨付制度，在過去 8 年的基金平均報酬率為 5.3％。 

4. 老年給付請領標準：必須工作滿 25 年，或是工作滿 15 年且年齡 55 歲以上

者。 

5. 給付計算：採取一次給付，給付的基數為工作前 15 年每年累積一個基數，

之後每工作一年累積兩個基數，而基數的上限為 45 個。此外，近年來也開

始研擬將老年給付改採年金給付方式，目前正在修法制訂中。 

6. 所得替代率：若不考慮通貨膨脹成本，在利率為 4％的情況下，勞保老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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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之所得替代率約在 18％到 25％之間。 

(二)、 公務人員保險老年給付 

1. 型態：為確定給付制。 

2. 保險費率：被保險人薪資的 7.15％，其中 35％的保費由員工負擔，65％由

政府負擔。 

3. 基金情況：採取隨收隨付制，在過去 10 年的基金平均報酬率為 6.5％。 

4. 老年給付請領標準：工作滿 15 年且年齡 55 歲以上者。 

5. 給付計算：採取一次給付，給付的基數為每工作一年增加 1.2 個基數，基

數的上限為 36。 

6. 所得替代率：若不考慮通貨膨脹成本，在利率為 4％的情況下，老年給付

之所得替代率約在 15％到 20％之間。 

圖 5-1 顯示台灣社會保險保障之結構，從圖中可知台灣的工作人口（25
到 64 歲）約有 1200 萬人，退休人口（65 歲以上）有 206 萬人。在工作人口

當中，63％的人有社會保險保障，不過也有 32％的人沒有任何保障，另外有 5
％的人已經請領社會保險的給付。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5-1 社會保險保障 

在 65 歲以上的退休人口當中，有 49％的人已從社會保險中獲得老年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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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有 30％的人可從政府的社會救助制度得到每月 3000 元的給付，另外值得

注意的是，有 22％的人，相當於 45 萬人沒有任何社會保險的保障，也就是將

近 450 萬的自營勞工、家庭主婦、失能之人以及其家屬都沒有任何的退休計畫

保障。與其他國家相比，此比例非常高，因此本研究建議政府應注意這個問題，

並且未來退休給付制度需針對此現象加以改進，目前政府已研擬將在未來開辦

國民年金制度。 

第二層：雇主退休計畫 

在台灣，第二層同樣也有兩種主要的雇主退休金制度，分別是勞工退休金

制度以及公務人員退休撫恤制度。此兩種計畫都屬於確定給付計畫，並且都以

一次給付的方式請領退休金。 

(一)、 勞工退休金舊制 -- 勞基法退休金制度 (簡稱勞退舊制） 

1. 型態：為確定給付制。 

2. 提撥方式：雇主每月提撥員工薪資的 2％到 15％到退休準備基金當中，而

員工則完全不用提撥。 

3. 基金情況：退休準備基金在過去 15 年當中的平均報酬率為 6％左右。 

4. 請領標準：至少在同一公司工作 15 年以上並且年滿 55 歲，或是在同一公

司工作滿 25 年以上才可領取。 

5. 給付計算：為一次給付，給付的基數為工作前 15 年每年累積兩個基數，之

後每工作一年累積一個基數，而基數的上限為 45 個。 

6. 所得替代率：若不考慮通貨膨脹成本，在利率為 4％的情況下，老年給付

之所得替代率約在 15％到 25％之間。 

此部份的退休給付，在過去只有約 10％的公司有固定提撥資金到退休準

備金上，並且最後只有不到 15％的勞工領到這筆退休金，主要的原因在於請

領條件相當嚴苛，並且沒有制度中沒有所謂的賦益權（Vesting）的機制設計。

許多過去研究顯示，80％的台灣勞工所服務之中小企業，其公司平均營運期間

低於 13 年，因此很難使勞工在退休時符合達到工作 15 年以上的請領條件。政

府為了改善勞退舊制的缺失，研擬新的退休法令（勞工退休金條例）來解決這

樣的問題，並且於 2005 年 7 月 1 日正式開始實施，新制勞工退休條例將取代

現有的制度，不但保障員工的退休金權益，並且嚴格規範雇主的提撥義務。 

(二)、 勞工退休計畫新制 -- 勞工退休金條例 (簡稱勞退新制) 

1. 型態：為確定提撥制。 

 如果公司人數在 200 人以下，雇主必須為勞工開一個個人帳戶，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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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勞保局管理； 

 如果公司員工人數大於 200 人，並且超過半數同意的話，雇主可以為

其員工向保險公司投保年金保險，當作員工的退休計畫，取代原本的

個人帳戶。 

2. 提撥：雇主每月至少提撥員工薪資的 6％，而員工也可以自願提撥薪資的 1
％到 6％，並且在此範圍內可享有稅賦優惠。 

3. 基金情況：為單一基金由政府管理，並且基金報酬率保證不低於兩年期定

存存款利率。 

4. 領請標準：年滿 60 才能請領退休金。 

5. 退休給付：若員工參與的期間低於 15 年，則一次領回退休金；若超過 15
年，則可以選擇採取年金給付方式。 

6. 退休所得替代率：視個人帳戶的投資報酬率或年金保險保單之給付水準而

定。 

(三)、 公務人員退撫制度 

1. 型態：為確定給付制。 

2. 提撥：員工每月提撥本俸的 8％到 12％，並且員工負擔 35％，政府負擔其

餘的 65％。 

3. 基金情況：在過去 10 年的基金平均報酬率為 8％。 

4. 請領標準：至少工作 5 年並且年滿 60 或工作 25 年以上。 

5. 退休給付：可採一次給付，給付標準為每工作一年累積 1.5 個基數，最多

53 個基數。若工作滿 15 年可採用月領方式，每年給予薪資的 2％，最多可

累積到 70％。或是可採用一次領以及月領的混合方式。 

6. 所得替代率：若假設沒有通貨膨脹率，並且利率在 4％的情況下，老年給

付之所得替代率約在 60％到 70％之間。 

 

第三節 年金保險商品與市場概況 

一、 我國年金保險市場概述 

年金保險是個人和保險公司之間所簽定的重要財務契約，其設計是用來提

供老年人口退休後的退休收入，因此，年金保險可視為對對抗長壽風險的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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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在過去 20 年來，世界各國對於年金保險的需求與重視逐年不斷增加，

但在台灣過去對年金保險的需求卻很小，直到近幾年來才有顯著的增加。 

表 5-3 為台灣壽險業從 1998 年到 2004 年初年度保單保費收入的情況，從表

中可以看出在 2001 年之後年金保險保費收入明顯成長上升。而圖 5-2 和圖 5-3
為 2003 和 2004 年各險種的初年度保費市場佔有率，從圖中發現，在 2003 年年

金保險保費收入佔所有險種的 21％，到了 2004 年年金保險的市占率率上升到 35
％。另外，圖 5-4 為年金保險從 2001 年到 2004 年的初年度保費收入成長率，從

圖 5-4 中也可以看出，過去 5 年年金保險的成長比例非常高。 

此外，在 2005 年 7 月勞退新制實施後，勞工在超過 200 人以上之公司可

以決定以購買保險公司之年金保險契約來取代個人帳戶，因此可以預見的是，

在未來我國團體年金保險的市場也將會有明顯的成長。 

從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所出版之 2005 年上半年台灣壽險市場概

況，2005 年上半年的總體保費收入為 7,032 億元，比 2004 年同時成長了 15.16
％，不過在 2004 年主要的三種熱門保險類別：投資型保險、年金保險以及傳

統型保險到 2005 年上半年時已經有了變化，傳統型壽險的保費比去年同期大

幅成長了 86％，保費收入為 1,118 億元，而市場佔有率提高到 41.9％，大幅成

長的主要原因在於短年期的儲蓄險熱賣，因此提高了傳統型壽險的保費收入。

而年金保險則不同於過去的高成長率，在 2005 年上半年傳統型年金的成長率

只有 9％，而投資型年金保險則在業者的策略經營下開始將目標轉向利率變動

型商品或投資型壽險，相較於去年初年度保費收入減少了 79％，而整體的年

金險市場佔有率下降為 24％，比 2004 年的市佔比率 35 減少了 11％，如圖 5-5
以及圖 5-6。 

表 5-3 台灣壽險業各險種初年度保費 

 

 

 

 

 

 

 

資料來源：台灣壽險業統計年報 P.42-43 

Year 壽險 意外險 健康險 年金險

初年度 成長率 初年度 成長率 初年度 成長率 初年度 成長率

1998 93,434,181 17,293,616 16,741,635 340,259
1999 91,176,915 -2% 15,655,088 -9% 20,716,436 24% 736,376 116%
2000 100,183,212 10% 16,555,489 6% 26,600,903 28% 472,008 -36%
2001 130,669,158 30% 16,412,357 -1% 25,384,178 -5% 3,761,566 697%
2002 214,025,045 64% 14,447,256 -12% 22,376,932 -12% 12,607,717 235%
2003 235,558,750 10% 15,090,276 4% 20,703,842 -7% 73,011,855 479%
2004 259,985,931 10% 12,224,040 -19% 20,314,735 -2% 153,681,589 110%

台灣壽險業初年度保費收入 (NT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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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2003 年各險種初年度保費比例 

 

 

 

 

 

 

 

資料來源：保險事業發展中心出版：2004 年壽險市場概況 P.10 

圖 5-3 2004 年各險種初年度保費比例 

 

   　　  

 

 

 

 

 

資料來源：台灣壽險業統計年報 P.42-43 

圖 5-4 年金保險初年度保費成長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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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2005 年上半年壽險市場概況，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圖 5-5 壽險業初年度保費收入概況 

 

 

 

 

 

 

 

 

 

 

資料來源：2005 年上半年壽險市場概況，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圖 5-6 各類型險種初年度保費市場佔有率（2003～2005 上半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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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商業年金保險商品現況與類型說明 

由於年金保險有活的愈久、領的愈久的特性，投保年金保險的被保險人，在

企圖領得更多年金的狀況下更注意人身安全，以致年金保險被保險人給付存活期

較一般平均壽命長，歐美人士常戲稱「購買年金的被保險人不會身故﹙Annuitants 
never die﹚」亦是隱指此意。 

 

(一)、 年金保險商品在台灣的發展過程中，法律的修訂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1. 81年2月26日總統令保險法修正公布，將壽險業可銷售之人身保險商品由原有

人壽保險、傷害保險、健康保險等三類，另增列年金保險。 

2. 86年6月30日頒布個人即期年金保險單示範條款個人遞延年金保險單示範條

款。 

3. 86年7月1日起主管機關接受業者申請銷售年金保險。 

4. 90年4月3日頒布利率變動型年金保險單示範條款(甲、乙型)。 

5. 90 年 7 月 9 日總統令保險法修正公布，新增「投資型保險」之名詞(參閱保險

法第 146 條)後，變額年金保險商品問世。 

(二)、 台灣年金保險商品類型說明： 

表 5-4  　 年金保險商品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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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付方式 即期或遞延 (即期)*或遞延 遞延 

累積期間的 

增值方式 

購買或年金化時，保

險公司計算之利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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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年金給付方式 固定 固定或變動 固定或變動 

保戶風險偏好 極低 低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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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傳統型年金 

傳統型年金含括即期年金與遞延年金，茲說明如下: 

「即期年金」並無資金累積期間，通常購買後，年金即開始給付；保費通常

採躉繳方式收取。 

「遞延年金」與即期年金的不同，主要是在即期年金給付年金之前先有一段

遞延期間亦即「累積期」；年金開始給付日前有「累積期」，是希望利用足夠的時

間加上複利效果，能讓累積期產生足夠的保單帳戶價值，然而累積期間依商品需

求設計各異，以利保險公司累積足額保單價值準備金。累積期滿後即進入「給付

期」可申領生存年金。 

傳統型年金計算保險費率的預定利率是固定的，所以不管保險公司未來投資

收益如何，其年金給付金額是不會變動的，而為降低退休規劃的不確定感，保險

公司皆會在商品設計上加入「保證年期給付」或「保證金額給付」的約定 (一般

有保證給付 10 年、15 年、20 年等)，適合不要承受投資風險的保守型保戶，但

因「帳戶價值」的成長是由保險公司承諾保戶以較保守的固定預定利率成長，相

對每年保費金額就較其他類型年金高。 

2. 利率變動型年金 

利率變動型年金與傳統型年金最大的不同，在於年金累積期間，利率變動型

年金保單帳戶價值按照宣告利率浮動增值。 

宣告利率依照主管機關示範條款規定： 

(1)  94年5月31日（含）前 

上限：台銀、一銀、合庫、中信局上月月初牌告二年定期儲蓄存款最 

    高利率之平均值加1.5 ﹪。 

    下限：台銀、一銀、合庫、中信局上月月初牌告二年定期儲蓄存款 

    最高利率之平均值減1 ﹪，但不得為負數。 

(2)  94年6月1日起 

    上限：國內十年期政府公債次級市場殖利率。 

    下限：不低於 0﹪。 

另外在年金給付部分，利率變動型年金可分為甲型的固定金額給付與乙型

的變動年金給付；甲型以累積至年金給付開始日止的年金保單價值準備金為

準，按年金給付開始日當時之預定利率、年金生命表及約定的保證期間計算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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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年金金額。 

利率變動型年金乙型第一次年金給付金額之計算比照甲型，後續的年金金

額＝前次年金金額×調整係數。調整係數= (1＋前一年金給付週年日當月宣告利

率)÷(1＋預定利率) 

前述宣告利率之規範至 95 年 9 月 1 日保險商品審查新制實施後，對於(一)

新送審商品及已核准、核備或備查且仍繼續銷售之商品，如於 96 年 4 月 1 日前

依據中華民國精算學會之「利率變動型年金保險精算實務處理準則」關於資產區

隔、投資準則及現金流量測試等風險控管機制辦理，且該商品依保險商品銷售前

程序作業準則之規定辦理修正者，其新契約之宣告利率得依相關資產之報酬率自

行設定，即得免受 94 年 5 月 24 日金管保一字第 09402500991 號令有關宣告利率

不得高於十年期政府公債次級市場殖利率上限之限制。(二)自 96 年 4 月 1 日起

銷售之新契約均應依據精算學會之「利率變動型年金保險精算實務處理準則」關

於資產區隔、投資準則及現金流量測試等風險控管機制辦理，並依其相關資產報

酬率自行訂定宣告利率。 

對於訂定宣告利率的方式，其應符合下列原則38: 

1. 訂定宣告利率可引用可靠的參數做為計算依據，參數與宣告利率之間

的關係應該合理且持續一致，並以公式形式表達。常見的參數包括資

本市場指標、實際投資報酬等。 

2. 以書面方式陳述宣告利率之公式及其方式（方式係指計算時點、頻率、

適用方式等）。 

3. 宣告利率適用方式應在產品發行前即約定且持續遵循。常見的方式舉

例如下： 
(1) 在固定期間內適用於整張保單的保單價值 
(2) 僅適用於在固定期間內繳納之保費所產生的保單價值 

4. 在任何情況下宣告利率不得低於保單條款所保證之最低宣告利率；保

單條款若未明述宣告利率之最低保證，則最低宣告利率應為零。 

5. 決定宣告利率時應考慮提供予客戶的給付、提領或解約價值所內含的

保證以及其他選擇權所產生之風險成本，並應於上述第(2)點的書面文

件中明確說明。 

6. 在訂定宣告利率時應考慮實際的資產配置以及投資準則，例如：資產

存續期間對宣告利率之影響。 

7. 若公司實際公布之宣告利率數值偏離依所訂定之宣告利率公式計算之

結果達一顯著程度時，應就偏離的原因提出書面說明，並分析其財務

                                                 
38參閱中華民國精算學會 95.9.1 發布之利率變動型年金保險精算實務處理準則。 
40詳請參閱保險局網站之「保險法規」的「行政規則」中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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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若偏離顯著之情形持續出現，或預期將持續出現逹半年以上時，

精算人員應重新檢視宣告利率訂定公式之適當性。 

8. 所訂定宣告利率公式有所改變時，應就改變的原因及配合的相關調整

（如投資準則等）提出書面說明，並分析其財務影響。 

9. 若宣告利率超過實際資產投資報酬率，精算人員應以書面方式說明原

因，以及分析其財務影響。 

故可預期投資運用績效較佳之保險公司，其商品會有較佳之競爭優勢。 

3. 變額年金 

變額年金近年來在美國屬於相當熱賣的一種投資型商品，採分離帳戶且投資

風險由保戶自負，承受的風險遠較固定利率型與利率變動型年金高，目標族群設

定年紀輕、距離退休日遠的保戶。投資連結標的以指數、共同基金為主，依保本

或保息的需求可有不同的投資組合，但帳戶價值隨市場變動，無法以固定金額代

表，故保單計價採基金單位呈現(應為以單位數和單位淨值來呈現)，與傳統壽險

以金額為計價單位不同。 

變額年金有較高想像空間的投資報酬，在同額年金給付狀況下，若投資報酬

率愈高，每年保費所需提撥額度就愈低；反之，則愈高。雖然變額年金依保戶需

求商品可有保本或保息等不同設計訴求，但若是投資外幣計價標的，保戶需有承

擔匯兌風險的心理準備，因為匯差過大時會侵蝕退休資產，可能不符合有保本或

保息需求的保戶期待。 

  變額年金可以用來累積退休財富，為分散投資風險以及提高累積退休財富的

穩定度，變額年金的設計常常有一些保證給付機制，例如： 

(1) 保證最低滿期給付﹙Guaranteed Minimum Maturity Benefit；GMMB﹚ 

保證在契約滿期時，給予保戶一特定金額，換言之；帳戶價值若在下跌時提

供投資保障，但帳戶價值在上升時一樣可參與獲利。 

(2) 保證最低死亡給付﹙Guaranteed Minimum Death Benefit；GMDB﹚ 

保證在契約期間死亡時，給予保戶一特定金額；所以 GMDB 可能是原來所繳

交的保險費，依保險公司設計而定。 

(3) 保證最低收入給付﹙Guaranteed Minimum Income Benefit；GMIB﹚ 

保證分離帳戶於滿期一次給付保險金時，以保證的年金生命表、利率等因子

計算轉換成年金給付。 

尚有其他保證給付機制諸如：保證最低累積給付、保證最低解約給付等等，

雖然變額年金有投資型商品風險自負的特性，但因變額年金有保證給付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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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保戶多樣的退休保證需求，可滿足保戶退休的基本需求；而其分離的投資帳

戶有機會能讓收益極大化，使得變額年金在累積期間有高於固定利率與利率變動

型年金的額外優點。 

 

三、 現行商業年金保險商品比較 

(一)傳統型年金保險 

由於近幾年利率處於低檔，傳統型年金的預定利率固定，因此傳統型年金的

保費收入一直占不到傳統壽險的一成，不過隨著勞退新制的宣傳下，退休金市場

需求逐漸加大，各家公司陸續推出設計簡單的即期年金、遞延年金，且隨著市場

利率看漲，保險公司新推出傳統型年金的預定利率也隨之升高。 

    茲將現行業者所銷售之即期年金與遞延年金保險商品，整理如下表。 

            

表 5-5  　 同業傳統型即期年金保險比較 

公司名稱 三商美邦 新光 台壽 南山 富邦 中國 

商品名稱 
長樂即期

年金 

吉祥 

即期年金 

如意保本

即期年金

龍滿意即

期年金 

（ A/B
型） 

即期年金
新即期年

金 

即期終身

年金 

(A/B型) 

松盈即期

年金 ( 平
準 / 增額

型) 

松盈保本

即期年金

核准日期 94.12.30 94.12.23 94.12.23 95.04.19 89.7.25 92.12.11 92.12.05 94.12.27 94.12.27

預定利率 2.25% 1.35% 1.35% 1.85% 1.85% 1.60% 1.75% 2.00% 1.75% 

保證期間/
金額 

10/15/20
年 

10/15/20
年 

- 所繳保費15年 20年 15年 
10/15/20
年 

x 

給付方式 年/月 年 年/月 年/半/季 月 年/月 年 年 
年/半/季/
月 

 

即期年金的推出，對高年齡保戶而言，多了保單轉換的選擇，讓保戶原有保

單的保單價值得以轉入即期年金，確保日後有固定的年金給付，有些即期年金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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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給付年期，被保險人即使過世，保險公司仍繼續給付予受益人，對保戶相當

有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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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同業傳統型遞延年金保險比較 

公司名稱 國泰 大都會 富邦 

商品名稱 長鴻遞延年金 退休生活年金 遞延年金 

核准日期 92.09.24 93.12.30 92.12.05 

預定利率 2.25% 2.75% 1.5% 

保證期間 10年/60 ,65 20年/50,55,60,65 15年 

給付方式 年 年 年/半/季/月 

     

遞延年金，具有「零存整付」的概念，其區分為兩個階段：一為累積期，另

一為清償期；也就是保戶先繳費一定的期間（累積期），再由保險公司在一定期

間或保戶退休後開始給付年金（清償期）。該年金可以躉繳保費或分期繳保費方

式購買。如在年金開始給付前，被保險人一旦身故，保險公司亦會採分期或一次

退還年金帳戶餘額予受益人，因此對於繳費能力較弱者，不失為一種不錯的選

擇。惟傳統遞延年金商品由於採固定利率計價，其無法隨外在經營環境而調整，

在現今市場已不具吸引力，故原有販售傳統遞延年金之保險公司，多已將該商品

予以停售。  

 (二)利率變動型年金保險 

早期利率變動型年金保險商品其宣告利率約在2﹪至3﹪，相較於當時國內

四家行庫二年期定期儲蓄存款約維持在1.5﹪~1.8%間極具吸引力，壽險業為了吸

收來自銀行存款的資金，銀行業者亦可獲取手續費收入，皆以「宣告利率高於定

存利率」為行銷訴求，加上市場上預期利率可能上揚的預期心理，至94年初止為

壽險業挹注大量的保費收入。 

但自從主管機關規定94年6月1日起，宣告利率上限為國內十年期政府公債次

級市場殖利率，下限不低於0﹪，由表5-7可看出壽險業94年6月的宣告利率從5月
的2.75%~3%降到2.00%~2.24%，讓利率變動型年金的銷售開始呈現大幅度降

低，讓原本93年的保費收入呈傳統壽險、利率變動型年金與投資型商品三分天下

的局面產生大變動。觀察利率變動型年金94年1~5月保費收入每月都超過100億，

到94年6月保費收入已低於80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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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銷售中商品的宣告利率受限於不得高於國內十年期政府公債次級市場

殖利率，故近來各家保險公司所銷售之利率變動型保險商品其宣告利率約在 2﹪
至 2.4﹪間，相較於國內四家行庫二年期定期儲蓄存款於 95 年 9 月為 2.24%，對

消費者而言，並無多大之購買誘因，以致業務急劇萎縮，此由表 5-8 之銷售狀況

即可得知。 

現行利率變動型商品可不受限 10 年期政府公債之最新法令規定(中華民國

95 年 11 月 17 日金管保一字第 09502503491 號令「利率變動型保險及萬能保

險商品宣告利率相關規定」 40。故前述宣告利率之問題將於 95 年 9 月 1 日保

險商品審查新制實施後，對於訂定宣告利率的方式有新的規範，若應符合中華民

國精算學會 95.9.1 發布之利率變動型年金保險精算實務處理準之原則，即可不用

受限於國內十年期政府公債次級市場殖利率，故可預期投資運用績效較佳之保險

公司，其商品會有較佳之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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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行庫 中信局 三商美邦 國泰 國泰 新光 新光 新光 ING安泰

兩年定存
利率變動型

年金

長昇利率變

動型年金

新利率變動

型年金

新輕鬆理財

利率變動型

年金

新得利利率

變動型年金

新集利利率

變動型年金

新安利利率

變動型年金

添壽利率變動

型年金

94.05 1.80% 2.85% 2.80% 2.75% 2.05% 2.85% 1.98% 2.85% 3.00%

94.06 1.80% 2.05% 2.24% 2.20% 2.05% 2.24% 1.98% 2.24% 2.24%

0% 躉繳1﹪ 2%

躉繳：1.5%
非躉繳：

>=10萬2%,
<10萬3%

1% 0%
業務1.25%
銀行0%

0%
6.5%。轉帳1%
折扣，單筆5萬
以上0.5%折扣

3年 1-5年 1-5年/1-9年 1-3年 1-5年 1-3年 1-5年 1-9年

1 3.0% 1.2% 5.0% 1.5% 5.0% 7.2%

2 2.4% 0.8% 4.0% 1.0% 4.0% 6.4%

3 1.8% 0.4% 3.0% 0.5% 3.0% 5.6%

4 1.2% 2.0% 2.0% 4.8%

5 0.6% 1.0% 1.0% 4.0%

6 3.2%

7 2.4%

8 1.6%

9 0.8%

10

銀行 業務 業務 業務 業務 業務 銀行 業務

銀行 銀行 銀行 銀行

商品名稱

宣告利率

附加費用率

解約費用收取

解約費用

率

躉繳：(1-5
年)
第1~5年：

3% , 2%
1.2% , 0.6% ,
0.2%
非躉繳：

第1年：

7.2%
第2~9年：以

0.8%逐年遞

減

1~3年躉繳：

1.2% , 0.8% ,
0.4%

表5-7  同業利率變動型年金商品比較 ( 94.5~94.6 )

銷售通路

公司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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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 富邦 富邦 中國 台壽 幸福 國寶 大都會

得意利率變

動型年金

如意利率變

動型年金
享利年年

裕玲瓏利率變動

型年金

八方雲集利率變

動型年金

幸福一生利率變

動型年金

利率變動型年

金

新松柏利率變

動型年金

94.05 2.00% 2.00% 2.00% 1.94% 2.375% 2.85% 2.95% 2.95% 2.20%

94.06 2.00% 2.00% 2.00% 1.94% 2.24% 停售 2.24% 2.24% 停售

1.25% 0% 不超過總

保費2%
1.25%

業務3%
銀行2.38%

1.24% 1.25% 2%

1-3年 1年 1年 1-5年 1-6年 1-3年 1年 1-2年

1 1.5% 0.6% 2.5% 3.6% 3.6% 4.0%

2 1.0% 2.00% 3.0% 3.2% 3.6%

3 0.5% 1.50% 2.4% 2.8%

4 1.00% 1.8%

5 0.50% 1.2%

6 0.6%

7

8

9

10

業務
業務

業務 業務 業務 業務

銀行
經紀人

銀行 銀行 銀行 銀行

解約費用收取

解約費用

率

0%

中國

僅1年，保

價金*(1-
0.02*(1-經
過日數

/365))

商品名稱

宣告利率

和信利率變動型

年金

附加費用率

(續)表5-7  同業利率變動型年金商品比較

理財服務部

(內勤)
銷售通路

業務
年金險部(內

勤)bank

僅1年＝保價

×[0.2%×(1-(經
過日數/365)]

1年

解約金＝保費 ×[1
＋(每月宣告利率

換算年實利率 -
k)×(經過日數

/365)]
其中k值如下：

0-3月：年實利率

4-6月：1.5%
7-9月：1.0%
10-12月：0.5%

(每年有20%免

解約費用額度)

公司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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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95 年 7 月同業利率變動型年金銷售狀況 

公司名稱 中信局 
國泰超輕鬆
理財 

（9.21 開辦） 

國泰超滿意 

（9.15 開辦）
富邦得意 富邦如意 ING 安泰 

7 月宣告利率 2.23% 2.17% 2.17% 2.17% 2.20% 2.23% 

繳別 躉繳 躉繳 躉繳 躉繳 躉繳非躉繳 躉繳 

件數 1 90 1,494 9 896 36 95 

年 

7 

月 
FP(萬) 200 14,508 325,923 13,203 246,750 411 

件數 7 286 5,357 177 3,002 368 95 

年 

1-7 

月 
FP(萬) 1,010 33,132 1,124,204 52,846 977,518 4,369 

附加費用率 躉繳 1% 0% 0% 1.25% 0% 

6.5%轉帳 1%折
扣單筆 5 萬以
上 0.5%折扣，
扣最多不超過
1.5% 

銷售通路 經代公司 
銀行保代 

業務系統 
銀行保代 

銀行保代 

業務系統 

理財服務部 

業務系統 

銀行保代 

業務系統 

佣金率 1.75% 
業務：0.8% 

保代：1.9% 
0.16% 1.6% 

業務：0.15% 

保代：0.075% 
2% 

解約費用率 

1-3 年 

第 1 年：
1.2% 

第 2 ～ 3
年： 

以 0.4%逐
年遞減 

僅 1～3 年 

第 1 年：2.5% 

第 2 年：1.5% 

第 3 年：1.0% 

僅 1 年 

保價×0.2% 

僅 1～3 年

第 1 年：
1.5% 

第 2 年：
1.0% 

第 3 年：
0.5% 

僅 1 年 

保價×0.2% 

8月變更解約
費用率及宣
告利率適用
一個月 

1～9 年 

第 1 年：7.2% 

第 2～9 年： 

以 0.8%逐年遞
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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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5-8  95 年 7 月同業利率變動型年金銷售狀況 

公司名稱 中國和信 中國裕玲瓏 新光新得利 新光新集利 遠雄 

7 月宣告利率 2.17% 2.23% 2.02% 2.00% 2.17% 

繳別 
躉繳 

定期定額 
躉繳 

彈性 

分期繳 
躉繳 躉繳 

件數 1,212 13 8 2,877 544 95 

年 

7 

月 
FP(萬) 68,997 3,887 1,841 322,462 32,577 

件數 19,882 728 53 6,078 2,124 95 

年 

1-7 

月 
FP(萬) 448,766 123,458 3,313 654,672 120,978 

附加費用率 0% 1.25% 0% 0% 0% 

銷售通路 
業務系統 

 

業務系統 

銀行保代 

業務系統 

銀行保代 

業務系統 

銀行保代 

業務系統 

銀行保代 

佣金率 0.2% 0.8% 1.5% 0.16% 1.25% 

解約費用率 

僅 1 年 

解約金＝ 

保費  ×[1＋
（每月宣告
利率換算年
實利率-k） ] 

其中 k 值為： 

0~3 月： 

年實利率 

4~6 月：1.5% 

7~9 月：1.0% 

10~12 月：
0.5% 

1~5 年 

第 1 年：2.5%

第 2~5 年： 

以 0.5%逐年
遞減 

( 但 每 年 有
20% 免解約
費用額度) 

1~5 年 

第 1 年：5%

第 2~5 年： 

以1%逐年遞
減 

僅 1 年 

第 1 年 ：
0.45% 

僅 1~3 年 

第 1 年：
1.5% 

第 2 年：
1.0% 

第 3 年：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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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5-8  95 年 7 月同業利率變動型年金銷售狀況 

公司名稱 興農 
瑞泰 

新躉繳遞延 

三商美邦 

長昇 

國華 

好利 HIGH 
國寶 

幸福 

幸福一生 

7 月 

宣告利率 
2.17% 2.14% 2.23% 2.23% 2.17% 2.23% 

繳別 躉繳 躉繳 躉繳 躉繳 躉繳 躉繳 

件數 0 0 0 24 21 0 95 年 

7 月 FP(萬) 0 0 0 1,085 368 0 

件數 0 1 13 131 2,141 358 95 年 

1-7 月 FP(萬) 0 200 2,088 6,187 20,482 28,281 

附加費用率 2.85% 4% 2% 
躉繳 0% 

非躉繳 3.75%
1.25% 0% 

銷售通路 

業 務 系
統 

銀 行 保
代 

經紀人 

業務系統 業務系統 業務系統 
銀行保代 

業務系統 

業務系統 

銀行保代 

佣金率 1.25% 1.4% 1.25% 2% 1.5% 銀行保代：2.3%

解約費用率 

1~2 年 

第 1
年：3.0%

第 2
年：2.4%

1~9 年 

第 1 年：3.6%

第 2~9 年： 

以 0.4%逐年
遞減 

1~10 年 

第 1 年：
3.0% 

第 2~5 年：

以 0.6% 逐
年遞減 

躉繳： 

第 1 年：3.5%

第 2~5 年： 

以 0.7%逐年
遞減 

非躉繳： 

第 1 年：7.2%

第 2~6 年： 

以 1.2%逐年
遞減 

僅 1 年 

保 價  × 
0.2% × 

)
365

1( 經過日數
−

 

1~2 年 

第 1 年：1% 

第 2 年：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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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5-8  95 年 7 月同業利率變動型年金銷售狀況 

公司名稱 

台壽 

龍騰四海 

(8.1 開始販售) 

大都會 

新松柏 

(7.27 調整解約費用後重新販售) 

7 月宣告利率 2.23% 2.23% 

繳別 躉繳、定期定額 躉繳 

件數 11 0 95 年 

7 月 FP(萬) 10 0 

件數 101 1 95 年 

1-7 月 FP(萬) 10,130 200 

附加費用率 
躉繳：1.5% 

定期定額：1% 
4% 

銷售通路 
業務通路 

代理人 

銀行保代 

業務系統 

佣金率 

躉繳：0.75% 

分期繳： 

L=0.5%，0.18% 

L=1%，0.36% 

1% 

解約費用率 

1~3 年躉繳 

第 1 年：1.2% 

第 2 年：0.6% 

第 3 年：0.3% 

非躉繳 

第 1 年：2.4% 

第 2 年：1.2% 

第 3 年：0.6% 

僅 1 年 

第 1 年：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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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變額年金保險 

目前保險公司銷售變額年金商品，經統計 94 年 1~5 月保費收入約 253 億，

占投資型商品保費收入 6,575 億不到 4%，占壽險業所有保費收入 28,699 億更不

到 1%，其銷售狀況並非良好。 

 

表 5-9 同業變額年金商品比較 

保險公司 宏利人壽 國泰人壽 新光人壽 

保單名稱 
美麗人生遞延年金險 

(甲/乙型) 

新世紀變額遞延年金保

險(甲型) 

富利變額年金保險 

(甲型) 

核准日期 89.11.06 90.10.15 91.06.24 

繳費方式 躉繳 躉繳 躉繳 

保險期間 

累積期間: 最低10年 

給付期間: 給付開始年

齡不超過80歲 

累積期間 : 10/15/20年
(不可變更) 

給付期間: 給付開始年

齡不超過70歲，至100
歲止 

累積期間: 10/15/20年 

給付期間 :累積期間屆

滿至105歲止 

投保年齡 14~70歲 14~55歲 14~60歲 

保費限制 5~6000萬元 5~1000萬元 5~3000萬元 

年金給付 
保證給付期間10/15/20
年 

保證給付期間10/15/20
年 

保證本金GMIB 

給付方式: 可選擇一次

領回 

保證給付: 10/15/20年 

可選擇一次領回 

身故保險金 甲型︰保單價值或保證累積期間︰ 累積期間︰ 



 137

本金1倍兩者取高者 

乙型︰保單價值或保證

本金1.25~2倍兩者取高

者 

保單價值+0.5~1倍保費

(依不同年齡而有差異)

給付期間︰續領保證期

間年金 

保單價值+0.25~1倍保

費(依不同年齡而有差

異) 

給付期間︰續領保證期

間年金 

投資標的 

1.美國無息政府公債 

2.美國NASDAQ股價指

數 

3.S&P 500指數 

1.美國無息政府公債 
2.富蘭克林坦伯頓成長

基金 

遞延10年: 70%美國政

府零息公債+30%基金 

遞延15年: 60%美國政

府零息公債+40%基金 

遞延20年: 50%美國政

府零息公債+50%基金 

其中基金為「富達國際

基金」 

附加費用 

甲型︰每年保單價值的

1.95% 

乙型︰每年保單價值的

2.45% 

每年保單價值的3.25% 每年保單價值的3.25%

轉換費用 不可轉換 不可轉換 不可轉換 

解約費用 
第一年為4%，每年遞減

0.4%，第11年後為0 
第一年為3.6%，每年遞

減0.4%，第10年後為0
第一年為4%，每年遞減

0.4%，第11年後為0 

其他費用 無 無 管理基金費: 每年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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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5-9 同業變額年金商品比較 

保險公司 富邦人壽 全球人壽 國華人壽 

保單名稱 吉祥變額遞延年金保險 變額年金保險 
長虹投資連結型 

遞延年金保險 

核准日期 94.08.10 93.04.12 91.09.12 

繳費方式 躉繳 彈性繳費 躉繳 

保險期間 

累積期間: 10年，可續10
年 

給付期間: 保單屆滿五

週年至70歲內由保戶指

定，至105歲止 

累積期間: 最少10年 

給付期間: 給付開始年

齡不超過70歲，至110歲
止 

累積期間: 10/15/20年 

給付期間: 遞延期間屆

滿至110歲止 

投保年齡 14~60歲 0~60歲 
10/15年期:14~55歲 

20年期:14~50歲 

保費限制 10~1500萬元 最高6000萬元 10~2000萬元 

年金給付 

保證給付期間10/15/20
年 

給付方式: 可選擇一次

領回或分期領回 

保證給付期間10/15/20
年 

保證給付: 20年 

身故保險金 

累積期間︰保單價值 

給付期間︰續領保證期

間年金 

累積期間︰返還保單價

值 

給付期間︰未支領年金

餘額貼現一次給付 

遞延期間︰Max (1.1保
費，保單價值準備金) 

給付期間︰續領保證期

間年金 

投資標的 
友邦旗艦全球平衡組合

等50種基金標的。 

1.美洲成長投資專戶 

2.美元計息專設帳戶 

遞延10年 : 70%美國政

府零息公債+30%基金 

遞延15年 : 60%美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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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零息公債+40%基金 

遞延20年 : 50%美國政

府零息公債+50%基金 

其中基金為「富蘭克林

坦伯頓基金集團」發行

附加費用 
未滿50萬4%，50萬-100
萬3.5%，100萬以上3%

每次所繳保費之5%為

上限(目前3%) 
第1年以保單價值3%為

上限，之後以2%為上限

轉換費用 

每一保單年度可合計6
次免費申請投資標的轉

換或部份投資終止，自

第7次起，每次酌收新台

幣500元。 

一年可免費轉換3次，超

過則每次以1000元為上

限 
可免費轉換基金 

解約費用 
第一年為2%，每年遞減

0.5%，第5年後為0 
第一年為8%，每年遞減

1%，第9年後為0 
第一年為3.6%，每年遞

減0.4%，第10年後為0 

其他費用 
維持費用：每月新台幣

140元，自帳戶價值內扣

除。 
ETF申購手續費1%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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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5-9 同業變額年金商品比較 

保險公司 統一安聯人壽 台灣人壽 台灣人壽 

保單名稱 
家庭理財變額年金保

險 
領航世紀變額年金保

險 
富貴年年變額年金 

核准日期 92.04.04 91.04.24 92.02.07 

繳費方式 
躉繳、 年繳、半年繳

、季繳、月繳 
躉繳 彈性繳費 

保險期間 

累積期間: 最低 10 年

給付期間 : 給付開始

日與給付期間皆由要

保人選定 

累積期間: 

10 年，可再續 10 年 
給付期間 : 保單屆滿

五週年~70 歲內由保

戶指定，至 105 歲止

累積期間: 最少 10 年

給付期間 : 給付開始

年齡不超過 80 歲，至

105 歲止 

投保年齡 
被保險人: 0~未滿 14
足歲     要保人 : 
20~65 歲 

14~60 歲 14~70 歲 

保費限制 

躉繳:20~2000 萬 

非躉繳 :年保費最低

3.6 萬 

10~1500 萬元 
1 萬元(額外投資保險

費)~3000 萬元 

年金給付 
保證給付: 無 
給付方式 : 可選擇一

次領回 

保證給付 10 年 
保證本金=當期本金

乘「保本率」GMAB
給付方式 : 可選擇一

次領回或儲蓄生息 

保證給付期間 :10/20
年 
第一年度年金：依當時

年金生命表計算 
續年度年金：前一年度

年金金額乘以當年度

調整係數 

身故保險金 累積期間︰ 
退還保單價值總額＋

累積期間︰保單價值

給付期間︰Max(保單

累積期間︰Max(保單

價值，已繳保費總和-



 141

未經過期間之豁免保

險費保障費用 
給付期間︰未支領年

金餘額 

價值，1.5~2 倍保額) 累積部份提領) 
給付期間︰未支領年

金餘額貼現一次給付

投資標的 
投資標的最多可任選

12 項，分配比例須為

整數且總和為 100% 

美國零息政府公債、富

蘭克林坦伯頓全球平

衡基金、富蘭克林坦伯

頓成長基金、美林

MST 北美洲特別時機

基金、美林 MST 日本

特別時機基金、美林

MST 歐洲特別時機基

金 

富蘭克林坦伯頓全球

平衡基金、富蘭克林坦

伯頓成長基金、美林北

美洲特別時機基金、美

林日本特別時機基

金、美林歐洲特別時機

基金、景順中信台灣科

技基金、建弘小型精選

基金等 

附加費用 
以每次所繳保費之 5%
為上限 

每 年 保 單 價 值 的

2.1%(每月按 2.1%/12
扣除) 

所繳保費的 1% 

轉換費用 
一年可免費轉換四

次 ，超過則每次 500
元 

同保本率可免費轉換

3 次，第 4 次轉換保價

的 0.5%(最低 500 元)

屆滿第一保單週年日

後，每年 3 次免費，第

4次開始需費用 500元

解約費用 
一年可免費轉換四

次 ，超過則每次 1000
元 

第一年為 6%,每年遞

減 0.6%,第 11年後為 0
第一年為 6%,每年遞

減 0.6%,第 10年後為 0

其他費用 

行政管理費 : 於累積

期間每月 120 元為上

限 
申購手續費用 : 為投

資標的申購手續費用

五折 
確定最低年金給付費

用 : 每月當時之保價

總額的 0.05% 

無 
保單管理費：每月結算

日扣除 1.25%/12 乘保

單價值(最低 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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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變額年金保險銷售狀況不如預期之主要原因如下： 

1. 變額年金商品屬於長期投資，所以有短期資金需求者，並不適合購買。 

2. 變額年金商品複雜度高，一般保戶不易了解與接受。 

3. 變額年金商品並無額外的稅賦優惠。 

4. 台灣銷售變額年金仍以業務員為主，業務較不易推展。在美國變額年金以專

業代理人銷售最多，其次為證券經紀商。 

從商品設計面來看，變額年金的設計含有一些保證給付機制，可分散退休風

險，提高累積退休資產穩定度，是不錯的規劃退休商品，主管機關應以政令多加

宣廣推導。 

 

第四節 長期看護保險商品與市場概況 

一、 市場概況     

    台灣老年人口的疾病型態呈現慢性化的趨勢，身心功能障礙或老衰的人口亦

同步急遽增加當中，內政部中華民國九十四年老人狀況調查報告顯示，台灣地區

有近三成老人認為自己健康與身心狀況不佳，一成三老人表示在生活起居活動部

分有困難，其中無人可協助而須自我照顧者近三成。人口老化以及老年疾病問題

使得國民對於長期照護的需求快速上升。以民國 90 年行政院主計處統計為例，

民國 90 年台灣地區 65 歲以上老人共有 189 萬人，其中有 9.1 萬的老人需要長期

看護，即每 21 位老人中就有 1 位需要長期看護；同時，國內有四分之三以上的

老人至少患有一種慢性疾病，其中近五分之ㄧ慢性疾病導致日常生活或作息有困

難，估計現今台灣地區約有近 30 萬的失能老人。 

    生活與工作型態的改變，使得長期看護不再侷限於老年族群。一般人多認為

只有老人才需要「長期看護險」，然而現今年輕人因不當飲食、缺乏運動等因素，

導致迸發高血壓、糖尿病的年齡下降，需要長期看護的例子屢見不鮮。此外，根

據內政部警政署統計資料顯示，每年因重大車禍死亡的人數超過 1 萬人，重傷者

更超過此數；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癱瘓，佔需要看護病例的六至七成，而交通意外

事故機車肇事率高達八成以上，顯見「長期看護險」的需求族群實已擴至年輕族

群。 

    國內市場龐大的長期看護需求節節升高，然而高額的看護費用並不是每個人

都有能力負荷。以特別護士而言，目前平均時薪約為新台幣 180 至 200 元，日間

看護費用每月約為新台幣 30,000~40,000 元，24 小時看護費用每月約為新台幣

50,000~60,000 元，以台灣 2005 年國民生產毛額 15,690 元美金而言，一般家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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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實為難以支付專人看護費用，龐大的看護以及醫療費用，將造成家庭經濟上

沉重的負擔。 

 

表 5-10  日常生活所需支出 

一次支付項目 輪椅、電動床、氣墊、特殊衛浴設備等，合計約五萬元 

需重覆購買項目 寢具、衣類、紙尿布、衛生醫療用品等，平均每月支出 8,000 元

資料來源：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表 5-11  居家看護費用 

自行照顧 15,000~30,000 元/月 

居家式 
專人照顧 

白天: 30,000~40,000 元/月 

24 小時: 60,000~70,000 元/月 

社區式 日間照顧 15,000~18,000 元/月 

立案療養院 25000 元/月 

未立案療養院 12,000~30,000 元/月 機構式 

護理之家 30,000~40,000 元/月 

資料來源：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截至九十五年度上半年為止，台灣地區總計發行長期看護保險商品共

162,492 件有效契約，保費收入總金額為 134,431 萬元，其中給付件數 384 件，

給付總金額為 8,888 萬元。其中國泰人壽總計發行 124,747 件契約，新光人壽總

計發行 22,022 件契約，分別佔有整體市場 76.77%與 13.55%，國泰人壽與新光人

壽之市場佔有率合計超過九成。此外，在新契約商品部份，總計發行 24,632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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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契約長期看護保險商品，國泰人壽發行 18,814 件新契約，佔整體發行新契約

件數 76.38%。詳細數據，請參考表 5-12。 

 
表 5-12  95 年度上半年保險業推展長期照護保險概況表 

契約件數 保費收入(千元) 保險給付(千元) 行

業

別 
月份別 

新契約 
(件) 

有效契約 
(件) 

初年度 續年度 合計 件數 金額 

一月 
          
3,306  

      
144,404  

        
59,155  

        
144,102 

        
203,257 

       
70  

        
8,984  

二月 
          
3,382  

      
147,019  

        
52,283  

        
137,304 

        
189,587 

       
50  

        
12,483 

三月 
          
5,659  

      
151,952  

        
92,013  

        
199,756 

        
291,769 

       
53  

        
16,846 

四月 
          
3,619  

      
155,308  

        
59,598  

        
127,248 

        
186,846 

       
60  

        
12,863 

五月 
          
4,240  

      
158,782  

        
62,608  

        
171,866 

        
234,473 

       
75  

        
13,497 

六月 
          
4,426  

      
162,492  

        
71,255  

        
167,128 

        
238,383 

       
76  

        
24,207 

壽

險

業 

合計 
        
24,632  

      
162,492  

        
396,912 

        
947,404 

        
1,344,316 

       
384  

        
88,879 

資料來源：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二、長期看護保險商品 

    就長期看護保險商品而言，國內目前總計有 8 家壽險公司推出相關保單。國

內 29 家業者中，共有 5 家推出屬於主約型的終身險加上長期看護險，包括新光

人壽、國泰人壽、台灣人壽、國華人壽以及南山人壽等業者。中國人壽、三商美

邦人壽與保誠人壽等 3 家業者則是推出附約型的短期與長期看護險。 

主約型保單的特色是結合了終身與長期看護險，給付內容包含了一次給付看

護保險金、長期看護保險金、死亡保險金與殘障保險金等四大類；投保年齡範圍

從 14~85 歲不等，最低年齡年滿 14 歲就可以投保壽險長期看護商品；保費繳交

期間從 5~25 年不等，大部份的繳費期間至少在 10 年以上；可投保的金額範圍各

家業者不盡相同，多數在 1~600 萬元間。 

    附約形式的保單雖附屬於主約之下，但其保險期間多為長年期的 15 年或 20



 145

年；附約型保單的給付內容為定期支付長期看護保險金；其投保年齡範圍從

20~70 歲不等；保費繳交期間從 10 年、15 年、到 20 年不等；各家業者所提供的

投保額度大部份為 1~10 萬元。無論為主約形式或是附約形式，只要看護狀態一

直持續，就可以支領保險金，同時得以豁免失能期間的保費。 

表 5-13 中以 30 歲男(女)性投保長期看護保險商品為例，繳費期間二十年，

整理出目前各家業者的保險費收費標準。以男性而言，主約型商品每萬元保額所

需繳交的保險費最低為南山人壽的 234 元，最高為國華人壽的 2,506 元。附約型

商品各家業者所收取的保費差異很大，保誠人壽一年定期長期看護帳戶健康保險

附約(甲型)的保費為 36.3 元，長期看護健康保險附約(甲型)為 7,146 元；中國人

壽長期看護健康保險附約為 39 元；三商美邦人壽長期看護保險附約收取 1,516
元(每千元保額)。從以上結果可以歸納，附約型商品某些業者保費較低，如中國

人壽，但亦有保險費用高昂的商品存在，如三商美邦人壽。此外，表 5-14 比較

台灣各家長期看護保險商品。 

 

表 5-13  各商品保險費率比較(以 30 歲男(女)性，繳費年期 20 年為例) 

單位：元/每萬元保額 

 保單名稱 男性 女性 

國泰人壽松柏長期看護終身壽險 379 395 

新光人壽長期看護終身保險 403 402 

台灣人壽長期看護終身壽險 405 413 

國華人壽長期看護終身保險 2,506 2,132 

主
約
形
商
品 

南山人壽長期看護健康終身保險 234 211 

中國人壽長期看護健康保險附約 39 40.8 

保誠人壽一年定期長期看護帳戶
健康保險附約(甲型/乙型) 

36.3/106.6 33/102 

保誠人壽長期看護健康保險附約
(甲型/乙型) 

7,146/11,297 9,449/15,653 

附
約
形
商
品 

三商美邦人壽長期看護保險附約 1,516( 每千元保
額) 

2,084(每千元保額) 

資料來源：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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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4  台灣長期看護保險商品一覽表 

保險公司 國泰人壽 新光人壽 台灣人壽 

保單名稱 松柏長期看護 

終身壽險 

長期看護 

終身保險 

長期看護 

終身壽險 

核准日期 94.12.14 94.12.23 94.12.30 

投保年齡 15~75 歲 5 年:14~65 歲 

10 年:14~60 歲 

15 年:14~55 歲 

20 年:14~50 歲 

25 年:14~45 歲 

30 年:14~40 歲 

14~65 歲 

保險期間 終身(屆滿 105 歲) 終身 終身(屆滿 96 歲) 

繳費期間 15 年/20 年 5 年/10 年/15 年/ 

20 年/25 年/30 年 

15 年/20 年/25 年 

投保金額 10~600 萬 30~500 萬 10~500 萬 

繳費方式 月繳/季繳/半年繳/
年繳 

季繳/半年繳/年繳 月繳/季繳/半年繳/
年繳 

保障內容 專科醫師診斷符合
契約所稱「需要長
期看護狀態」持續
達九十日 

專科醫師診斷符
合契約所稱「需要
長期看護狀態」持
續達九十日 

專科醫師診斷符合
契約所稱「需要長
期看護狀態」持續
達九十日 

一次給付
保額 30% 

(終身領一次) 

無 保額 20% 

(終身領一次) 長
期
看
護
保
險
金 

分期給付

保額 10% 

(每半年給付) 

第一級：2%保額 

第二級：1.5%保額

第三級；1%保額 

(每月給付) 

保額 12% 

(每半年給付) 

死亡保險金 保額 100% 保額 100% 基本保額 

給
付
內
容 

殘障保險金 
保額 100% 保額 100% 基本保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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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級殘障) 
 

祝壽保險金 
無 無 依保額 

(屆滿 96 歲即給付)

失能豁免保費 有 有 有 

備註  可附加安親保障
最多至 1500 萬 

 

 

(續)表 5-14  台灣長期看護保險商品一覽表 

保險公司 國華人壽 南山人壽 中國人壽 

保單名稱 長期看護 

終身保險(95) 

長期看護 

終身健康保險 

長期看護 

健康保險附約 

(甲型/乙型/丙型) 

核准日期 94.12.30 94.12.28 95.01.17 

投保年齡 14~85 歲 18~65 歲 20~70 歲 

保險期間 終身(屆滿 110 歲) 終身 15 年/20 年 

繳費期間 11 年/15 年/20 年/ 

25 年/30 年 

20 年 15 年/20 年 

14~55 歲：1～100 萬 50歲(含)以下: 25~800
萬 

56 歲(含)以上：1～50
萬 

51~60 歲: 25~500 萬 

投保金額 

職業類別為四、五、
六類：1~50 萬 

61~65 歲: 25~300 萬 

1~10 萬 

繳費方式 月繳/季繳/半年繳/年
繳 

月繳/季繳/半年繳/年
繳 

月繳/季繳/半年繳/年
繳 

保障範圍 專科醫師診斷符合契
約所稱「需要長期看
護狀態」持續達九十
日 

專科醫師診斷符合契
約所稱「需要長期看
護狀態」持續達六十
日 

專科醫師診斷符合契
約所稱「需要長期看
護狀態」持續達九十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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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5-14  台灣長期看護保險商品一覽表 

 

保險公司 國華人壽 南山人壽 中國人壽 

保單名稱 長期看護 

終身保險(95) 

長期看護 

終身健康保險 

長期看護 

健康保險附約 

(甲型/乙型/丙型) 

一次給付 

無 250 分；12%保額 

400 分：18%保額 

550 分：24%保額 

(終身領一次) 

無 

長
期
看
護
保
險
金 

分期給付 

基本保額 

(每年給付) 

250 分；1%保額 

400 分：1.5%保額 

550 分：2%保額 

(每月給付) 

基本保額 

(每三個月給付) 

給付期間: 

甲型-3 年;乙型-6 年; 

丙型-10 年 

死亡保險金 
保額十倍扣除累計已
給付之長期看護保險
金 

依保額 無 

殘障保險金 無 依保額 無 

給
付
內
容 

祝壽保險金 保額 200% 無 無 

失能豁免保費 有 有 有 

備註 無解約金 無解約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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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表 5-14  台灣長期看護保險商品一覽表 

保險公司 保誠人壽 三商美邦人壽 

保單名稱 一年定期長期看護
帳戶型 

健康保險附約 

(甲型/乙型) 

長期看護 

健康保險附約 

(甲型/乙型)(95) 

 

長期看護保險附約 

核准日期 93.06.08 95.01.11 94.12.30 

15 年:14~70 歲 投保年齡 20~60 歲 20~70 歲 

20 年:14~65 歲 

保險期間 1 年 10 年/終身 15 年/20 年 

繳費期間 1 年 10 年/終身 15 年/20 年 

投保金額 1~10 萬 1~10 萬 5000 元~10 萬 

繳費方式 月繳 月繳 /季繳 /半年繳 /
年繳 

 

保險範圍 專科醫師診斷符合
契約所稱「需要長
期看護狀態」持續
達九十日 

專科醫師診斷符合
契約所稱「需要長期
看護狀態」持續達九
十日 

專科醫師診斷符合契
約所稱「需要長期看護
狀態」持續達九十日 

一次給付 
無 無 保額 36 倍 

(在累積給付期間屆滿
後一次給付) 

長
期
看
護
保
險
金 分期給付 

保額 600% 

(每半年給付) 

保額 600% 

(每半年給付) 

保額 600% 

(每半年給付) 

給
付
內
容 

死亡保險金 無 無 無 

失能豁免保費 有 有 有 

備註 保障不因主約保費
緩繳而終止，可續
保至終身 

無解約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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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於需要長期看護狀態的認定，各家業者是自己設立標準，視公司而定，

表 15-5 中詳盡列舉了各家業者的認定標準。一般而言，大部分業者所採用的認

定標準可分為兩種，只要符合任一標準，即視為符合長期看護狀態。第一種指標

為用以鑑定功能失常與評估長期照護需求及其需求類型之依據指標為日常生活

活動能力指標(ADL，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ADL 包含進食、上下床、穿脫

衣服、上廁所、洗澡等日常生活自我照顧的活動，多數保險公司皆要求被保險人

須符合至少二或三種以上的 ADL。但是實際上各家業者對於 ADL 級數的區分不

盡相同，依公司而異。 

    第二種狀態為經診斷為器質性失智，在意識清醒狀態下有分辨上之障礙，且

無法獨立生活需仰賴他人長期看護者。器質性失智係指符合行政院衛生署所稱之

病症，並且經醫師診斷判定；意識清醒狀態下有分辨上之障礙意指有時間的分辨

障礙與場所的分辨障礙。兩種狀態下的長期看護需求狀態皆需要持續一段時間

(大部分為 90 日，較日本標準的 180 日短)。除以上兩種標準外，另行有些業者

使用長期看護狀態計分量表判定是否符合長期看護狀態，如南山人壽；新光人壽

則是將需要長期看護的狀態分為三級定義。表 5-15 比較台灣各加保險公司在長

期看護狀態認定標準之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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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5  長期看護狀態認定之標準 

保單名稱 
長期看護狀態 
名詞定義 

認定標準 

一、時常處於臥床狀態，無法在床舖周遭以自己的力量步

    行，並符合下列狀態中之兩項以上者：  
 (1) 無法自行穿脫衣服。              
 (2) 無法自行入浴。 
 (3) 無法自行擦拭排洩後之大小便等。  
 (4) 無法自行就食。 

國泰人壽 
松柏長期 
看護終身 
壽險 

被保險人經醫院

診斷後，依診斷

書判斷符合右列

兩 種 情 形 之 ㄧ

者。 
二、被診斷確定為器質性癡呆註 1，在意識清醒的情形下有

    分辨上之障礙註 2，需他人為看護照顧者。 

一、經常處於臥床狀態，為維持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活  
    動，需要他人扶助，而符合下列第一款狀態，並且有

    第二至六款中之任何二款狀態者： 
 (1) 如無他人扶助，自己無法在床邊附近不行之狀態。  
 (2) 如無他人扶助，無法自己攝取食物之狀態。 
 (3) 如無他人扶助，無法自己穿脫衣服之狀態。  
 (4) 如無他人扶助，無法自己淋浴之狀態。 
 (5) 如無他人扶助，排便始末無法自行為之。 
 (6) 如無他人扶助，排尿始末無法自行為之。 

台灣人壽 
長期看護 
終身壽險 
 
 

因疾病或傷害經

大型醫院出具之

診斷書可判斷為

符合右列兩種情

形之ㄧ者。 

二、診斷確定為器質性癡呆，在意識清醒的情形下有分辨

    上之障礙，無法獨立生活須仰賴他人看護照顧者。

一、符合下列六款中之三款(含)以上者： 
 (1) 無他人協助，無法自行走動。                  
 (2) 無他人協助，無法自行飲食。 
 (3) 無他人協助，無法自行穿脫衣物。  
 (4) 無他人協助，無法自行就寢起床。 
 (5) 無他人協助，無法自行沐浴。 
 (6) 無他人協助，排便尿始末無法自行為之。 

主 
約 
型 
商 
品 

國華人壽 
長期看護 
終身保險 
 
 

因疾病、意外傷

害事故、體質虛

弱或認知障礙，

經醫院神經科或

主要疾病相關科

別之專科醫師診

斷後，符合右列

兩 款 情 形 之 ㄧ

者。 

三、被診斷確定為器質性癡呆，在意識清醒的情形下有認

    知障礙，失去思考、理解、推理判斷及記憶能力而情

    成精神耗弱的狀況，無他人持續的監督管理則無法照

    料自己須他人為看護照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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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5-15  長期看護狀態認定之標準 

保單名稱 
長期看護狀態 
名詞定義 

認定標準 

一、依『需要長期看護狀態計分量表』評量累計分，表

    中共分為七大項目計分： 

南山人壽 
長期看護 
健康終身 
保險 

被保險人累計分達

保險金給付標準之

ㄧ者。 

 (1) 意識狀態障害：重度障害 200 分 
 (2) 行動能力障害：扶杖行走 10 分；輪椅代步 60 分；

                   完全無法行動 100 分。 
 (3) 臥床狀態障害：大部分時間臥床 10 分；整日臥床

                   但可自行翻身 60 分；整日臥床無

                   法自行翻身 100 分。  
 (4) 攝食狀態障害：需餵食 10 分；鼻胃管灌食 60 分 
 (5) 沐浴障害：部分需人扶助 60 分；無法自理 100 分。

 (6) 更衣障害：部分需人扶助 60 分；無法自理 100 分。

一、符合以下任一項條件者，屬於第一級狀態： 
(1) 經常處於臥床狀態，為維持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

    活動，全需他人扶助，並且符合契約附表一甲款

    至己款之全部狀況，需要他人看護者。 
(2) 經診斷為器質性癡呆，而且在無意識障礙情況 
    下，有定向不清之困難，並且符合附表一甲款至

     己款之中任何兩款以上狀況，需要他人看護者。

二、符合以下任一項條件者，屬於第二級狀態： 
(1) 經常處於臥床狀態，為維持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

    活動，需他人扶助，而符合附表一甲款狀態，並

    且有乙款至己款中之任何三款以上者。 
(2) 經診斷為器質性癡呆，而且在無意識障礙情況  

     下，有定向不清之困難，需要他人看護者。 

主 
約 
型 
商 
品 

新光人壽 
長期看護 
終身保險 

依公、私立醫院醫

師出具之診斷書，

可判定為符合右列

狀態者。 

三、符合以下任一項條件者，屬於第三級狀態： 
    經常處於臥床狀態，為維持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活

    動，需要他人扶助，而符合附表一甲款狀態，並且

    有乙款至己款中之任何二款狀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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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5-15  長期看護狀態認定之標準 

保單名稱 
長期看護狀態 
名詞定義 

認定標準 

一、被保險人經醫院專科醫師診斷確定，且符

合下列六種情形中之三種(含)以上者： 

 (1) 如無他人協助，無法自行走動。        
 (2) 如無他人協助，無法自行進食。 
 (3) 如無他人協助，無法自行穿脫衣物。  
 (4) 如無他人協助，無法自行起床。 
 (5) 如無他人協助，無法自行沐浴。 
 (6) 如無他人協助，無法自己如廁。 

中國人壽 
長期看護 
健康保險 
附約 

符合右列兩款情形之ㄧ

者。 

二、被保險人經醫院專科醫師診斷確定為『認

    知障礙』註 3，且須他人看護照顧者。 

保誠人壽 
一年定期 
長期看護 
帳戶健康 
保險附約 
(甲型/乙型) 

因疾病或意外傷害事

故，經神經科或主要疾

病相關科別之專科醫師

診斷後，無法執行右列

三項(含)以上之日常生

活活動。 

 (1) 如無他人協助，無法自行走動。        
 (2) 如無他人協助，無法自行進食。 
 (3) 如無他人協助，無法自行穿脫衣物。  
 (4) 如無他人協助，無法自行起床。 
 (5) 如無他人協助，無法自行沐浴。 
 (6) 如無他人協助，無法自己如廁。 

附 
約 
型 
商 
品 

保誠人壽 
長期看護 
健康保險 
附約 
(甲型/乙型) 

因疾病或意外傷害事

故，經神經科或主要疾

病相關科別之專科醫師

診斷後，無法執行右列

三項(含)以上之日常生

活活動。 

 (1) 如無他人協助，無法自行走動。        
 (2) 如無他人協助，無法自行進食。 
 (3) 如無他人協助，無法自行穿脫衣物。  
 (4) 如無他人協助，無法自行起床。 
 (5) 如無他人協助，無法自行沐浴。 
 (6) 如無他人協助，無法自己如廁。 

資料來源：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資料整理 
 
註 1：所謂「器質性癡呆」，係指按行政院衛生署最新刊印之『國際疾病傷害及 
     死因分類標準』編號第二百九十號及第二百九十四號所稱病症，且經醫          
     院檢查診對確定者為準。 
註 2：所謂『意識清醒的情形下有分辨上之障礙』，係指經醫師診斷判定，符合 
     下列三項分辨障礙中之二項以上者。 
         a.時間的分辨障礙：經常無法分辨季節、月份、早晚時間等。 
         b.場所的分辨障礙：經常無法分辨自己的住居所或現在所在之場所。 
         c.人物的分辨障礙：經常無法分辨日常親近的家人或平常在一起的人。 
註 3：經專科醫師診斷判定失去思考、理解、推理判斷及記憶能力而行程精神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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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的狀況，這些的弱體障礙如； 
         a.失去照料自己的能力，而需要他人的持續的監看護理。 
         b.器質性原因造成的精神或神經疾病。 
         c.非器質性原因造成的衰老或愛滋海默氏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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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各國因應高齡化社會之商品監理法規 

年金商品的監理主要著重於風險以及對於消費者保護的相關問題，由於商品

設計的不同，所呈現的問題亦不同，本章將針對美國、英國以及日本商品的問題

提出討論，並且對於各國的監理方式做說明及比較。 

第一節 年金商品的風險分析 

由於保險商品的費率是在事先訂定，因此，精算假設中的利率及發生率

（Mortality）皆是事先評估，對於精算人員無法掌握未來利率及生存率的變動，

則會有風險發生，另外，近年來附投資保證的商品非常盛行，保險公司因為提供

了投資保證而涉略了風險，以下對於風險做一分析： 

一、長命風險（Longevity Risk） 

    長命風險是指保險公司低估壽命改善的程度，亦即低估平均餘命增加幅度，

造成未來年金給付的增加，雖然有些保險公司在設計年金商品的時候都會預估平

均餘命的增加速度，但很有可能的是低估了該增加速度導致準備不足，根據英國

的市場狀況，實際上 10 年內對平均餘命的預估錯誤超過 20%的並不在少數。 

    Blake, Burrows 和 Orszag(1999)建議政府可以發行 Survivor Bond 來保障保險

公司面臨的長命風險。這種債券未來的利息給付會根據在配息日時還活著的退休

人數對發行日時的人數百分比調整，因此可以完全和保險公司的給付配合。購買

此種商品的保險公司雖然仍會有特定的長命風險，如剛好所有保戶都是可以活較

久的非吸煙群體，但卻可以避免總體低估社會平均餘命的長命風險。在英國保險

公司對於此種商品抱持敵意，因為他們認為一旦該債券產生，則在退休市場上就

沒有保險公司立足的餘地。 

二、利率風險 

    傳統型年金保險為固定預定利率的設計，若利率太低，没有市場競爭優勢，

然而利率太高，保險公司若無法在資產的投資上獲得相當的報酬率，則會有風

險，近年來大都保險公司都改以利率調整的商品或投資型商品來因應。  

三、投資保證的風險 

近年來投資型保險盛行，保險公司為提昇競爭優勢，在分離帳戶的投資面給

予最低保證，因此，造成保險公司涉略投資風險，由於投資保證的風險特性和傳

統保險商品之保證風險不同，其為系統風險，無法藉由大數法來分散，對於保險

公司的財務面有極大的威脅，目前年金保險中常見的保證給付有下列幾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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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最低死亡給付保證(Guaranteed minimum death benefits, GMDBs) 

2、最低所得給付保證(Guaranteed minimum income benefits, GMIBs)：此為美國的

用語，在英國稱為保證年金率選擇權（Guaranteed Annuity Options, GAOs）。 

3、最低累積期給付保證(Guaranteed minimum accumulation benefits, GMABs)、 

4、加強型工作所得給付(Enhanced earnings benefit, EEBs) 

5、最低解約給付保證(Guaranteed minimum withdrawal benefits, GMWBs)。 

四、通貨膨脹風險 

    高通貨膨脹率會侵蝕年金的實際價值。保險公司可以發行隨通貨膨脹調整型

態之年金保險，如英國所發行 Limited Price Indexation(LPI)的商品，即年金給付

額會根據每年某一約定百分比(如 5%)或商品零售價格指數(Retail Prices Index)增
加百分比較小的值增加。然而此商品亦有保證給付某一調整值的意謂，因此，需

要類似之現金流量的資產來支撐相對應的負債，因此，大部份的保險公司都透過

購買 Limited price indexed bond 來避險。 

 

第二節 年金商品的市場問題 

（一）社會大眾的接受度 

近年來，在英國市場不願意購買年金做為退休準備的人有增加的趨勢，主要

的原因是市場年金率的降低，年金保險的年金率(Annuity rate)為公開的資訊，年

金率愈高，即表示未來所能轉換的年金較多，近年來由於利率降低以及壽命改

善，年金率開始走低，屬於歷史低點，因此，大家期待未來會有一個更高的轉換

率，因此，現在不願投入年金保險市場。 

(二)過於集中的供應 

   市場中提供年金保險的家數可能過於集中的問題，以英國為例，英國的年金

市場中有授權的 240 間的人壽保險公司中，只有 20 家構成其年金市場，特別是

其中 5 家占有市面上 50%以上的保單，表示年金市場處於一個高度集中的環境。 

(三)逆選擇 

    一般來說選擇購買年金的人都會是預期自己能夠獲比較久的人，因此會產生

逆選擇問題，英國政府透過退休金制度的設計，規定強制所有 75 歲的人購買年

金，因此，可以降低逆選擇的風險。 

(四)再投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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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風險主要指市場上缺乏適合年金給付的長期投資工具，因此常常必須將已

經到期的資產再度投資在表現較差或是較不合適的投資工具上。 

 

第三節   各國現行風險評估與保險的重要監理規範 

近年來，由於保險商品的設計日趨多元化，所涉略的風險亦較複雜，有效的

風險管理機制是需要推動的，在市場自由化的趨勢下，風險管理機制很難是透過

限制商品費率的規範來執行，不同商品所涉略的風險程度不同，亦無法以單一的

法則來規範，因此，傳統以法則為主（Rule Base）的風險管理原則很難因應，因

此，近年來許多風險管理的機制漸漸以原則為主（Principle Base），英國金融服

務監理機關(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以下稱 FSA)為單一之金融監理機關，

監理方式主要是以原則導向為主，而美國早期主要是以法則監理為主，近年亦漸

朝原則的監理方式邁進，台灣以及日本現行許多規定都是參考美國的作法，在原

則為導向的機制下，風險管理的工具就非常重要，一般來說除了準備金的提存以

及資本適足性的評估，主要是透過風險評估的機制，保險公司可透過風險評估的

機制來了解本身的風險程度，同時可以運用策略來降低風險的效果，現行風險評

機制所需的精算方法除傳統的 deterministic 方法，亦漸漸朝隨機（Stochastic）方

法的運用，歐美各國之保險商品較創新，對於監理的規範亦較早開始，以下即針

對國外常見的相關監理機作一比較，主要分為風險監理、市場揭露以及精算師職

責的規範三部份。 

 

一、風險監理 

（一） 準備金的提存 

一般來說，大部份的國家皆對於商品有法定責任準備金的規範，對於提存的

利率都有一些標準，除此之外，為了要確認準備金的適足性，大部份的國家皆要

求作現金流量測試，若没有通過測試，公司必需增提額外的責任準備金，另外，

對於測試的方法亦有規範，各國的比較如下表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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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各國準備金提存方法的比較 

 US UK Japan Taiwan 

Reserves 1,Net Premium 
Method. 

2, Valuation 
Interest rate is set 
by bond yields 

1, Net Premium 
Method. 

2, Valuation basis is 
determined by the 
valuation Actuary 
but the reserve can 
not be lower than 
the statutory 
minimum basis. 

1, Net Premium 
Method. 

2, Valuation basis. 
Valuation interest 
rate is set 
deterministicly.  

 

1, Net Premium 
method 

2, Valuation 
interest rate is 
set by formula 

Additional 
Reserve 

Asset Adequacy 
Test 

 

Resilience Reserve The Appointed 
Actuary decides 
whether the 
additional reserve 
is needed.. 

Asset Adequacy 
Test 

Testing 
Method 

Scenario Test 

Stochastic 
Approach 

Scenario Test 

Stochastic 
Approach 

Scenario Test 

 

Scenario Test 

Stochastic 
Approach 

 

（二）風險資本額的評估 

所謂的「風險基礎資本」即根據公司規模及風險狀況來評估資本和盈餘的充

足性。目前美國、英國、日本皆有對於風險資本額的規範，但日本稱為邊際清償

能力而英國稱為 EU 最低邊際清償能力，有關風險資本額的內容請參照附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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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各國風險監理機制 

 美國 英國 日本41 台灣 

保費 費率自由化 費率自由化 原則上雖然需要大藏

大臣的批准，但一部分

險種只需要向大藏大

臣備案即可 

費率自由化，但商

品需要核准或備查

責任準

備金 
法定責任準備

金 

+ 額外準備金

(Asset 
adequacy test) 

法定責任準備

金 

+Resilience 
reserves  

原則上提存額要高於

法定的標準責任準備

金，但在特殊情況下，

只要得到大藏大臣的

批准，提存額可以低於

標準責任準備金 

法定責任準備金 

+額外準備金 

(Asset adequacy 
test) 

風險資

本額的

評估 

有 有, EU 最低邊

際清償能力 
有 有, 邊際清償能力

保險精

算師 
根據《實務基

準》確認責任準

備金、紅利是否

恰當等 

有 根據《實務基準》確認

責任準備金、紅利是否

適當等 

根據精算實務處理

準則確認責任準備

金、紅利是否恰當

等 

 

二、產品銷售注意事項 

 另外一監理規範主要是針對市場的狀況，英國由於金融機構的功能非常多

元化，以保險公司為例，除了銷售保險商品外，亦包括退休金制度下的商品，因

此對於資訊揭露及公平對待客戶有相當的規範，有關英國的產品銷售注意事項敍

述如下： 

1、資訊揭露42 

                                                 
41有關日本及美國的一般監理規範可以參考附錄一。 
42 根據行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參加英國保誠保險集團訓練計畫心得報告，行政院金融

監督管理委員會，94 年 1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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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簡介需揭露產品特質（Product Features），包括最少投資額、最高投資

額、每次增額投資額、投保年齡上、下限、死亡給付、可使用者、投資所得取出

規定、部分提領、死亡通知期間、基金管理費、開辦費、基金資產配置、基金轉

換、退佣規定、稅賦及網址等。 

相關費用之揭露，區分客戶是否定期取息，分別揭露基金管理費、各年期

提前解約費、開辦費、稅賦等，如期初投資低於 2 萬英鎊，則每月收取保單費（類

似國內投資型保單之行政管理費）2.5 英鎊， 

 

2、公平對待客戶（Treating Customers Fairly，TCF） 

公平對待客戶為英國金融服務管理局（FSA, Financial Service Authority）的

第 6 原則，即「A Firm must pay due regard to the interests of its customers and treat 
them fairly 」，其理論基礎在於避免有些公司不當且故意利用客戶的相對弱勢獲

得利益，在 FSA 2004 年 5 月營運計畫中強調金融機構的管理當局需接受第 6 原

則，並將公平對待客戶內化至公司日常作業及文化中。 

FSA 之監理目標在於維持市場信心、提高民眾對金融市場的認知、消費者

保護及減少金融犯罪等，監理措施上，則採阻止不當銷售（Deter Mis-selling）、
加強高階管理當局的責任（Senior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y）及消費者宣導

（Consumer Education）等，其中「公平對待客戶」為其主要精神，因此 FSA 要

求在產品的整個生命週期內需納入，如產品的設計及管理、目標市場的確認、產

品的行銷推廣、銷售及顧問程序、售後資訊及抱怨的處理等，強調須讓客戶得到

適當的資訊以對決策負責，使客戶對金融服務重建信心。 

在執行公平對待客戶的原則下，強調 

1.責任（Responsibility），即採取行動確保資金、資訊及本身的安全及保全； 

2.誠實（Integrity）即行動依據程序、規定及相關法令； 

3.清楚（Clearity）即給客戶正確資訊以作適當決策； 

4.同理心（Empathy），即站在客戶的立場考量。 

 

三、簽證精算師的要求 

 近年來，在原則為導向的監理趨勢下，簽證精算師(Appointed actuary)對於公

司的風險管理扮演極重要的角色，簽證精算師的規範最早始於英國，以下對於英

國的簽證精算師的規範作一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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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的簽證精算師必須是 30 歲以上精算協會的會員。其適用的職業指導守

則(guidance notes)有 GN1、GN2、GN8 和 GN22。GN1 是建立精算師的職業責任，

如持續監控保險人的財務狀況、在提供紅利或分紅給保戶或股東前提供報告給董

事會、特別對於 with-profit 的業務要在充分考慮業主的財務健全性和保戶的合理

期待利益後給出合適的分紅方案。另外 GN1 特別要求精算師對於保戶的合理期

待利益給出說明，像是當保險公司根據契約有變動費用的處理權時(discretion)，
簽證精算師也被要求在公司可能有重大風險時通知公司補救，如果未能及時處理

則要通知主管機關，但新規定在特定場合下並不要求精算師先通知公司反而可以

直接通知主管機關(“whistle blowing”regulations)，給主管機關更多準備的時間。 

    GN2 建議精算師提供包含在未來不同情況下預測的公司可能財務狀況與解

決方案，使用動態償付能力測驗(dynamic solvency testing)觀察公司在不同假設下

的敏感度 GN8 主要是補強法規上對於如何評價保險公司的負債的規定。GN22
則是給與精算師關於揭露保險公司給予業務員多少報酬、在 with-profit 業務下收

多少費用、又風險管理費用金額等建議。 

    根據 2000 年的 Financial Service & Market Act(FSMA)的 section 340，任何有

提供壽險業務的公司(不限壽險公司)都需要簽證精算師，其主要工作有四： 

1. 辨認並監視會對公司履行對保戶責任時造成重大影響的風險。 

2. 通知管理階層或董事會關於任何關於現在或未來可能狀況下公司履行負債的

能力。 

3. 每年提交精算意見書(actuarial investigation)，該意見書須根據詳細的 FSA 的

規定評價公司負債，需根據精算原則保證所有負債都能履行。 

   當然公司相對的必須交付精算師需要的資料，不可故意隱瞞或是誤導，同時

精算師也必須將所需的資料或是系統告訴公司。公司業務計畫的改變需要通知簽

證精算師並要求精算師給予建議，著重於該計畫的改變是否會有任何重要影響或

是在某些情況下會影響保戶的合理期待利益。公司必須尊重精算師的建議並且提

供精算師直接接觸董事會的通路。 

     

精算師在壽險公司的細部工作分類 

1. 清償能力與資本管理：精算評價、清償能力預測、再保險管理 

2. 利潤計算與報告，以增加股東利益為目的 

3. 對業務的建議：保險費率、風險控管、解約條款(encashment terms，特別有

With-profit 的市價調整計算(Market value adjustment))、揭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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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戶合理的期待（Policyholder Resonable Expectation；PRE） 

5. 投資策略、資產負債管理 

6. 分紅策略 

7. 單連保單的定價（unit pricing） 

8. 長期風險管理 

9. “one off” transactions：收購、重整、集資建議 

10. 對壽險公司以外對象服務 

11. 對監理機關的義務，發生重大情事時告知 

12. 維持自由處理判斷權利的公平性 

 

 另外，有關日本及美國的簽證精算師的規範列於表 6-3. 

表 6-3   日本及美國的簽證精算師的規範比較 

 日本 美國 

資格 

1. 日本精算學會的正

會員 

2. 有 5年以上保險精算

的實踐經驗 

1.  AAA 的正會員 

2. 根據 AAA 的標準，有意

見簽署意見書 

3. 對責任準備金相當瞭解 

4. 過去沒有抵觸保險法上

的義務以及條款 

職責 

1. 確認以下事項： 

(1) 責任準備金是否根

據健全的保險精算提存

(2) 投保人的分紅是否

公正且平衡 

2. 參與以下事項： 

(1) 保費的計算 

1. 意見書的記載事項： 

(1) 證明審核責任準備金以

及相關事務的精算 

(2) 責任準備金經過資產評

估的各種險種的金額和分

析方法 

(3) 沒有經過資產評估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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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責任準備金的計算 

(3) 投保人的投保金額

的計算 

(4) 投保人分紅的計算 

(5) 未收保費的計算 

(6) 支付準備金的計算 

(7) 發展規劃，如人員

編制等 

(8) 制定人壽保險行銷

員的薪水等 

確認責任準備金。 

2. 技術報告書上記載事項： 

(1) 責任準備金 

(2) 資產 

(3) 資產評估的標準 

意見書 

將記載確認上述條款之

一的結果的意見提交董

事會，並將影本提交大

藏大臣 

將意見書以及技術報告書

附上一年報告書，提交保險

監督官員 

實務基準 

確認上述條款之一須依

據《人壽保險公司的保

險精算師實務基準》所

規定的具體操作方法及

規定 

根據精算師標準實務基準

審議會採取的基準 

 

第四節 各國因應投資保證之監理法規 

年金商品依風險承擔的程度分類，可以區分為定額年金和變額年金。前者之

每期給付為固定額度，其給付額度與市場利率或投資報酬率無關，亦不會受通貨

膨脹率之影響，被保險人沒有投資風險；後者之每期給付為不固定之額度，其給

付額度會隨著市場利率或投資報酬率之變動而有所改變，此種年金商品使投資者

有得到較高投資報酬率的機會，但是必須承擔風險。亦即，變額年金商品最主要

的風險為利率風險，故自 1970 年代之後，美國壽險與年金商品以取代傳統保險

市場主流，而經濟環境變動亦與預期固定假設差異愈來愈大，法定最低責任準備

金規範已無法確保壽險公司之安全經營。美國保險監理官協會(NAIC)為確保壽

險公司穩健經營與加強清償能力，而陸續發布有關準備金適足性與資本管理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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令，例如：紐約州保險法令第 126 號規定、資本適足分析、資產評價準備(AVR)
與利率維持準備(IMR)、風險基礎資本額。 

 

一、 美國變額型年金附投資保證之責任準備金提存監理 

針對變額型年金商品，有別於一般壽險商品，故美國保險監理官協會(NAIC)
在 1976 年修正標準評價法(Standard Valuation Law, SVL)，制定「監理官年金準

備金評價方法」( Commissioners Annuity Reserve Valuation Method, VACARVM)，
作為年金之最低責任準備金標準，有關附保證給付的部份則另規定於 NAIC
『 ACTUARIAL GUIDELINE VACARVM –CARVM FOR VARIABLE 
ANNUITIES REDEFINED，其中改變以往傳統年金保險之責任準備金之提存方

式，改以隨機模擬之方法來評估。 

給付定價和財務市場的模型對於變額型年金商品而言，是個重要的議題。附

保證給附變額型年金商品最主要的風險是投資保證的風險，因此美國的保險公司

針對不同變額型年金商品發展出不同的風險管理方式。 

對於 GMDBs 和 EEBs 而言，保險公司給予保單持有人選擇權，分別是買權

和賣權，而且只有在保單持有人死亡時才予以給付；相對地，GMABs 和

GMWBs、GPAFs 亦提供選擇權，但是保單持有人卻可以選擇給付的時間點。 

給予選擇權對於保險業界而言，並不是新興的避險方式，人壽保險已行之有

年；近年來，則發展出資產負債管理的方式來管理利率風險。此外，在變額型年

金商品較經濟的風險管理方式尚有在商品設計透過給附上限、發單年齡、費用收

取等方式來管理。常見的設計有 EDCA(Enhanced Dollar Cost Averaging) 、免費

部分提款(free partial withdrawals)、保費紅利(premium bonuses)、還有移轉固定和

分離帳戶基金(transfer funds among fixed and separate accounts)等。 

免費部分提款(free partial withdrawals)是在每一種變額型年金商品契約中皆

適用的設計，它允許保單持有人就基金中提款一小部分，例如 10%，而無需手續

費。最近的變額型年金商品因為免費部分提款(free partial withdrawals)的設計，

已降低 GMDBs 在契約中所占比例。至於保費紅利(premium bonuses)則為顧客所

易於了解的方式。只是早期的保險公司為了彌補保費紅利的成本，而增加長壽和

保險費用。至於移轉固定和分離帳戶基金(transfer funds among fixed and separate 
accounts)的方式，則並未被忽略。 

準備金提存為附保證給附商品規避風險的最根本的精算方法，在 AG 
34(Actuary Guideline 34)中，針對責任準備金的部分有所規定，一般而言，保險

公司需透過現金流量的分析，來決定準備金的提存。此外，Actuarial Standards 
Board 發布的 ASOP（Actuarial Standard of Practice）有針對現金流量測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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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帳戶價值之外，此類公司必須為他們所發行的最低死亡給保證給付變動型年

金商品提列準備金；而且必須使用合理的情境範圍(a range of reasonable scenarios)
來測試。  

而因為 Actuary Guideline 34 的規定，使 GMDBs 的準備金增加。而相對於

Actuary Guideline 34 注重 GMDBs 的準備金，Draft Actuarial Guideline MMMM 則

是針對變動型年金商品的生存給付責任準備金為規範，這個準則在 2002 年 12
月 31 日生效，並且回溯到 1981 年 1 月 1 日之後所發行的保單雖然 Draft Actuarial 
Guideline MMMM 僅是暫時性的指導準則，但是所有變額型年金商品生存準備金

的提存仍舊遵守著該條的規定。而 Actuary Guideline 34 和 Draft Actuarial 
Guideline MMMM 的共同處在於兩者均涵蓋了法定責任準備金。 

針對不同保證型態的變額型年金商品之避險方式有動態避險以及靜態避險

策略，其中靜態避險策略類似再保險的方式，不過由於保證給附的特性和傳統的

保險風險否同，具有系統風險的特性，較昂貴或複雜，因此，再保市場對於變額

型年金商品的避險而言，已不是可行的方式，因為保險公司必須支付的再保費用

顯然高於以往。而動態避險策略為保險公司自行操作避險投資組合來規避風險。 

至於附投資保證變額年金之風險基礎資本額(RBC)則另規範於 NAIC C-3 
Phase II 所建議的 CTE(90)標準。 

 

二、英國附投資保證年金責任準備金提存監理 

英國對於投資保證的研究最早，是以英國精算學會所組成的滿期保證給付研

究小組（MGWP（1980））為代表性，其研究建議利用隨機模擬方法以及風險值

之概念來計算滿期保證給付準備金，其概念為運用隨機模擬的方法，在特定的信

賴水準下（保守機率水準，如 99%），求得單連保單43（Unit-linked Policies）之

滿期保證給付44期初準備金。之後，其他國家如加拿大、美國等國家皆參考此作

法，例如 Boyle and Hardy（1997）分別運用隨機模擬準備金提存方法及選擇權訂

價模式，以加拿大專設帳戶基金（Segregated Fund）為例，解釋及分析比較滿期

保證給付保險商品的準備金提存及成本價格的訂定，其中隨機模擬準備金提存方

法與 MGWP（1980）類似，差異之處在於其乃針對個別保單所需提存之準備金

來探討，同時增加財務選擇權在投資保證上的應用。Hardy（2000）亦探討保險

公司對於專設帳戶基金契約的滿期保證給付，進一步比較不同風險管理方式如準

                                                 
43國內稱之為投資型保險（Investment-linked Insurance）；其在英國稱之為單連保單（Unit-linked 
Policy）；在美國稱之為變額保險（Variable Insurance）；在加拿大稱之為專設帳戶基金（Segregated 
Fund）。 
44即 Guaranteed Minimum Maturity Benefit，其保證在契約滿期時給予保單持有人一特定金額。這

樣的保證可以在帳戶下跌時提供保單持有人投資保障，同時在標的股票指數上漲時參與獲利。簡

單的 GMMB 是在股票指數在保險期間下挫時提供返還保費之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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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金提存與避險方法對保險公司現金流量的影響，其比較基準為利用淨現值法，

每期現金流量所考慮之準備金以風險值為提存法則。 

然而，英國在投資保證是否需提存準備金以及該如何提可以由簽證精算師決

定，並無強制規定，根據英國在精算的實務上的調查早期大都没有提存，因此，

英國在 1995 年又遭遇到年金保險上的保證年金率選擇權的問題，精算實務對於

要如何提存便開始覺得非常重要。保證年金選擇權（Guarantees Annuity Options；
GAO）之保證給付型態為 GMIB（Guarantee Maturity Income Benefit）45的一種型

態，GAO 確保分離帳戶契約之滿期一次給付保險金可以以保證的年金率轉換成

年金給付。在英國，GAO 的保單設計是以退休規劃為訴求所設計出的商品。此

商品的設計是保戶購買一有滿期金型的儲蓄計畫（savings plan），這些儲蓄型計

畫通常都是以單位連結（Unit-linked）、分紅（With-profit）或不分紅（Non-profit）
保單的方式呈現。保單滿期日之計算為到達退休年齡（Attain Retirement Age）46，

當保險滿期時，保戶可以將滿期金轉換成退休年金。為了鼓勵民眾以年金做為退

休的規劃，政府給予將保險給付轉成退休年金的保戶，享有滿期保險給付稅賦上

的優惠47，並且，選擇年金轉換時，並不受限於原投保之保險公司，因此許多保

險公司為了留住客戶，推出 GAO 保證。所謂 GAO 的保證，給予保單持有人於

退休年齡時，可在當時市場利率或保險公司之保證利率兩者中，選擇對自己較有

利者作為年金保險金額轉換的基礎。GAO 是一種財務選擇權的概念，其價值受

到利率風險的影響，除此之外，近年來，人的壽命延長，長命風險亦會影響 GAO
的價值，對保險公司而言，如何管理及衡量提供 GAO 的利率風險及長命風險是

非常重要的。 

英國 Equitable Life，其為英國第二大保險公司，早期因為英國的保險市場推

出許多附保證年金選擇權（Guaranteed Annuity Option, GAO）的保險商品48，該

公司也相繼推出許多這樣的保單；其所提供的保證相當於利率為 6.5％左右，只

有當市場利率低於 6.5﹪時，保戶才會去執行該選擇權，當時市場利率約為 10％
左右，而該公司預測長期利率大約維持在 8％左右，因此並未針對該潛在的負債

做防備措施。然而，接近 1990 年代中期，利率開始下滑到 7％以下，造成該選

擇權對保戶非常有利，以致於 Equitable Life 保險公司有大量的保證給付理賠發

生，最後步結束新契約一途，其他許多發行 GAO 的保險公司也同遭受重挫。 

 Wilkie, Waters and Yang（2003）便受英國精算學會的委託來研究英國保險

公司所提供的保證年金選擇權49（Guarantees Annuity Options；GAOs）之保證給

付型態，由於該保證給付除了涉略利率風險，亦涉略長命風險（Longevity Risk），
                                                 
45 GMIB 為北美常用之名稱，英國稱為 GAO。 
46常見之退休年齡為 65 歲 
47 國內目前保險給付不用課稅。 
48由於本研究會以保證年金選擇權的風險衡量做為例子，因此會於第四節對其做一介紹。 
49所謂 GAOs 的保證，給予保單持有人於退休年齡時，可在當時市場利率或保險公司之保證利率兩

者中，選擇對自己較有利者作為年金保險金額轉換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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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前者的研究中建構了利率的動態以及人口壽命的動態以探討在隨機模擬

方法下的準備金計算，同時在準備金提存法則上，更進一步提出以條件尾端期望

值的概念來評估保證年金率選擇權的風險，以及避險方法下的準備金計算，在後

者的研究中延伸 Wirch and Hardy（1999）所建議的同調風險衡量值做為準備金

提存法則。 

對於投資保證的規範英國精算的實務建議有二方面，一方面是建議以隨機模

擬的方法，透過建構投資模型以及負債模型來模擬投資保證的可能成本之機率分

配，另一方面為風險衡量值（Risk Measure）的準則上，建議以條件尾端期望值

（Conditional Tail Expectation；CTE）為風險衡量值，如美國及加拿大的作法，

實務上雖然 VaR 為常見的風險衡量值，但由於其存在不滿足 Artzner 等學者

（1999）所定義出之同調風險衡量值的特性，且在量化風險上會產生一些問題

（Wirch（1999）），因此 CTE 為近年來風險衡量上的建議方法50。 

 

三、日本附投資保證年金責任準備金提存監理 

變額年金最低保證風險 (変額年金保険等の最低保証リスクに係る責任準備金

の積立等に関する内閣府令等)，下列規定適用2005年4月1日以後簽訂的契約，

是為因應有最低保證的變額商品出現的新監理上的規範。 

(一)、 保單價值準備金 

    目前採用隨機模型(stochastic modeling)與公式法，計算最低保證支出現值減

掉最低保證純保費收入現值。 

S0 評價日時的資產評價額 

ST T 年經過後的資產評價額 

                                                 
50
根據人身保險業就其經營投資型保險業務應提存之各種準備金規範(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

會 93.10.20 金管保一字第０九三０二五０００八一號令)，投資型保險投資保證的規範如下： 
保證給付責任準備金之計算，應完整評估並充分反映保險業所承擔之風險，並於商品送審時於計

算說明書詳細載明，精算人員並應出具計算方式符合相關精算準則或規範之聲明書及下列事項之

具體說明： 
(一) 所採用之計算方式（例如：美國保險監理官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Commissioners）頒訂之 Actuarial Guideline XXXVII、XXXIII、XXXIV、XXXIX．．．）。 
(二) 因保證給付所承擔之風險成本（量化）、該風險成本之評估方式及其各項假設。 
(三) 為降低所承擔之風險，擬採行之資產配置或資產負債配合措施或其他風險控制方式。 
(四) 保證給付責任準備金所對應之資產適足性分析，其適足性至少須達信賴水準百分之七十五

以上。 
(五) 所採用之計算方式符合相關精算準則或規範之逐項具體說明；如有部分未完全符合上述準

則或規範者，其逐項之具體比較說明及影響性。 
保證給付責任準備金之計算方式及前項各款說明，簽證精算人員應於每年簽證精算報告中詳細載

述，並應就所提存之保證給付責任準備金及其所對應資產之適足性表示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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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最低保證額（死亡或滿期） 

r   折現率 

ε1  保險費用中最低保證部份 

ε2  保險費用支預定事業費 

ε3  信託報酬 （ε = ε1 + ε2 + ε3） 

μ  期待收益率 

σ  資產的變異程度（volatility） 

    原則上該資產的價格會依據下列分布(對數正規分布)，但可使用簡便法，其

中的 α表示可含括該水準風險以上的程度，該數值一般由各保險公司精算師自行

判斷並經由監理機關承認。 

   (原則法) 

 (簡便法) 

(x 歲存活 m 年的收入現值的期望值) 

 

(x 歲存活 m 年最低滿期保證 X 的支出現值的期望值) 

(x 歲存活 m 年最低死亡保證 X 的支出現值的期望值) 

    如果是同時有最低滿期保費和最低死亡保證的約定的話會使用較複雜的公

式，在此不多作贅述。計算時使用的預定利率和預定死亡率與標準責任準備金的

計算方式相同，但是在期待收益率與其的變動上面則採用合理的過去實際狀況與

金融、經濟專家的意見作為未來的預測數值，以下是目前的設定，隨時有調整的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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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 =1. ln(1+標準利率) 

    2. ln(1+標準利率*0.075σ) 

   3. ln(1+標準利率*0.15σ) 

 

σ =1. 國內股票18.4% 

   2. 國內債券3.5% 

   3. 外國股票18.1%  

   4. 外國債券12.1%     (設相關係數為0) 

 

(二)、 危險準備金 

    由於 CTE 的計算結果有在市場環境惡化準備金減少的時候會增大、市場環

境變好準備金增加時變小的特質( MAX(0,-) )，因此使用單純根據 CTE 的計算模

式計算危險準備金時會造成市場環境良好時準備金的限度額是 0 而無法形成新

的準備金，故不採用 CTE 的方式，日本方面亦準備開發適合自己國家的 CTE 計

算方法。 

    目前規定是每年將最低保證的收支餘額，即為了最低保證收取的保險費減去

因此支付的保險金提入危險準備金，以保費準備金的 6%為累積上限，有可能因

最低保證保費準備金的增加額、避險或再保險費用、最低保證的純保險費的紅利

給付等使危險準備金的上限降低。 

 

各國投資保證的準備金規範如表 6-4。 

表 6-4 各國投資保證的準備金規範 

 台灣 英國 美國 日本 

責任準備金 

風險衡量值 

VaR(75) 由精算師決定 CTE(65) 由公式計算 

風險基礎資本 以類似利差 - CTE(90)-CTE( 最低償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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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衡量值 損公式計算 65) 力指標中加

入最低保證

風 險 的 計

算，規定風險

係數 

計算方法 隨機方法 

( 參考國外

的 精 算 準

則) 

隨機方法 

 

隨機方法為主， 

靜態方法為輔 

隨機模型與

公式法 

 

最低保證支

出現值減掉

最低保證純

保費收入現

值 

 

隨機投資模型

的規範 
無，由簽證

精算師決定 
無，由簽證精算

師決定 
無，由簽證精算

師決定，但需通

過校正表 

無，由簽證精

算師決定，建

議對數常態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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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各國因應高齡化社會之相關稅賦優惠 

第一節 美國相關商品稅賦優惠 

保險之稅賦規範對於保險業務之拓展是為關鍵，因為稅賦上的優惠對於保單

持有人往往構成強大的購買原因；而在美國，年金並不向壽險保單有免稅的優

惠，但仍享有顯著的遞延課稅優惠。所謂遞延課稅優惠係指年金給付開始日前所

提撥存繳的部分，先於當年度所得中予以扣除，並以扣除後之淨所得課稅；或於

提存時暫不予以扣除，待年金開始給付後，依年金領取之金額課予所得稅。 

前者之方式對於青壯年期擁有較高所得能力者，由於提撥額度或年金保費的

支出，得以降低其所得稅基，減少課稅金額；至老年領取年金時，因所得能力降

低，故所需課稅之稅額亦降低。後者方式是雇主為員工提存的部分，可暫時不列

為員工當年度的薪資，直到員工退休領取年金時再予以課徵當年度的所得稅，亦

可以產生遞延課稅之效果。 

以下將就美國企業年金和個人年金的法源依據做一整理： 

一、 企業年金稅制法源依據與賦稅內容 

(一)、 法源依據 

1. 國稅法(Internal Revenue Code)： 

此法主要規範美國聯邦所得稅、遺產稅和贈與稅等稅制，自 1926 年開始，

美國國稅法便以租稅優惠措施，鼓勵企業設立退休計畫，並在稅法上確立退休計

畫禁止歧視原則(Nondiscrimination Rule)，有關年金保險相關稅制，最為熟知之

規定則是 401(K)計畫。 

  401(k)計畫是一種員工儲蓄計畫，該計畫允許員工以稅前的基礎提撥到計

畫內，而部分雇主對於員工的提撥也會相對地提撥一定比例的金額到計畫中。然

而，401(k)計畫提供了員工現在以及未來的稅賦儲蓄。在 401(k)計畫下，員工同

意遞延一部份的稅前收入到未來。因為這一個決定所衍生出來的金錢可以降低現

今需要扣稅的薪資，而這一筆錢則可以直接放入雇主所設立的 401(k)計畫內。

401(k)計畫之下的提撥金額被認為是雇主所提撥的，因此一般而言以聯邦所得稅

的基礎來看，是不會被視為是員工課稅所得的一部份。 

401(k)計畫下，每個員工可免稅的提撥金額是會逐年調整的（在 1999 年為

美元 10,000）。不論雇主的提撥金額適用何種賦益權時程表（vesting schedule）
所有員工自行提撥的金額均是百分之百的既得利益。另外，帳戶內的投資收入到

提領前都是免稅的。每一個員工只要透過更改提撥金額的協議，就可以減少或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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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免去每個月的自願提撥金額。 

為了鼓勵員工（特別是低收入的員工）參與 401(k)計畫，大部分的公司會針

對員工自願提撥的部分做相對提撥。一般而言，對於員工自願提撥的每一塊錢，

雇主都會相對提撥 25 分（也就是 25％）。 

401(k)計畫是一項相當普遍的員工福利計畫。除了稅賦優惠外，藉由參加該

計畫員工還可以得到許多好處。對於雇主，因為每個月都會自員工薪水中扣除一

部份金額作提撥，因此就可以節省失業稅以及勞工災害補償保險的保費支出。然

而，國稅局對於 401(k)計畫制訂相當嚴格的規定，特別是在不可有不公平待遇以

及提領帳戶金額的條文上。計畫參與者 59.5 歲之前不可以自帳戶中提領任何金

額，除非計畫參與者死亡、失能、退休、換工作或者是遭遇財務上的重大變故。

不過當遭遇計畫終止、公司資產出售或轉讓時則可以將帳戶中的金額提前領回。

有些 401(k)計畫則允許員工可以針對帳戶金額作貸款，貸款的金額通常是以美元

5 萬元或者是員工帳戶中 50％的既得利益為限。 

針對個人帳戶的投資規劃，計畫參與者可以選擇從雇主所提供的方案做投

資。有一些雇主甚至允許員工針對個人帳戶內的金額可以有自行選擇投資標的之

機會，這種計畫稱為自行投資的 401(k)計畫（a self-directed 401(k) plan）。在此計

畫下，員工可以自行交易股票及債券，並且可以在一個沒有限制的 401(k)計畫經

紀帳戶中選取共同基金。有愈來愈多公司提供此類型的計畫給予他們的員工。 

2.  員工退休所得保障法案(Employee Retirement Income Security Act, ERISA)： 

此法是部全面性規範企業退休給付制度之法律，主要規範企業退休計畫的財務運

作及應向政府與受益人定期報告與揭露；賦益權之最低保障，符合一定條件之員

工於退休前終止退休金計畫可享有提撥金額部分或全部利益；確保退休資產管理

的安全。 

為了符合員工退休所得保障法（ERISA’s）之託管人責任，以及與國稅局（IRS）
的作法一致，也就是規定該計畫必需只為計畫參與人及其受益人的福利而運作，

退休金計畫的資產必需和雇主或者是其他贊助機構的帳戶分離。這樣的資產分離

可以透過信託或者是人壽保險的契約的方式來完成。但為了便利或者易於控制的

原因，即使保險人透過壽險或年金保險契約持有與管理的資產亦可視為信託形

式。 

員工退休所得保障法對信託基金與不適格人員（disqualified person）之間的禁止

交易行為加諸了特定的執行稅（excise taxes）。禁止交易行為（Prohibited 
transaction）包含退休金計畫與不適格人員之間有任何產品或服務的銷售、交換、

抵押及出借（除了對參與者的特定借款）與供應行為。不適格格人員（disqualified 
person）包含雇主、信託基金管理人、服務提供者、員工團體、以及組織的主要

擁有者。對於這樣的交易通常會加諸 15%的稅賦在不適格的人身上。若不適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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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規定期間內無法更正此筆交易的話，將會被再課相當於交易金額 100%的稅。

但是，勞工局目前已經允許少數的禁止交易行為成為例外之特例，而且這樣做已

經有好幾年了。 

員工退休所得保障法同時也要求受託人必需須只盡職於他們對計畫參與者與其

受益者的福利上。關於這項執行，受託人將必需嚴格遵行謹慎管理人標準

（prudent-person standard），這項標準要求受託人在一些特定情況需盡到一個謹

慎的人應該有的照護、技巧、謹慎與勤勉。此外，受託人必需為其共同受託人違

反法令的行為而負責。員工退休所得保障法同時提供關於下列事件的限制與要

求： 

(1) 將信託基金投資於雇主的債券或者是不動產； 

(2) 計畫終止保險；以及 

(3) 報告與揭露。 

國稅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IRS）對於計畫的合格性同時提供了有關司法

上不合乎規定（reverse decision）案件之相反意見之審查規範。 

3. 賦稅公平及財政責任法(Tax Equity and Responsibility Act, TEFRA)： 

該法案係為增加稅收而對租稅優惠措施採取較嚴格的規定，其中由成本優先扣抵

法(cost recovery rule)，又稱先進先出法(First In, First Out, FIFO)改採利息優先法

(Last In, First out, LIFO)。另外，為了鼓勵人民為自己存退休金，無論是適格或非

適格年金，若於 59.5 歲之前提領，除領取部分需課予所得稅之外，需再課以 5%
的懲罰稅。 

4. 稅賦改革法案(Tax Reform Act, TRA)： 

此部法案於 1986 年制定，該法案重新檢視各種扣除額、稅賦優惠措施，並擴大

課稅的基礎，關於年金方面的規定，係將 5%的懲罰稅提高到 10%。 

(二)、 賦稅內容 

1. 年金受領人生存領取年金給付時之課稅 

 年金保險費之

扣抵 
提前提領之

課稅 
保單貸款之

課稅 
年金給付

之課稅 
保單紅利之課

稅 

適

格

年

金 

(1) 雇主提撥之

退休金額，視為

企業當年度費

用支出，以扣除

後所得課稅。 

因雇主提撥

之金額均為

未稅所得，因

此退休員工

任何提領均

其可貸款金

額各計畫規

定不同，且均

有上限的規

定。貸款關係

雇主當年

提列之保

險費已扣

抵，但未列

入受僱者

無論是適格年

金或非適格年

金，其年金保

險保單紅利之

處理方式，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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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雇主提撥之

金額不得視為

受僱者當年度

薪資所得，租稅

遞延至取得退

休金所得時才

課稅。 

(3) 針對雇主提

撥之退休金計

畫，受僱者提撥

之金額，無法扣

抵當年度所得

稅；為達雇主稅

務最大優惠，多

不要求員工提

撥。 

需扣稅。 勞僱關係存

續中，則無需

扣 除 所 得

稅；但若勞僱

關係終止，未

還款部份，需

課以 20%所

得稅，若當時

受僱者未滿

59.5 歲，尚需

再課以 10%
懲罰稅。 

當年所得

而 未 扣

稅；因此，

受僱者退

休領取年

金 給 付

時，其本金

和利息皆

須扣所得

稅。 

非

適

格

年

金 

(1) 雇主提撥之

金額，不可列為

當年度費用之

支出；除非受僱

者以符合賦益

權之條件，對於

雇主提撥部分

無 喪 失 之 風

險，雇主提撥才

能適用扣除，同

時須對受僱者

課徵所得稅。 

(2) 受僱者提撥

之金額無法扣

抵當年度所得

稅。 

因退休金提

撥之金額或

購買年金之

保費位於當

年所得中扣

抵，故視為年

金保險本金

的部分，年金

提領或給付

超過年金本

金之利息才

需課稅。年金

提領或給付

採後進先出

法，即年金先

將利息予以

課稅，待所有

利息課稅完

畢，使將剩餘

部份視為保

費 成 本 返

規定不得以

貸款方式提

領年金帳戶

中之金額。但

年金持有人

得以年金帳

戶價值向銀

行取得信用

貸款，貸款時

未 滿 59.5
歲，尚需再課

以 10%懲罰

稅。 

其購買年

金契約的

保 費 部

份，於年金

給付時視

為成本之

回收，此保

險費於購

買當時並

未自所得

稅 中 扣

抵，係以稅

後所得購

買，故本金

部份不再

予以重複

扣稅。 

個人年金契約

或團體年金契

約而不同，間

接影響課稅時

點和對象： 

(1) 個 人 年 金

退休計畫：依

國稅法規定，

不能以現金方

式 退 環 給 雇

主，而僅能採

用累積生息方

式以提高退休

金給付額、或

用以抵減未來

保 費 方 式 處

理。而以累積

生息方式因年

金額內含保單

紅利，故年金

給付時列入當

年度員工所得

課稅。 

(2) 團 體 遞 延

年金計畫： 

由保險公司視

該團體的經驗

好壞而決定是

否經驗退費，

該經驗退費即

為紅利，顯公

司通常以費率

調整或費率折

減方式退還給

雇主。受僱者

退休時退休年

今未寒紅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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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因保費來

自於稅後所

得，故無需再

課稅。 

故 不 影 響 課

稅。 

 

2. 年金受領人死亡之課稅 

 個人年金保險 團體遞延年金保險 

累

積

期 

只退還已繳保費或當時該保單之

現金價值兩者中較大者，其退還

之保費或保單現金價值視為遺

產，需課遺產稅。 

(1) 由雇主提撥所醵出保費者，通常購買

單純式遞延生存年金，受僱者於退休前

身故，並不退還所繳保費。因為此險種

於投保時已考慮預定死亡率，且原本就

不準備提供尚未取得賦益權及中途離職

或死亡之員工獲得雇主所提撥金額之部

分，故無退費及遺產稅之問題。 

(2) 由雇主和受僱者共同提撥醵出保費

者，通常購買退費式年金，員工於退休

前死亡，可保證收回其所繳之保費，退

還之保費列為遺產，有遺產稅之問題。

給

付

期 

(1) 純粹終身年金：因受領人死亡

即不再給付年金，故無遺產稅問

題。 

(2) 附有保證給付之生存年金：其

年金受領人死亡後，為支領之年

金餘額由繼承人繼承，需課以遺

產稅。 

(3) 依 ERISA 規定，已婚之受僱者

參加退休計畫，其實際退休給

付，必須以連生及 1/2 遺族年金之

方式給付。因此受僱者死亡，其

未支領之年金餘額以原年金額

50%額度由保單載明之遺族繼續

領取，但不課以遺產稅。 

(1) 純粹終身年金：因受領人死亡即不再

給付年金，故無遺產稅問題。 

(2) 退費式年金，年金給付期間受領人身

故，其遺族或指定受益人可獲得受僱者

所繳保費之本利扣減以之領退休年金額

總數的差額。需課以遺產稅。 

(3) 依 ERISA 規定，已婚之受僱者參加

退休計畫，其實際退休給付，必須以連

生及 1/2 遺族年金之方式給付。不課以

遺產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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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個人年金稅制法源依據與賦稅內容 

(一)、 法源依據 

1. 自僱者退休計畫(Keogh Plan)： 

1962 年，國會議員 Eugene Keogh 推動「自僱者個人租稅與退休法」

(Self-Employed Individuals Tax Retirement Act)，自僱者被重新定義在國稅法

§401(c)(1)勞工的範圍中。所謂自僱者，係指獨資企業的企業主，或非公司組織

的合夥企業合夥人，允許其參加自己設立的適格年金或利潤分享計畫，享有租稅

遞延優惠，又稱 HR10 計畫。 

   過去幾年，適格退休金計畫對於合夥人以及業主之參與一直設有許多限制。

自營事業者退休課稅法案退休計畫（Keogh or HR-10 plan）則用來保障合夥人以

及業主，也就是所謂的自保退休金計畫。經過長達 20 年在自營業者以及企業體

退休金計畫的爭辦，1982 年賦稅公平及財政責任法（Tax Equity and Fiscal 
Responsibility Act of 1982, TEFRA）終於提供自營業者所成立的退休金計畫的正

當法源依據。這樣的法源依據使得自營業者也可以和一般企業體一樣去建立確定

給付型態或者是確定提撥型態的退休金計畫。 

2. 個人退休計畫(Individuals Retirement Arrangement, IRA)： 

該部法案係針對未參加任何雇主退休計畫的個人所制定，使個人在一定的限額之

內，亦可享有租稅遞延優惠。 

   個人退休帳戶和年金是一種由個人採用的計畫，並提供類似於企業退休金計

畫的稅賦遞延給付。個人退休帳戶是由員工退休所得保障法（ERISA）所推動，

其目的是鼓勵實際上沒有參加適格退休金計畫、利潤分享計畫、自營事業者退休

課稅法案退休計畫的人能夠做退休儲蓄。每一個人都可以有個人退休帳戶，不論

他是否享有適格退休金計畫的保障。然而，個人退休帳戶的提撥金額只有在所提

撥的金額沒有受到適格退休金計畫的保障時，才能享有稅賦減免的優惠。如果個

人退休帳戶的參與者同時有適格退休金計畫的保障，其提撥金額能夠享受稅賦減

免優惠的部分則會依據參與者的收入多寡以及婚姻狀況有所調整。所有提撥金額

的投資收入（不論該投資收入是否來自享有稅賦減免優惠的提撥金）均可以一直

免稅到開始支用帳戶內的金額為止。個人退休帳戶並不影響參與者的合格性以及

是否享有稅賦減免的資格，只要總提撥金額符合規定即可。強化部分種類個人退

休帳戶的角色具有相當大的利益，因為個人退休帳戶可以鼓勵長期的儲蓄投資以

解決美國老年人口所遭遇的退休及長期看護的需求。 

而依個人退休計畫可能使用的儲存工具分類，則有：個人退休帳戶

(Individuals Retirement Account)、個人退休年金(Individuals Retirement Annuity)、
以及個人退休帳戶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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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種工具，即個人退休帳戶債券，乃是一種政府特別發行的儲蓄公債，但自

1982 年 4 月 30 日之後即不再發行。這個公債停止發行的主因是對於部分投資者

支付不出利息。 

現行兩種基金累積工具，以個人退休帳戶較為普遍。超過 90％的個人退休帳戶

（IRAs）都投資在某些型態的個人退休帳戶商品中，而此種個人退休帳戶（IRA）

主要有三種呈現型態： 

(1) 銀行信託或者是未成年監護帳戶，通常將提撥金額投資在銀行所發行的支息

金融商品中，在一些狀況則會投資於自行決定帳戶（self-directed account）中。

商業銀行、相互儲蓄銀行、信用機構、儲蓄及借貸機構都會提供此類型的個人退

休帳戶。 

(2) 亦是銀行信託或者是未成年監護帳戶，只是投資商品完全為共同基金，運作

方式通常會針對一堆基金做挑選。 

(3) 股票經紀人所提供的信託協議，稱為自行決定之帳戶（ self-directed 
account）。這種型態的個人退休帳戶，帳戶擁有者可以從廣泛的股票、債券、共

同基金以及直接參與的投資計畫中選擇及管理個人投資。共同基金以及股票經紀

人帳戶通常以銀行作為受託管理人，但是銀行的角色只是單純的保管人角色，投

資者仍認定基金管理人或者是經紀人為此種個人退休帳戶的提供者。 

另一種被允許的個人退休帳戶累積基金的型態為個人退休年金（ individual 
retirement annuity）。個人退休年金通常都是由保險公司所發行的定額或變額年

金。這些年金保險契約都是繳費彈性的遞延年金契約，也就是在這種契約下，可

以按時提撥固定金額或不定金額。 

因為此型態之保險契約受到限制且不可轉移以符合個人退休帳戶之規定，所以不

需要有受託管理人或者是保管人的機制。當參與者或者是受益人達到退休年齡，

該保險契約就會主動藉由多種保險金給付的方式以定期提供收入。因為管理個人

退休帳戶的法令明令禁止個人退休帳戶投資在人壽保險商品，因此人壽保險契約

不得作為各類型個人退休帳戶之基金累積工具。 

3. 羅斯個人退休年金計畫(Roth Individuals Retirement Account, Roth IRA)： 

1997 年，國會議員 William Roth 所提出之法案，係為配合納稅者刪減法案

(Taxpayer Relief Act)而制定，使適格的個人退休計畫更加多元化，在運作上和傳

統的 IRA 相似，只不過 Roth IRA 於提存時不予租稅扣抵，但合格提領者可以免

稅。 

個人除了提撥到羅斯個人退休帳戶外，亦可以提撥到可享有提撥稅賦減免的個人

退休帳戶。但是每年提撥到所有個人退休帳戶的金額仍以美元 2,000 為限。沒有

工作的配偶的提撥上限亦為美元 2,000，只要夫妻合併收入至少等於兩人所提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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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金額。 

對於單身者調整後總收入介於美元 95,000和美元 110,000間以及合併申報所得者

其調整後總收入介於美元 150,000 和美元 160,000 間，設立羅斯個人退休帳戶的

資格限制已經逐步修正。和傳統的個人退休帳戶不同的是，參加羅斯個人退休帳

戶者，年滿 70.5 歲後仍可繼續提撥。 

在羅斯個人退休帳戶下，只要提撥年滿 5 年後即具有合格的請領條件。其他特別

的狀況亦可視為合格的請領條件： 

(1) 年滿 59.5 歲 

(2) 發生死亡並有指定的受益人 

(3) 發生失能 

(4) 負擔第一次購買房屋之費用，每人一生以美元 10000 為限。不合格之請領方

式則必須額外負擔 10％的提前請領稅。 

除了這些傳統的個人退休帳戶型態，自 1998 年開始，個人可以為他們未滿 18
歲的受益人每年最高提撥美元 500 元到教育經費個人退休帳戶（education 
IRA），這個帳戶是一個享有稅賦優惠的信託帳戶（tax-favored trust）或是一個未

成年監護帳戶（custodial account）（稍後會做討論）。提撥到此帳戶的金額是不具

有稅賦優惠的，但是只要請領金額（包含提撥金額以及其孳息）是用來支付受益

人大學學費以及住宿、交通費用則可免稅。對於單身者調整後總收入介於美元

95,000 和美元 110,000 間以及合併申報所得者其調整後總收入介於美元 150,000
和美元 160,000 間，設立教育經費個人退休帳戶的資格限制已經逐步修正。 

(二)、 賦稅內容 

 自僱者退休

計 畫 (Keogh 
Plan) 

個 人 退 休 計 畫

(Individuals 
Retirement 
Arrangement, IRA) 

羅氏個人退休年

金 計 畫 (Roth 
Individuals 
Retirement 
Account, Roth 
IRA) 

一般年金保險契

約 

提

存

時 

參與計畫之

自營業者，每

年最高提撥

金額為薪資

25%或 30000
美元，取其低

(1) 未滿 70.5 歲有所

得者，每年提撥金額

為 薪 資 100% 或

30000 美元，取其低

者，可扣抵當年所得

稅。 

(1) Roth IRA 提存

之金額需視調整

後之總所得高低

而定，每年最高金

額 30000 美元。 

(2) 年滿 70.5 歲，

無提供稅賦優

惠，即保費不得

扣抵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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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扣抵當

年所得稅。 
(2) 與配偶合提上限

為 40000 美元。 

(3) 超過上限所提存

部 分 列 為 當 年 所

得，超額提存另課以

6%懲罰稅。 

(4) 單 身 所 得 超 過

25000 美元，夫妻所

得超過 40000 美元以

上者，無 IRA 之優惠

措施。 

可繼續提存金額

放入 Roth IRA。 

(3) 提存金額不可

扣 抵 當 年 所 得

稅，故以稅後所得

提存。超額提存另

課以 6%懲罰稅。

累

積

期 

投資利得不

課稅；於提領

時才課所得

稅。 

投資利得不課稅；於

提領時才課所得稅。

投資利得不課稅。 產生之孳息或保

單紅利不課稅，

於實際提領才課

稅，有遞延賦稅

之效果，不鼓勵

提前提領。 

給

付

期 

在 59.5 歲提

前提領部分

或全部退休

金，除所得稅

之外，另課以

10%懲罰稅。

(1) 正常提領：限額

內提領者，其當年提

領之年金額皆須課

以所得稅；超額提領

者，當年提領需部分

課稅。 

(2) 提前提領：在 59.5
歲提前提領部分或

全部退休金，除所得

稅之外，另課以 10%
懲罰稅。 

(3) 年滿 70.5 歲未提

領，則應將提領金額

與實際提領之差額

加課 50%懲罰稅，避

免 IRA 用於遺產規

劃，將財富移轉於繼

承人。 

(1) 正常提領：持

有 帳 戶 五 年 以

上，且滿 29.5 歲

後，提領就不列為

一般所得，其提領

之本金投資利得

皆免稅。 

(2) 提前提領：在

59.5歲提前提領部

分 或 全 部 退 休

金，其提領金額投

資收益部分課以

所得稅，另對提領

額課以 10%懲罰

稅。 

(3) 無最遲 70.5 歲

提領之限制。 

(1) 正常提領：因

以稅後所得購

買，故對於本金

部份不再重複課

稅，對累積期間

之孳息部份，採

免稅率之方式課

稅。 

(2) 提前提領：在

59.5 歲提前提領

部分或全部退休

金，採後進先出

原則對利息部份

課所得稅，收益

全部扣完，才視

為本金之返還免

課稅，另需課以

10%懲罰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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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領後贈與，按

美 國 聯 邦 稅 法 規

定，以購買時成本為

贈與稅之計算，贈予

人對每人每年在一

萬美元以內贈與免

稅。 

(5) 年 金 受 領 人 死

亡，未領年金由繼承

人繼承，需課以遺產

稅。 

(4) 提領後贈與，

按美國聯邦稅法

規定，以購買時成

本為贈與稅之計

算，贈予人對每人

每年在一萬美元

以內贈與免稅。 

(5) 年金受領人死

亡，未領年金由繼

承人繼承，需課以

遺產稅。 

(3) 提 領 後 贈

與，按美國聯邦

稅法規定，以購

買時成本為贈與

稅之計算，贈予

人對每人每年在

一萬美元以內贈

與免稅。 

(4) 年金受領人

死亡，未領年金

由繼承人繼承，

需課以遺產稅。

 

第二節 英國相關商品稅賦優惠 

一、稅法來源： 

英國沒有獨立的稅收法典。英國稅法主要來自於成文法、歐盟法律、判例

法和稅務機關聲明。如同其他英國法律，稅收的法律架構由一系列的議會法案構

成。議會法案設定了稅法的基本原則，法庭負責法案解釋。 

（一）成文法： 

成文法構成了英國稅法的重要組成部分。現階段生效的法規如下：1970 年
的稅收管理法、 1979 年的關稅與消費稅法、 1984 年的遺產稅法、 1988 年的

所得稅及公司稅法、 1992 年的可徵稅收益法、 1994 年的增值稅法以及 2001 
年的資本補貼法。 

英國每年的三月或者四月財政大臣根據稅收管理實踐，提出年度財政法

案，對上述法規進行修訂，從而制定出適合實際情況的新法規。 

（二）歐盟法律： 

歐盟成員國都要遵從歐盟的法律，一旦歐盟成員國的法律與歐盟的法律出

現衝突，歐盟的法律將優先適用。這一點已被廣泛地應用到稅法和其他法律範疇

之中。歐盟的法律對英國稅法的影響可能會與日俱增。目前，主要的影響在增值

稅方面，其法律形式是歐盟的指令。這些指令要求英國提出與之相適應的國內法

律。 

（三）判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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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年來，法院處理了大量的涉稅案例。法官的判決意見也是構成英國稅法

的重要組成部分。 

（四）稅務機關聲明，國內收入局的主要聲明有： 

1、實踐聲明。實踐聲明包含了稅務機關對稅收立法的法律解釋，明確說明稅法

在實踐中的應用。 

2 、法規外特別減讓。特別減讓是給予納稅人一定的放寬政策，使得納稅人有權

不直接面對嚴格的法律文書。特別減讓尤其適用於解決異常情況和特殊困境下的

稅收問題。 

3、發行出版物。國內收入局每年度出版大量稅務專題聲明。例如在預算日發行

的預算聲明包括對預算提議的詳盡解釋。 

4、內部指導手冊。國內收入局印製了一系列內部指導完全手冊來指導其工作人

員開展工作。這些手冊可通過稅務局的諮詢中心或網際網路查看，也可以購買得

到。 

5、小冊子。其目的在於以通俗語言向普通大眾宣傳解釋稅制體系。 

 

二、所得稅制的介紹 

英國主要稅賦係由中央政府徵收，每年 11 月初由財政部長在國會宣佈新會

計年度〈4 月 1 日起〉稅率，地方政府亦課徵地方稅作為地方的公共服務經費，

惟該稅稅率各地不同。主要的稅賦包括所得稅、公司稅、資產增值稅、遺產稅、

印花稅、加值稅、石油收入稅、社會保險捐、進口關稅(歐盟共同關稅稅率)、燃

料稅及市鎮公所稅。 

上述稅賦主要由國稅局〈Inland Revenue〉辦理，關稅署〈HM Customs and 
Excise〉負責課徵加值稅、進口關稅及其他次要內地稅，社會保險部〈The 
Department of Social Security〉則徵收社會保險金及支付養老金。 

(一) 個人所得稅： 

個人所得稅是英國對個人所得徵收的稅種。 

1、納稅人 

納稅人分為常住居民、非常住居民、非居民三種，居民指： 

(1) 在英國徵稅年度內停留 6 個月以上； 

(2) 連續 5 年中每年有 3 個月以上居住在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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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英國有住所，並在英國居住，不論其停留時間長短。但自己全部時間在國

外從事經營、其他職業或受雇者等除外。 

(4) 居民一般要按其在世界範圍的所得納稅，居民如果具有英國國籍法規定的英

國人資格，可在計算應稅所得時享受基本生活扣除待遇。 

非居民則僅就其在英國的源泉所得徵稅，一般不享有基本生活扣除待遇。

但是有英國人資格者可按其英國所得占其在世界所得的比例給予基本生活扣除。 

2、徵稅對象： 

英國個人所得稅對居民就其來源於國內外的一切所得徵稅；對非居民僅就

其來源於英國的所得徵稅。英國個人所得稅的計稅依據是應稅所得。應稅所得是

指所得稅分類表規定的各種所得，各自扣除允許扣除的必要費用後，加總再統一

扣除生計費用後的餘額。允許扣除的生計費用包括：基礎扣除、撫養扣除、勞動

所得扣除、老年人扣除、病殘者扣除、寡婦 (鰥夫) 扣除和捐款扣除等。這些扣

除項目的金額，按法律規定，每年隨物價指數進行調整。  

英國居民個人就英國以外來源所得在英國以外繳納的稅 (限於直接的海外

稅) ，按避免雙重徵稅協定或英國法律的單邊規定給予稅收抵免。2006-2007 年

將提高個人補貼和減免額，詳見下表： 

 

所得稅減免額 (£) 2005-06 2006-07 

個人減免額 4,895 5,035 

年齡介於 65-74 歲之間的個人減免額 7,090 7,280 

年齡大於 75 歲的個人減免額 7,220 7,420 

所得限制-與年齡相關的減免額 19,500 20,100 

在 1935 年 4 月 6 日前出生的已婚夫婦減免額 5,905 6,065 

年齡在 75 歲以上的已婚夫婦減免額 5,975 6,135 

夫婦最低的減免額 2,280 2,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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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減免額 1,610 1,660 

 

其他個人稅收方面的調整還包括： 

(1) 將享受與年齡有關的補貼和抵免的個人收入最高限額，從 19500 英鎊提高到

20100 英鎊； 

(2) 禁止自主型養老金計劃從投資住宅財產（通過房地產投資信託進行投資的除

外），以及從 2006 年 4 月 6 日開始執行的新的養老金制度規定的其他資產中取得

稅收優惠； 

(3) 將符合條件的個人儲蓄賬戶的投資項目，擴展到包括某些選擇性的金融安排

和允許信用合作社提供個人儲蓄賬戶。 

 

3、稅率： 

稅率標準 

 2005-06 (£) 2006-07 (£) 

10% 0 - 2,090 0 - 2,150 

22% 2,091 - 32,400 2,151 - 33,300 

40% Over 32,400 over 33,300 

 

4、應稅所得額和應納稅額的計算： 

以分類所得為基礎採用對綜合所得計稅的辦法。應稅所得分為六類，即： 

(1) 經營土地、建築物等不動產所取得的租賃費、租賃佣金及類似支付的所得； 

(2) 森林土地所得； 

(3) 在英國境內支付的英國與外國公債利息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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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薪所得； 

(5) 英國居民公司支付的股息紅利所得； 

(6) 經營及專業開業所得、外國的經營與財產所得，未經源泉扣繳的利息、養老

金、特許權使用費所得、外國有價證券利息以及其他類型所得。 

納稅人應稅所得的計算是將各類所得分別扣除其法定扣除項目(如經營所得

的合格經營費用)，求得各類所得(包括已從源泉徵稅的所得)的綜合所得，再扣除

生計費用後，即為實際應稅所得。各類所得合併為綜合所得時，允許依法沖抵盈

虧(如經營虧損可用總所得沖抵)，然後依分級差額累進稅率課徵。從源泉預扣的

已繳稅款，可抵免應付稅款。個人所得稅採取自行申報辦法納稅，個人扣除額依

年齡的增長而增加，除個人扣除額之外，還有已婚夫婦扣除額，也是隨年齡的增

長而增加的。另外英國個人所得稅的級距及扣除額都依當年零售物價指數的升高

而作通貨膨脹調整。 

5、徵收方法： 

英國個人所得稅採用源泉扣繳和查實徵收兩種方法。前者主要適用於對工

資、薪金、利息所得徵稅；後者主要適用於對其他各項所得徵稅。 

 

(二) 國民保險稅：  

國民保險稅也稱社會保險稅，是對雇主、雇員以及自營人員徵收的稅種。

英國法律規定，一旦開始工作，必須在 6 周內加入社會保險，繳納社會保險稅。

NI 是英國國家社會保險（National Insurance）的簡稱。英國的社會保險，即英國

的福利制度，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體系。NI 和在英國的工作收入是息息相關的。 

1、納稅人： 

國民保險稅的納稅人是雇主和雇員以及自營人員。  

2、徵稅對象： 

國民保險稅的徵稅對象是雇主支付給雇員的勞動所得，以及自營人員從事各

項獨立勞務活動取得的所得，實行定額徵收製，沒有最低生活費和其他任何減免。 

3、稅率： 

國民保險稅實行比例稅率。雇主和雇員的稅率相同，由雇主負責扣繳和申報。

英國國民保險稅的稅率為 10％。個人所得稅和國民保險稅通常由雇主在工資中

自動扣除後代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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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保險稅- 稅率及限額 (£ per week) 2005-06 2006-07 

Class 1 

所得範圍  £82-£630 £84-£645 

主要門檻及次要門檻 £94 £97 

所得在主要門檻及最高範圍間的稅率  11% 11% 

超過最高範圍的稅率  1% 1% 

退出計畫可退還的比率 1.6% 1.6% 

已婚婦女在主要門檻及最高範圍間的稅率 4.85% 4.85% 

已婚婦女但超過最高範圍的稅率 1% 1% 

DB 制雇員退出計畫可退還的稅率 3.5% 3.5% 

DC 制雇員退出計畫可退還的稅率 1% 1% 

Class 2 rate £2.10 £2.10 

最低範圍 £4,345 £4,465 

漁民的稅率 £2.75 £2.75 

volunteer development workers 的稅率 £4.10 £4.20 

Class 3 rate £7.35 £7.55 

Class 4 

所得範圍 £4,895-£32,760 £5,035-£33,540 

超過最低範圍的稅率 8% 8% 

超過最高範圍的稅率 1% 1% 

 

三、退休金課稅制度 

英國的退休金制度較為複雜，主要分為三層的設計，退休金的種類包括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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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DB等，退休金的稅制主要是針對提撥退休金的金額以及退休金給付兩部份，

過去政府對於民眾可提撥至退休金的金額以及的退休金金額有許多的限制，詳細

的決定法則與雇員的薪資與在退休金計畫的年資有關，每個人可提撥的退休金上

限為薪資的一個固定比例，這個比例會隨年資逐漸增加。然而，英國自2006年4
月6日(The Appointed Day, 以下簡稱A Day) 開始實施一單一簡化的退休金稅

制，對英國所有註冊的退休金制度（UK Registered Pension Scheme），亦即享有

稅賦認可的退休金計劃（UK Tax Approved Pension Scheme）包括有企業退休金、

個人退休以及保管退休金制度皆適用同一規範，主要的架構如下： 

(一) 提撥金額稅賦的規範：無論想要存多少退休金或是參加多少個退休金制度

將不再受限，但是稅賦的優惠仍有限制。提撥金額在每年限額標準下為免稅，超

額部分的稅率為 40%，2006 年及 2007 年每年限額為 £215,000，未來其他年度的

限額如表 7-1 所示。新稅制不對退休金提撥的金額設限，但雇員個人的提撥金額

必須小於自己本身的薪資，加計雇主的總提撥必須低於每年的限額 (2006 年的每

年限額為 £215,000)，但若是個人提撥加上雇主提撥的金額超過每年限額，超額

的部分就必須繳納稅款。對於 DC 制 與 DB 制每年提撥金額的認定不同，在 DC 
制下，每年提撥的金額即為雇主及雇員在這一年內提撥的金額；DB 制對每年提

撥的認定標準為每年帳戶內累積價值的增加量，這個增加的金額乘以 10 即為每

年提撥的金額。 

 

表 7-1 提撥金額每年免稅限額的規定 

年度 每年限額 

2006 / 2007 £215,000 

2007 / 2008 £225,000 

2008 / 2009 £235,000 

2009 / 2010 £245,000 

2010 / 2011 £255,000 

2011 以後 每五年將重新調整 

 

(二) 退休給的稅賦規範，以終身給付限額為標準，政府對於退休金總累積的金

額不設上限規定，但超過終身給付限額的部分必須繳稅，若是分期提領退休金，

超額稅率為 25%；若為一次請領全數退休金，超額稅率為 55%。2006 年及 2007
年終身給付限額為 £1.5 million，未來其他年度的終身給付限額如表 7-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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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 DC 制 與 DB 制終身給付限額的認定不同，DC 制的總累積金額就是基金的

帳面價值，而 DB 制的價值必須再經過核定，其法則為乘 20 (valuation factor)，
也就是說在 DB 的退休金制度中，只要累積 £75,000 p.a. 就會被視為與 £1.5 
million 等價值。 

 

表 7-2 終身給付免稅限額的規定 

年度 每年限額 

2006 / 2007 £1.5 million 

2007 / 2008 £1.6 million 

2008 / 2009 £1.65 million 

2009 / 2010 £1.75 million 

2010 / 2011 £1.8 million 

2011 以後 每五年將重新調整 

 

(三)  打破退休及退休金的關聯：自 A Day 後，退休和開始領退休金不再相等，

政府新的規定是達到可領退休金的最低年齡，就可以領取退休金，並可繼續工

作，這個最低的年齡在現在是 50 歲，將會在 2010 年增加到 55 歲。在這個最低

可領退休金的年齡，雇員可以選擇一次領或是領部分的退休金，正職或兼職的工

作皆可繼續。自 2010 年 4 月 6 日起不能在 55 歲以前開始領退休金，不過這個規

定有兩個除外的狀況：因為身體狀況不佳而提早退休；若你在 2006 年 4 月 6 日

前具有在 50 歲前退休的資格，這項改變將不會影響到你退休的時間。 

(四) 對於參加計畫的數量將不再限制：自 A Day 後，雇員可在任何時間參加職

業年金、保管人託管計劃及個人的退休金計劃，因為有總提撥金額的限制，所以

雇員每年的提撥金額皆會在稅制的規範內。 

(五) 保障舊有的退休儲蓄：如果在 A Day 所累積的總退休基金，已經很接近新

制的終身限額，你可以在 A Day 至 2009 年 4 月 5 日前向皇家稅務及海關部 (HM 
Revenue and Customs, HMRC)提出申請，以保障自身的權利。 

1. 主要保障(Primary Protection)：針對於在A Day時，所累積的退休金已超過終

身限額(£1.5 million)的雇員，可向HMRC提出申請，將目前所累積的金額當作是

個人的終身限額。 

2. 加強保障(Enhanced Protection)：針對終身限額的影響，對現有的利益提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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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保障，但雇員獲得某一限額以上的利益時，這個保障就會被取消，這被視為

得到”relevant benefit accrual”。即表示在A Day時規定了退休給付的金額，這個金

額允許一定範圍內的增值，譬如DC制的退休金計劃允許投資增值，而DB制退休

金計劃允許薪資的增值(或是與物價指數相同的增值)。 

3. 同時進行主要保障及加強保障：HMRC允許同時申請以上兩者，雇員所累積

的退休基金將獲得最完善的保障。 

 

舊有的HMRC稅制規定已經被新的每年限額及終身限額所取代，只要是超

過限額的部份就必須要繳納稅款，故雇員只要執行謹慎的財務規劃，就可以免除

稅的支出，這個新的稅制提供更多的彈性，使雇員不再受限於HMRC。在單一簡

化的課稅措施下，排除以往企業年金與個人年金的差異，對於稅制在提撥階段及

提領階段的規定整理於表7-3。 

 

表 7-3  單一簡化退休金稅制 

提撥階段 提領階段 

員工 

(年) 

無限制，具納稅資格的員工每

年可提撥相當於本身薪資的

100%，而不需納稅的員工在

一年內可提撥 3,600 英鎊而不

需要繳納退休金稅款，但超額

部份必須按 40%的稅率課徵

所得稅。 

如超過終身限額時，一

次提領者稅率為 55% 

員工 

+ 

雇主 

(年) 

無限制，但員工及雇主每年提

撥的總金額錢合計不能超過

215,000 英 鎊 〈 yearly 
allowance，2006/2007 年，爾

後逐年穩定增加〉，超額部份

必須按 40%的稅率課徵所得

稅。 

員工退休時，

所累積的退休

金在終身限額

內 可 享 有 優

惠，2006/2007
年的終身限額

為 150 萬 英

鎊，2010/2011
年為 180 萬英

鎊，之後每五

年調整一次。 

如超過終身限額時，分

次提領者其退休所得總

額的 25%為免稅額，其

餘 75%將列為所得課

稅，超額部份將課以

25%的稅率，且在提領

時，需課徵 40%的所得

稅 

 

(六) 範例說明:  

以下針對退休金提領階段的稅制，以簡單的例子來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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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Derek 為例，他在 DB 制的退休金計劃下所累積的退休金為 £80,000 p.a.，
乘以評價因子(valuation factor)，即乘上 20，等同於£1,600,000；DC 制的退休金

計劃下累積的金額是£335,000，故他的總累積退休金額度為 £1,935,000，超出標

準終身限額的部分是 £435,000，在假設並未申請任何的保障下，他的超額退休

金等同於 £21,750 p.a. (£435,000/20)。 

如果他要一起提領超額的£21,750 p.a.，他可以得到的金額是 £21,750*13 
=£282,750，在 55%的稅率之下，他實際可得到的金額是£127,237。其中 13 是

Derek 的退休金折算因子 commutation factor (i.e. he gets £13 for every £1 of 
pension given up)，這個因子會隨個人不同的情況而有所調整。 

如果他要將超額的部分視為退休基金日後再分期提領，必須先負擔 25%的

稅率,£435,000*25%=£108,750。£108,750 的金額經過退休金折算因子計算後是 
£108,750/13= £8,365 p.a.，故他的超額部份減少為 £21,750 p.a.- £8,365 p.a.= 
£13,385 p.a.，提領時必須負擔 40%稅率，故金額是£5,354 p.a.，故超額部分的實

質稅率為(£5,354+£8,365)/£21,750=63%。 

 

四、年金保險的課稅制度  

根據英國財政部（Inland Revenue）的規定，年金保險的稅賦因是否結合退

休金計劃而有不同，亦即強制購買年金與自願購買年金的稅賦不同，強制購買年

金為退休金制度下的規範，如上所述，而自願購買年金保險的稅賦規範主要分為

兩部份，對於未來購買保費本金返還的部份為免稅，利息收益的部份須課稅，標

準所得稅率的納稅人為必須負擔 20%的稅率，高所得稅率的納稅人必須另外再繳

交 20%的稅率(2005/6)。當利率走低或是日後的免稅資本額增加，亦表示你愈晚

開始領年金，這就會成為具有相當高稅務效益的收入來源。 

第三節 日本相關商品稅賦優惠 

日本實行的是中央地方兼顧型稅制，國稅、地方稅是兩個相互獨立的體系，

國稅由大藏省管理，地方稅由自治省管理。在日本現行稅制中，國稅所占比重極

大，地方稅所占比重相對較小。另外，日本的社會保障稅不是獨立的稅種，而是

以加入保險的形式繳納的。以下就日本的個人所得稅、社會保險、企業年金保險、

壽險和年金險以及長期看護保險的稅制之法源依據做一整理： 

一、個人所得稅：個人所得稅是對在日本的居民和非居民的所得課征的一種稅。 

(一)、 課稅對象：日本個人所得稅的課稅對象是各類所得，包括下列 10 種 

1. 利息所得（利子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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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紅所得（配当所得） 
3. 不動產所得 
4. 薪金所得（事業所得） 
5. 退職所得  
6. 事業所得（給与所得） 
7. 轉讓所得  
8. 山林所得 
9. 臨時所得（一時所得） 
10.  其他所得（雑所得） 
所得扣除項目主要有：基礎扣除、配偶扣除、配偶特別扣除、撫養扣除、殘疾

人扣除、老人扣除、孤寡扣除、勤工儉學扣除、醫療費扣除、社會保險費扣除、

人壽保險費扣除、財產保險費扣除、捐贈款扣除、小規模企業共濟款扣除、雜項

扣除等。基礎扣除額為 38 萬日元。 

(二)、 徵收方法 

    個人所得稅的徵收，依所得來源性質不同而分別採用總合課稅制(総合課税

制度)與分離課稅制，分離課稅下又可細分為申告分離課稅制度與泉源分離課稅

（げんせんちょうしゅう）制度。總合課稅制度是將所得合計後的金額計算所得

稅，計算的所得包括利息所得、分紅所得、不動產所得、薪金所得、事業所得、

轉讓所得、臨時所得和其他所得但要除去適用分離課稅的部份。將該總所得金額

扣掉所得扣除的合計額後乘上稅率即是所繳稅額。所得稅原則上是以確定申告的

總合課稅為主，但像是山林所得、土地建築物的讓渡所得等則是採用申告分離課

稅制度。某些利息、紅利、貴金屬買賣利益等則採用泉源分離課稅制度，即是在

獲得所得時採用一定稅率的泉源徵收所得稅。日本居民個人所得稅適用超額累進

稅率如表 7-4 和 7-5： 

表 7-4 日本居民個人所得稅適用超額累進稅率速算表 

級數 應納稅所得額 稅率（ % ） 扣除額 

1 不超過 330 萬日元  10 0 

2 超過 330 萬日元至 900 萬日元 20 33 萬円 

3 超過 900 萬日元至 1800 萬日元 30 123 萬円 

4 超過 1800 萬日元  37 249 萬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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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5 2007 年起日本居民個人所得稅適用超額累進稅率 

級數 應納稅所得額 稅率（ % ） 扣除額 

1 不超過 195 萬日元  5％ 0 

2 超過 195 萬日元至 330 萬日元 10％ 97,500 円 

3 超過 330 萬日元至 695 萬日元 20％ 427,500 円 

4 超過 695 萬日元至 900 萬日元 23％ 636,000 円 

5 超過 900 萬日元至 1800 萬日元 33％ 1,536,000 円 

6 超過 1800 萬日元  40％ 2,796,000 円 

資料來源：http://www.taxanser.nta.go.jp/2260.htm 

 

(三)、 保費扣除額和領取給付扣除額 

    在日本無論是國家、企業還是個人層級所支付的保費與保險給付，都適用不

同的稅制規定，各自有不同的扣除額和徵收方法，保費扣除額和領取給付扣除額

的整理如表 7-6： 

表 7-6 保費扣除額和領取給付扣除額統整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交付保費 領取給付 層級 區分 

扣除額 稅

制 
扣除額 稅

制

國家 

 

國民健康險、介護

保險、國民年金、

厚生年金保險等 

社會保險費扣除 公的年金扣除 

基礎扣除 

配偶扣除 

撫養扣除 

厚生年金基金 企業提撥部分不課稅 

員工提撥部分適用社

會保險費扣除 

企業 

適格退職年金 企業提撥部分不課稅 

總

合

課

稅 

年金： 

公的年金扣除 

一次退： 

泉

源

分

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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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給付企業年金 員工提撥部分適用壽

險保費扣除 
 

確定提撥制 (個人

/企業型) 
不課稅 

退職所得扣除 

確定給付制員

工提撥部分不

課稅 

 

壽險 壽險保費扣除額 

年金險 年金保費扣除額 

根據領取方式與年

金種類而異 

產險 產險保費扣除額   

個人 

看護保險 壽險保費扣除額 

 

不課稅  

 

二、社會保險 

    只要是納稅者自身支付社會保險費，或是負擔其配偶或其他親屬的社會保險

費時，可獲得的所得扣除額稱為社會保險費扣除(所法 74、120、190、196、所令

208、262、319、措法 41 の 7)。扣除的金額是該年支出與給付相差的全額。其適

用的社會保險包括 

1. 健康保險、雇用保險、國民年金、厚生年金保險和船員保險的保險費由被保

險人負擔者 

2. 國民健康保險的保險費獲國民健康保險稅 

3. 介護保險法規定的介護保險費 

4. 國民年金基金加入者負擔的費用 

5. 厚生年金基金加入者負擔的費用 

6. 勞動者災害補償保險特別加入者負擔的保險費 

7. 國家公務員等共濟組合負擔的費用   等。 

    主要是健康保險費、看護保險費、厚生年金保險費與雇用保險費的部份。   
健康保險費與介護保險費的扣除是根據「健康保險費率表」為基礎求出標準月報

酬所對應的保險費由月薪資中扣除。厚生年金保險費的扣除則是跟據「厚生年金

保險費率表」為基礎求出標準月報酬所對應的保險費由月薪資中扣除。雇用保險

費51的扣除是將月薪乘上 8/1000（一般事業）後由月薪資中扣除。 

                                                 
51【雇用保険】こよう-ほけん 為了代替失業保險而制定，是關於雇用方面總和的保險制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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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保險費率為： 

1. 健康保險:8.2％ 

2. 介護保險:1.23％（2006 年 3 月起） 

3. 厚生年金:14.288％（2005 年 9 月起） 

    社會保險年金給付算是所得中的雜所得，其金額的計算方式是將將領取的年

金（包括國民年金、厚生年金、共濟組合等）總額扣掉公的年金扣除額。公的年

金等雜所得扣除額如表 7-7： 

表 7-7、公的年金等雜所得速算表（2005 年以後） 

年 金 領 取

人年齢 
公的年金等収入金額合計 (c)扣除額 

70 萬円以下 收入金額 

超過 70 萬円至未滿 130 円 70 萬円 

130 萬円至未滿 410 萬円 年金收入*25%+37.5 萬円 

410 萬円至未滿 770 萬円 年金收入*15%+78.5 萬円 

未満 65 歳 

770 萬円以上 年金收入*5%+155.5 萬円 

120 萬円以下 收入金額 

超過 120 萬円至未滿 330 円 120 萬円 

330 萬円至未滿 410 萬円 年金收入*25%+37.5 萬円 

410 萬円至未滿 770 萬円 年金收入*15%+78.5 萬円 

65 歳以上 

770 萬円以上 年金收入*5%+155.5 萬円 

自 2007 年 1 月 1 日起，原則上將該收入金額減去扣除額後的金額徵收 10%
泉源課稅，有提出撫養親族申告書者 5%。 

    國民年金、厚生年金的遺屬給付與殘障給付等屬於所得稅法中不課稅部分除

外。只要該年度受取的年金給付額達到一定額度，就會成為泉源徵收的對象 

                                                                                                                                            
括失業給付、幫助企業僱用改善、僱用福利、員工能力開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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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未滿 65 歲年金受取額 108 萬日幣以上者 

(2) 65 歲以上年金受取額 158 萬日幣以上者 

(3) 65 歲以上老齡基礎年金受取額 80 萬以上者 
1. 有提出「扶養親族等申告書」者 

徵收稅額 = ( 年金給付 –( 基礎扣除額 + 人的扣除額 ) * 給付月份 ) * 10% 

若有領老齡基礎年金時上記的扣除額必須每月減少 47,500 円，需要注意的是這

裡的年金給付是指已經扣掉公的年金扣除額的金額來計算。基礎扣除額以及不同

對象之扣除額如表 7-8 和 7-9： 

表 7-8 基礎扣除額 

區分 扣除額 

65 歳以上 年金的月額*25%＋65,000 円    * 下限為 135,000 円 

未滿 65 歳 年金的月額*25%＋65,000 円    * 下限為 90,000 円 

表 7-9 人的扣除額 

區分 扣除額 備註 

一般配偶 32,500 円 負擔配偶生計者 扣除對象 

的配偶 老人配偶 40,000 円 配偶為 70 歲以上 

一般受扶養 

親屬 
32,500 円 負擔親族生計者 

老人受扶養親屬 40,000 円 受扶養親屬為 70 歲以上 

受扶養 

親屬 

特定受扶養親屬 52,500 円 受扶養親屬為 16歲以上未滿 23歲者

普通殘障者 22,500 円 本人殘障

者 
特別殘障者 35,000 円 

普通殘障者 22,500 円 配偶或親

屬殘障者 
特別殘障者 35,000 円 

殘障狀態分為普通與特別殘障 

資料來源：http://www.nta.go.jp/category/pamph/gensen/5151/04/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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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未提出「扶養親族等申告書」者 

徵收稅額 = ( 年金給付 –年金給付額 * 25%) * 10% 

 

三、企業年金保險 

企業年金保險稅制之整理如下表： 

表 7-10 企業年金保險稅制之整理 

確定提撥制 退休金

種類 
厚生年金基金 適格退休金 確定給付企

業年金 
企業型 個人型 

營運主

體 
厚生年金基金 企業 企業年金基

金或雇主 
企業 國民年金基

金聯合會 

提撥 加算部份(多數雇

主負擔) 

代行部份(雇主與

員工各半) 

雇主與員工 原則上為雇

主給付，員

工可同意額

外提撥 

雇主 員工 

提

撥 
企業提撥列為損

失不課稅； 

員工提撥部份適

用社會保險費扣

除 

企業提撥列

為損失； 

員工提撥部

份適用壽險

保費扣除 

企業提撥列

為損失； 

員工提撥部

份適用壽險

保費扣除 

不 課

稅，列為

損失 

不課稅 

運

用 
實質不課稅 

超 過 代 行 部 份

*2.84 倍的部份

要課課別法人稅 

員工提撥部

分以外要課

特別法人稅

特別法人稅 

稅

制 

給

付 
年金屬於雜所得，適用公的年金扣除 

一次給付屬於退職所得，適用退職所得扣除 

* 確定給付企業年金員工提撥部分不課稅 

資料來源：http://www.dcnavi.jp/shinkin/Mn0200/Mn0202/html/202a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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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退休金所得稅制之研究 p.37 整理 

 

其中，特別法人稅是對年金資產，即提撥額與運用收益所課的稅金，要課

1.173% (國稅 1%和地方稅 0.143%)，但目前此制度一直被凍結到 2008 年 3 月 31
日，很有可能延長凍結時間。另外，退職所得之計算方法如下： 

退職所得= ［收入金額(稅前)-退職所得扣除額］*1/2 

計算出的退職所得採用分離課稅方式，因殘障而退職時，下列的扣除額還要再加

100 萬円 

表 7-11 退職所得扣除額計算表 

工作年數(A) 退職所得扣除額 

20 年以下 Ａ×40 萬円 (最低 80 萬円) 

超過 20 年 (Ａ－20 年)×70 萬円＋800 萬円

資料來源：http://www.taxanser.nta.go.jp/1420.htm 

 

四、壽險和年金險 

    稅制上的設計是將壽險的扣除額分為個人年金保險保費扣除額和壽險保費

扣除額，可以因此減輕住民稅和所得稅的負擔，鼓勵提早分期購買個人年金保

險。適用的保險契約有壽險、簡易壽險、農業協同組合等的壽險共濟或年金共濟

契約、確定給付企業年金或是格退職年金契約和壽險公司或產險公司支付關於身

體傷害或疾病的契約皆可。必須扣除同期領取的保險紅利。 

1. 個人年金保險費扣除額 

附帶「個人年金保險費税制適格特約」的個人年金保險，所須滿足的要件有： 

(1) 年金受益人是被保險人 

(2) 要保人本人或配偶是年金受益人。 

(3) 保險費是10年以上期間定期給付。 

(4) 年金為60歲以上開始給付的10年以上的確定年金或是終身年金。 

但若被保險者因重度殘障獲得年金支付時，10年以上的確定年金或是終身年金亦

包含在內。只要滿足以上四項要件所得稅最高5萬円、居民稅最高35,000円可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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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2. 壽險保費扣除額（生命保険料控除の控除額） 

(1) 本人、配偶或6親等內血親與3親等內姻親為保險金受益人，即使非同居亦可 

(2) 5 年以上契約 

表 7-12 所得稅壽險保費扣除額（同個人年金保費扣除額）（所得税法第 76 条） 

該年度支付保費合計 扣除額 

2 萬 5 千円以下 支付保費全額 

超過 2 萬 5 千円至 5 萬円以下 （支付保費全額×1/2）＋12,500 円 

超過 5 萬円至 10 萬円以下 （支付保費全額×1/4）＋25,000 円 

超過 10 萬円 5 萬円 

、①  壽險保費與個人年金保費扣除額合計最高 10 萬日幣 

、②  兩年以上長期契約的躉繳保費僅算成當年度扣除額 

、③  當使用自動借貸給付保險費時仍算入扣除對象 

表 7-13 居民稅壽險保費扣除額（同個人年金保費扣除額）（地方税法第 34 条）  

該年度支付保費合計 扣除額 

1 萬 5 千円以下 支付保費全額 

超過 1 萬 5 千円至 4 萬円以下 （支付保費全額×1/2）＋7,500 円 

超過 4 萬円至 7 萬円以下 （支付保費全額×1/4）＋17,500 円 

超過 7 萬円 3 萬 5 千円 

資料來源：http://trust.orix.co.jp/pension/tax.htm 

 

3. 產險保險費扣除 

    所得稅產險保費和居民稅產險保費扣除額如表 7-14 和 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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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4 所得稅產險保費扣除額 

 該年度支付保費合計 扣除額 

1 萬円以下 支付保費全額 

超過 1萬円至 2萬円以下
（支付保費全額×1／2）
＋5,000 円 

保險期間 10 年以上有滿

期給付的契約 

超過 2 萬円 15,000 円 

2 千円以下 支付保費全額 

超過 2千円至 4千円以下
（支付保費全額×1／2）
＋1,000 円 

上述之外的契約 

超過 4 千円 3,000 円 

兩者並存的場合  合計不得超過 15,000 円 

 

表 7-15 居民稅產險保費扣除額 

 

 該年度支付保費合計 扣除額 

5,000 円以下 支付保費全額 

超過 5,000 円至 1 萬 5 千

円以下 
（支付保費全額×1／2）
＋2,500 円 

保險期間 10 年以上有滿

期給付的契約 

超過 1 萬 5 千円 10,000 円 

1,000 円以下 支付保費全額 

超過 1,000 円至 3,000 円

以下 
（支付保費全額×1／2）
＋500 円 

上述之外的契約 

超過 3,000 円 2,000 円 

兩者並存的場合  合計不得超過 10,000 円 

資料來源：http://www.fujikasai.co.jp/10/10_c_02.html 

 

領取保險金額課稅可分為年金支付開始日前、年金領取期間和一時所得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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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分別討論。 

1. 年金支付開始日前 

(1) 年金解約時獲利：課稅方式依據契約開始後到解約時的期間長短與年金種類

有所不同。 

表 7-16 解約時獲利課稅分類 

年金種類 ５年以内解約 超過５年解約 

確定年金 ２０％源泉分離課税 所得税（一時所得）＋住民税 

保證期間終身年金 所得税（一時所得）＋住民税 

 

(2)年金（災害）死亡給付：在年金累積時期被保險者死亡或因意外死亡時 

表 7-17 （意外）死亡給付金課稅分類 

要保人 被保險人 受益人 課税種類 

本人 本人 法定繼承人 

遺產稅 

500 萬円×法定繼承人數不課稅 

* 要和其他壽險金合算此不課稅額 

* 放棄繼承者亦算入法定繼承人數 

本人 本人 繼承人以外 遺產稅 

本人 配偶（子女） 本人 所得税（一時所得）＋住民税 

本人 配偶（子女） 子女（配偶） 贈與税 

 

2. 年金領取期間 

(1) 年金給付：給付時則是根據年金領取方式與年金種類而定，見下表 7-18，如

果要保人和年金受益人不同時，開始給付年金前要先將該年金評價的金額課其他

贈與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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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8 年金領取時課稅分類 

年金種類 年金 一次給付 

確定年金 所得税（一時所得）＋住民税 

保證期間終身年金 

所得税（雜所得）＋

住民税 
所得税（雜所得）＋住民税 

 

(2)遺族年金：遺族年金特約即是指將死亡給付的金額以年金方式給付於被保險

者指定的受益人或是繼承人，若是有附加此特約，需要另外根據遺產法（相続税

法）第 24 條的規定對於該年金的受益權做出評價後課稅(年金受給権の評価)。 

表 7-19 附加遺族年金特約課稅分類 

要 保

人 
被保險人 受益人 

（意外）死亡給付金支付事由

發生時課税 
給付遺族年金時

課税 

本人 本人 繼承人 

（繼承税法第２４条） 

「年金受給權的評價」計算的

評價額課遺產稅 

本人 
配偶 

（子女）
本人 無 

本人 
配偶 

（子女）

子女 

（配偶） 

（繼承税法第２４条） 

「年金受給權的評價」計算的

評價額課贈與稅 

 

所得税（雜所得）

＋ 
住民税 

    取得年金受益權時，根據給付年金的種類，依據下表 7-19 和 7-20 評價其金

額。確定年金的評價公式是年度的年金額度*殘留期間*評價比。終身年金的評價

公式是年金額度*評價倍數。若是保證期間終身年金或是保證期間夫婦年金，將

殘留的保證期間當做確定年金評價和以終身年金公式評價出的額度取高者課稅。 

表 7-19 確定年金評價比 

殘留期間 評價比 

５年以下 ７０％ 

超過５年至１０年以下 ６０％ 

超過１０年至１５年以下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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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１５年至２５年以下 ４０％ 

超過２５年至３５年以下 ３０％ 

超過３５年 ２０％ 

表 7-20 終身年金評價倍數 

權利取得時被保險者的年齡 評價倍數 

２５歳以下 １１倍 

超過２５歳至４０歳以下 ８倍 

超過４０歳至５０歳以下 ６倍 

超過５０歳至６０歳以下 ４倍 

超過 6０歳至 7０歳以下 ２倍 

超過７０歳 １倍 

資料來源：http://trust.orix.co.jp/pension/tax.htm 

 

3. 一時所得與雜所得 

    一時所得為以營利為目的的繼續行為所產生，非勞務或役務的對價產品，同

時亦非資產讓渡的臨時所得。雜所得，或稱其他所得為年金、非營業用借款的利

息、演講費等其他 9 種所得以外的所得。 

    滿期保險金一次給付的狀況視為一時所得，在沒有其他一時所得的狀況下，

課稅額的公式為【｛收入金額（受取保險金）– 為了該收入所支付的金額（已繳

保費）– 特別扣除（５０萬円）｝×１／２】，將該課稅額與事業所得等其他所得

合算為總合課稅的對象。但若是一時給付的養老保險、財產保險等保險期間五年

以下並且符合一定要件的滿期保險金適用泉源分離課稅。 

    滿期保險金以年金形式給付時視為雜所得，以該年受取的金額和其對應支付

的保險費的差額為課稅額，原則上採泉源分離課稅方式，不需要申告。 
 

五、長期看護保險 

    商業的長期看護保險的給付不課稅，繳交保費時則適用壽險保費扣除額。 

第四節　 台灣相關商品稅賦優惠 



 202

在國內，由於現行的稅制在勞退新制下之個人帳戶制及年金保險制並無一致

性。我國目前關於退休金所得之課稅規定主要仍規範在所得稅法中，有關我國退

休金課稅之規定，分別就提撥期、累積期以及給付期，分述如下： 

(一)提撥期 

1、雇主提撥與扣除上限規定 

(1)舊制─適用勞動基準法者 

根據所得稅法規定，企業雇主採用應計基礎逐年提撥退休金時，在符合一定

的條件下，可以全數列為營利事業之費用；而且在強制投保的情況下，可以提撥

退休金至指定機構，員工不會立即取得。所以，雇主提撥的部分，不會視為員工

薪資所得，惟設有提撥數額的上限。因此，適用勞基法的營利事業雇主，依照所

得稅法第 33 條第 2 項的規定，報經該管稽徵機關核准之後，每年度得在不超過

當年度已付薪資總額 15%的限度內，提撥勞工退休準備金，並以費用列支，全數

扣除。對於不適用勞基法的營利事業雇主，若訂有職工退休辦法者，依照所得稅

法第 33 條第 1 項的規定，報經該管稽徵機關核准之後，每年度提列職工退休準

備金，每年提列退休機費用之上限為已付薪資總額的 4%，亦可全數扣除；另依

照同條項但書之規定，職工退休基金應與該營利事業完全分離，且其保管、運用

及分配均應符合財政部的規定，報經該管稽徵機關核准之後，每年度提列職工退

休準備金，每年提列退休機費用之上限為已付薪資總額的 8%，並以費用列支。 

(2)新制─適用勞工退休金條例者 

不論是採行個人帳戶制或年金保險制，依勞工退休金條例第 14 條以及第 36
條之規定，雇主每月負擔之勞工退休金之提繳率，不得低於勞工每月工資 6%，

亦即雇主每年提列退休金費用的下限為已付薪資的 6%，提撥金額可以費用列支

全數扣除 

2、勞工提撥與扣除上限的規定 

(1)舊制─適用勞動基準法者 

勞動基準法退休基金係完全由雇主提撥；而勞工自行提撥至職工退休準備

金、職工退休基金的部分，本屬於薪資所得，需計入一般所得中課稅。 

(2)新制─適用勞工退休金條例者 

在新制之下的個人帳戶，為鼓勵員工為自身退休生活做準備，依勞退條例第

14 條之規定，勞工得在其每月工資 6%的範圍之內，另行提繳退休金，而提繳部

份得自當年度個人綜合所得稅總額中全數扣除。 

 (二)累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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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退休金累積階段所產生孳息的課稅處理，將因提撥金額是來自雇主或勞

工而有所不同。由於雇主是根據勞動基準法和勞工退休金條例按月提撥勞工退休

準備金於專戶，且不得作為讓與、扣押、抵銷或擔保之標的，因此其所產生的孳

息與退休金提撥金額同樣適用稅法的規定，不計入公司所得稅。 

(1)舊制─適用勞動基準法者 

在舊制之下，勞工無需提撥，因此無累積期課稅之問題。對於非適用勞動基

準法之營利事業訂有職工退休辦法、並設有職工退休金專戶，符合營利事業設置

職工退休金保管運用分配辦法者，基金孳息得依該辦法第九條之規定，免併入營

利事業所得稅。另，營利事業退休基金管理委員會已向主管機關登記或成立財團

法人者，根據財政部 70.3.26 台財稅第 32411 號函規定，其所辦理之職工退休基

金，經登記成立後，即屬所得稅法第 11 條 4 款所稱之團體，其孳息可以同法第

4 條 13 款適用免稅之規定。至於公、私營企業為配合國民儲蓄，鼓勵員工提存

部分薪資辦理儲蓄存款、或員工自行提撥至職工退休基金部份，應屬個人儲蓄存

款，根據財政部 71.3.25 台財稅第 31989 號函規定，其產生之孳息不適用免稅之

規定，然卻可以適用所得稅法「儲蓄投資特別扣除」之規定。 

(2)新制─適用勞工退休金條例者 

在新制之下，適用勞退條例的個人帳戶之員工，於自願提繳時，其累積孳息

部份與提領前免稅，但提領時需列入所得課稅。 

 (三)給付期 

現行勞工退休金之領取方式有兩種，一是月退休金，一是一次領取退休金之

方式；另外，選擇年金保險制的勞工，其領取保險金之要件，則依保險契約之約

定而定。無論在舊制或新制底下，其取得之退休金必須依據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9 類退職所得之規定，計算是否有應稅所得，為定額免稅；但個人領取歷年自薪

資所得中自行繳付儲金之部分及其孳息，則全額免稅。至於採行年金保險制之企

業，其勞工退休給付若定義為一項保險給付，則適用所得稅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7
款之規定，人身保險給付免稅。 

依據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9 類退職所得之規定，凡個人領取之退休金、資遣

費、退職金、離職金、終身俸及非屬保險給付之養老金等，其所得課稅之方式如

下： 

1、一次領取者： 

(1) 一次領取總額在 15 萬元 x 退職服務年資之金額以下者，所得額為零。 

(2) 一次領取總額超過 15 萬元 x 退職服務年資之金額，未達 30 萬元 x 退職

服務年資之金額部分，以其半數為所得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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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次領取總額超過 30 萬元 x 退職服務年資之金額部分，全數為所得額。 

2、分次領取者：以全年領取總額，減除 65 萬元後之餘額為所得額。 

3、兼領一次退職所得及分期退職所得者，前二款規定可減除之金額，應依其

　  　 領取一次及分期退職所得之比例分別計算。 

另外，有關我國人身保險給付相關課稅規定，以所得稅和遺產稅而言，分別

有「所得稅法」、「遺產及贈與稅法」以及「保險法」分別規定之。就所得稅方面

而言，依所得稅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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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受益人所為之給付，不論其項目

名詞，均適用免納所得稅之規定；而關於年金保險免納所得稅之限額是規範於人

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中，年金保險商品之年金給付金額，每年以不超過新

臺幣一百二十萬元為限。 

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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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保險法」。保險法第一一二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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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三五條以及第一

三五之一條則規定傷害保險以及被保險人死亡後給付之年金保險，準用保險法第

一一二條；保險法第一一三條則規定，死亡保險契約未指定受益人者，其保險金

額作為被保險人遺產。亦即，若有指定受益人，不論為身分或姓名的指定，均屬

已指定受益人，保險法第一一二條之規定；若未指定受益人，則適用保險法第一

一三條之規定。惟保險給付雖列為遺產，但是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六條第九款

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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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計入遺產總額。而我國年金保險

在保單示範條款中，都有關於「被保險人身故後，要保人或受益人應於知悉被保

險人發生身故後通知本公司，如仍有未支領之年金餘額，應將其未支領之年金餘

額依約定給付予身故受益人或其他應得之人」之規定。 

 

第五節　 各國年金保險稅制之比較 

年金保險為未來因應人口老化之重要商品，稅制為影響年金保險購買之因素

之一，由於本研究所探討的國家皆有針對退休金制度下的年金保險稅制有不同的

規範，本節將針對退休金制下與非退休金制下之年金保險作一比較，分別列於表

7-20 及表 7-21。 

 

表 7-20 退休金制下與非退休金制下之年金保險累積期稅制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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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 美國 英國 日本 

上限 雇主每月至少

提撥員工薪資

的 6％，而員工

自願提撥上限

為 6％ 

無 無, 215,000 英

鎊以下免稅 
根據公式計算 
(固定金額) 

退 休

金 制

下 之

年 金

保險 

稅制 24,000 以下免

稅 , 超額部份

必須課所得稅 

若為適格年金

提撥金額享遞

延課稅 

超過215,000英
鎊的部份必須

按 40%的稅率

課徵所得稅 

適用公的年金 

扣除後課 10% 

上限 無 , 但需配合

支領期之每年

120 元之規定 

40000 美元 無 無 個 人

年 金

保 險

制 
稅制 24,000,  

免稅,超額部份

必須課所得稅 

若為適格年金

提撥金額享遞

延課稅 

無 稅 賦 優 惠 , 
按所得稅率 

根據領取方式

與年金種類而

異 (累進制) 

 

表 7-20 退休金制下與非退休金制下之年金保險清償期稅制之比較 

  台灣 美國 英國 日本 

上限 120 萬  無 無, 但 150 萬

英鎊以下為免

稅 

根 據 公 式 計 算 
(固定金額) 

退休金

制下之

年金保

險 

稅制 保險給付為免

稅 
受僱者退休領

取 年 金 給 付

時，其本金和

利息皆須扣所

得稅。  

超過 150萬英

鎊超額部分一

次 提 領 稅 率

55%；分次提

領總額的 75%
必 須 課 所 得

不課稅 

(社會保費扣除 

所交保費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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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超額部份

稅率 25%，提

領時稅率 40% 

上限 120 萬  無 無 無 個人年

金保險

制 稅制 保險給付為免

稅 
當年提領之年

金額皆須課以

所得稅  

保費返還為免

稅，利息收益

須課 20%稅率

適用壽險保費扣

除額、年金保險扣

除額後課 20% 

 

有關年金保險之給付幾乎所有 OECD 國家對於年金保險幾乎都是予以課

稅，大多數國家對於年因給付超過所繳保費的部分予以課稅；而法國、義大利以

及西班牙以每次給付年金部份金額課稅。但在保費累積期間時會依年金商品適格

與否或針對特定年金商品提供稅賦遞延優惠以鼓勵退休儲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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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人口老化下之創新金融保險商品 

第一節 Reverse Mortgage  

一、商品介紹 

反向房屋抵押貸款（Reverse Mortgage ）是近年來在世界各國因應高齡社會

所推出的金融商品，此商品的內容是針對擁有一有價值之住宅的老人，可以用其

住宅當作抵押品進行借貸。放款人將根據其住宅的價值支付給老人一定的款項，

可以用一次給付、分期給付或帳戶型等不同方式。當老人去世、離開房子或將其

出售時，再將借款本金連同利息償還給借款人或由借款人取得房屋所有權。此新

金融商品，可幫助在退休後，由於收入所得減少，雖擁有有價值之不動產卻沒有

現金支付生活或醫療開銷之老人取得現金。其訂價主要考量老人之年齡、利率、

房屋價值與相關費用，來決定可放款給老人之額度上限。 

其與一般房屋貸款最大的不同就是老人不需要支付利息，而且在其有生之

年，只要他願意，他都可以一直繼續居住在自己的房子。一般之房屋貸款皆需要

所得證明有能力可以定期償還利息和本金，且如果沒有定期償還利息和本金，將

被銀行強制查封拍賣，不適合作為老人的融資管道。 

此商品將有助於改善老人經濟之問題。目前美國、英國、澳洲與新加坡等皆

開始發展此商品之市場，然而，對供給者（放款人）而言，由於提供可終身居住

之保證，在壽命不斷延長與不動產價格時有波動之環境下，將使之承擔相當大之

風險；另一方面，對需求者（老人）而言，此商品之複雜度較高，對自己的壽命

和未來房價波動之不確定，擔心契約條件對自己不利。因此，在各國反向房屋抵

押貸款之市場雖持續成長，但成長幅度並不大。 

二、各國商品概況與問題  

    美國最早在1989年，由政府住宅與都市發展部門（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HUD）推出反向房屋抵押貸款，提供給經濟狀況較差之老人一個

融資的管道，而在1995年開始有私人企業也開始提供相同性質之服務給一些不

符合政府適格標準的其他老人。在1990年代，市場上對反向房屋抵押貸款的需

求很小，只有不到1％符合適格條件的老人申請。近年來，需求有逐漸在增加，

申請件數從2000年的6,640件數增加到2006年有43,131件，六年成長5.49倍。 

    美國的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形式有許多種，主要差異在放款的形式上，一

般分為四種：（1）帳戶型：老人在有需要時，向放款人提領；（2）定期給付型：

約定好在一段時間內，每期支付一定金額；（3）年金型：以年金的方式支付至

老人去世，相當於把那筆借款去購買終身年金保險。（4）混合型：有帳戶型和

定期給付型之混合和帳戶型和年金型之混合。目前為止，帳戶型是最受歡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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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美國規定必須六十二歲以上之老人才可以申請，房屋狀況良好與沒有未還

清之房屋貸款下，申請人必須諮詢專業之顧問，確保其瞭解此商品之性質是否

符合自己的需求。美國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市場的另外一個特色是，為了鼓勵私

人企業提供此金融商品，由政府的聯邦房屋部門（Federal Housing Association, 
FHA）擔任保險人之角色，向放款人收取保費，承擔死亡率與房價波動風險，

在老人之借款本利和已達到房屋價值之98％時，放款人可將此債權移轉給政

府，由政府繼續對老人履行未了之契約責任。 

    美國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市場還存在許多待解決之問題，在市場發展上，由

於此商品之費用相當高，包括了保險成本、房子鑑價費用、顧問諮詢費用、交

易費用與利息等等，在可貸款之額度通常在房屋價值之百分之五十左右的情況

下，其總費用率可到貸款金額之14％甚至更高。而且，其契約複雜程度對一般

人來說並不容易理解，在不確定契約條件是否合理之情況下，除非真的很需要

現金，否則一般民眾都還在觀望中，另外，監理辦法也尚未完備，例如：許多

州法和聯邦法之衝突尚未解決，當申請者宣告破產時，如何適用破產法…等等。 

    英國之反向房屋貸款（Equity Release）主要分為三種型態： 

(一)、 固定利率的終身貸款（The Fixed Rate Lifetime Mortgage） 

(二)、 現金準備選擇權（The Cash Reserve Option） 

(三)、 指數型終身貸款（Index-linked Lifetime Mortgage） 

 

我們接著介紹此三種型態之商品如下： 

(一)、 固定利率的終身貸款(The Fixed Rate Lifetime Mortgage) 

    其提供給 60 歲以上之老人，房屋至少要價值 50,000 英鎊，最低借款額度是

15,000 英鎊，最多可以借房屋價值的 50%，以 600,000 英鎊為上限。其主要的特

色為一次放款，直到離開房子或出售房子或去世才須償還本利和或是由放款人取

得房屋之所有權。 

(二)、 現金準備選擇權（The Cash Reserve Option） 

房屋至少要價值 50,000 英鎊，最低借款額度是 15,000 英鎊，最多可以借房

屋價值的 50%，以 600,000 英鎊為上限。其類似美國之帳戶型，在可貸款的額度

內，你可以在需要的時候再借款，只要貸款人沒有違反合約條款，保證十年內，

都可以在額度內借到錢。一次最少要借 5000 英鎊，如果餘額低於 5000 英鎊，必

須在下次借款中一次把餘額借完。60 歲以上之申請人才可以享有固定利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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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指數型終身貸款（Index-linked Lifetime Mortgage） 

房屋至少要價值 50,000 英鎊，最低借款額度是 15,000 英鎊，最多可以借房

屋價值的 50%，以 600,000 英鎊為上限。其主要的特色為一次放款，直到離開房

子或出售房子或去世才須償還本利和，其與固定利率的終身貸款不同為利率不是

固定的，其利率連結零售價格指數（The Retail Prices Index, RPI)再加一安全邊

際，且可放款額度和固定利率終身貸款不同。 

英國目前只有少數大型機構提供此金融商品，提供者比美國少很多，且無提

供年金給付之形式，原因有可能是英國尚無由政府擔任保險人之機制。除此之

外，反向房屋貸款所遇到的問題和美國很類似，消費者不容易充分瞭解商品內容

與特性，因此，英國政府在監理上，著重業者是否有將商品資訊充分揭露給消費

者瞭解，規定要將商品之優點和缺點皆列出，訂立一個標準的費用公式，使消費

者可以比較不同業者收取之費用率，並要求業者負擔此契約是否適合消費者需求

之責任。 

澳洲之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主要分為兩種形式：反向房屋抵押貸款（Reverse 
mortgages）以及房屋轉換計畫（Home reversion schemes）。分述如下： 

(一)、 反向房屋抵押貸款  

申請人在年齡與其所有之房屋符合申請條件時，依照其房屋之價值的一定比

例為貸款額度上限，其比例依年齡有所不同，在 60 歲左右之標準大約在房屋價

值之 10％到 15％，依年齡遞增，在 80 歲左右，約可以借到房屋價值之 50％左

右，不同業者有同之規定。可為一次給付或分期給付，尚無提供年金給付之形式。

通常申請人在死亡或提早出售房屋之前都不需要償還任何本金和利息。但是也可

以提前償還全部或部分本利，除非是固定利率之契約，否則提前終止契約並不需

要任何解約費用。還款方面，業者保證當房屋出售價格低於貸款金額時，申請人

或其繼承人皆不需要負擔額外的債務。 

(二)、 房屋轉換計畫 

房屋轉換計畫與反向房屋抵押貸款最大的差異在，申請人依照房屋價值的

35％至 60％，其比例依照房屋條件與申請人年齡有所不同，將房屋出售給業者，

但直到決定離開或至去世前，申請人有權繼續居住在房屋內。 

澳洲之反向房屋抵押貸款有一特色是，借款時可約定保留房子價格之 20％
仍為申請人或未來其繼承人所有，提供未來申請人若有醫療看護需求時，仍可融

資或可當作其遺產給繼承人。而這項權利之價值會在決定可貸款金額前，在其房

屋價值先被扣除。 

第二節  Housing Equ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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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品介紹 

此種新金融商品與上節所述之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同樣具備不需要提供所得證

明，適合無所得收入之老人，但是並不享有無論貸款金額已超過房屋價值時，仍

可繼續居住在房子內不需要償還貸款之保證。 

二、各國商品概況與問題  

以新加坡之Income公司所提供之商品形式為例。申請人年齡必須在55歲以

上，貸款額度依照房屋價值與申請人年齡決定，最高上限為80％。但是在貸款期

間，如果房屋價值跌幅到達一定程度，公司有權減少借款金額。貸款方式分為分

期給付與一次給付，分期給付可用減少每期借款金額之方式延長之；而一次給

付，將在契約約定之一定時間內終止，還清貸款。在四種情況下，申請人必須還

清貸款，分別為貸款期間結束、房屋出售、死亡和貸款總額（加上利息）已經到

房屋價值的80％，提前還清貸款需負擔解約費用。 

此種商品雖提供無所得收入保證之老人一融資管道，與英美澳所提供之反向

房屋抵押貸款相比，申請人少了可繼續居住在其房屋內，直至死亡不需要還款之

保證，對老人而言，增加還款壓力與喪失居住權利之風險，雖可貸款額度較高，

卻很可能因還不清貸款，增加破產危險。 

有關現行一般的房屋貸款與新型態的貸款比較說明於表8-1。 

 

表8-1 各種貸款型式之比較 

 特性 發行機構 償 還 期 問

或收入期間

居住期間 房屋 

一般房屋 

貸款 

借錢買房子 , 
同時抵押房

子 

銀行及保險公

司皆可 
償還, 

一 固 定 期

間, 如10年
或20年等 

無限制 借款人所有 

Life time 
Mortgage
（英） 

借錢買房子 ,
同時抵押房

子, 

但死後未擁

有房子之所

銀行及保險公

司皆可, 

可以透過財務

顧問來賣 

償還, 

終身 

死亡 , 或

住到看護

之家時 

 

賣掉來償還

未未償還之

本金,借款人

不再擁所有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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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權   

Life time 
Mortgage 

(美,澳) 

借錢買房子 ,
同時抵押房

子 

銀行及保險公

司皆可 ,可以透

過財務顧問來

賣 

償還, 

終身 

死亡 , 或

住到看護

之家時 

如 未 償 還 , 
房子之所有

權歸銀行或

保險公司 

Reverse 
Mortgage 
(Home 
reversion)  

將房子賣掉 ,
以獲取所得  

銀行及保險公

司皆可 ,可以透

過財務顧問來

賣 

收入, 

終身 

死亡 , 或

住到看護

之家時 

Home 
reversion 
company  

 

 

第三節 年金屋 

一、商品介紹 

    年金屋保單是近年來日本因應高齡社會所推出的金融商品，此商品的內容是

壽險公司連結退休安養住宅功能的一種年金保單的保險。此商品可分為躉繳型或

分期繳費型，以一次繳清或分期繳費期滿的年金保單，於被保險人進住年金屋

後，由年金屋經營機構提供食、宿及生活所需，有些保單有時效，有些則可以住

到往生。日本壽險公司於 1990 年代推出年金屋保單，至 1995 年為止，日本協榮

生命保險公司已開設 5 個年金之家(協栄年金ホーム)據點。日本協榮生命年金屋

保單之規劃如下： 

(一) 契約訂定 

1. 附加年金屋特約之個人年金保險 

2. 配偶年金特約，限定夫婦組合的連生及遺屬年金 

(二) 保險費 

1. 按照被保險人(入住者)的性別、年齡、房間大小而定 

2. 躉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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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簽約時確認事項 

    簽約(入住)條件為年齡 64 歲 6 個月以上，未滿 80 歲 6 個月之健康人士，保

險公司有權拒保。對於健康檢查之認定原則上由年金屋的管理醫師或保險公司指

定之醫療機關檢查。基本條件是能自行處理周邊事物、能自立正常生活、健康狀

態符合年齡者，罹患傳染病者不得簽約。 

(四) 保證人、保證金(託管) 

1. 保證人有月繳使用費(管理費)的義務，與入住者有連帶責任關係，一旦解約時

必須帶回入住者。 

2. 保證金用於使用費滯繳時墊繳，69 歲以下者 700 萬日圓、70 歲以上者約 500
萬日圓，解約時扣除滯繳費用後全額退還。 

(五) 繳交管理費 

管理費包含餐費、水費、電費、看護保險保障範圍以外之院方提供看護費用

等，院方基於管理費應對住戶提供規定之實務給付。 

1. 全額躉繳：有一次繳費終身保障、排除物價變動、不需保證人等特性 

2. 月繳：須另行負擔看護保險費、國民健康保險費與醫療保險費 

(六) 個人年金保險給付 

1. 生存中給付 

(1) 終身年金：年金額度依初年度年金金額每年遞增 5%，遞增 10 年且有 5
年保證期間。 

(2) 分紅 

2. 死亡時給付 

(1) 死亡給付金：身故時以該保險年度的 5 個月年金月額作為死亡給付金 

(2) 繼續年金：於保險年度中身故時該保險年度尚未給付的部份繼續給付同

額年金給受益人，可依受益人要求改為一次給付。 

3.  退房受理 

(1)終身年金：基於個人年金保險普通保單條款規定，保險公司所訂之年金以

現金終身給付，躉繳保費不得退回。 

(2)死亡給付金：與前述相同。 

(3)再入住：原則上一旦退房即不得再入住，但如滿足規定之契約條件可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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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約再入住。 

(七) 年金屋之醫療部份 

1. 緊急醫療：急救設備、救護車、24 小時護士與看護人員，介紹外界醫療機構 

2. 一般醫療：設有診療所、看護室 

3. 預防保健：定其管理醫師或特約醫師進行診療與協商 

    年金屋商品的架構及流程可以下圖來表示： 

 

 

 

 

 

 

 

 

 

 

 

 

圖8-1 日本年金屋結構圖 

資料來源：壽險公司結合年金屋之行鎖硏究 p.21 

 

二、日本年金屋商品概況與問題 

    日本協榮生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本是相當堅實的中等規模壽險公司，主要銷

售市場以防衛廳、工商團體及教職員等對象。在泡沫經濟期，積極銷售高報酬率

之商品，如在 1985 年銷售預定利率 6.25%之十年滿期一次給付之養老保險，使

其在低利率時代每年產生 750 億日圓（約合新台幣 187.5 億元）之利差損。當時

在日本人壽保險公司排名第 11 位的協榮生命保險公司，由於不斷擴大的利差損

醫院、診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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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不良債權，導致財務及收入的逐漸惡化，雖然以調低預定利率、增加保險費、

削額給付保險金，仍無法有所起色；加上保戶解約申請急遽增加，以及和國外保

險公司洽談的合作計劃始終無法確定等因素，因此被迫申請破產。 

    此公司於 2000 年 10 月由美商保德信控股公司收購後，改名為直布羅陀保險

公司繼續經營，但因成本太高、經濟不景氣、入住費用太高 (2700 万―8500 万

円) 與保戶反應不佳等原因，在更生計劃中已停止招募入住年金屋的保戶，只是

原有年金之家繼續營運。雖然保險公司不再介入年金屋市場，但日本的老人住宅

市場仍然蓬勃發展，甚至可依入住者的性質分成許多種類，如高齡者市營住宅、

高齡者優良房貸住宅、老人之家、可終身入住的高齡者大樓(高齢者マンション)
等。 

第四節 強化年金（Enhanced Annuity） 

(一)商品介紹 

強化年金為英國保險市場針對不同族群所設計的年金保險，其運用壽險中的優體

及弱體的概念，在年金保險的費率計算時考慮差別費率，對於好的風險

（good-risks）的年金保戶給較優的年金率。由於年金保險是在保戶活的時候給

予年金給付，對於保險公司而言，所謂好的風險是指不健康的保戶，亦即未來較

無法一直支領年金的保戶。因此，保險公司在年金率上反應健康的差別，此為目

前英國退休環境下的特別受到市場重視的商品。以下介紹英國常見的強化年金保

險： 

1. Smoker Annuities：以吸煙及非吸煙來區別，而吸煙的判定主要是根據過去十

年是否有一天超過 10 根煙的規定，由於吸煙者的健康狀況較不好，因此，在此

年金的設計下，吸煙者可以較傳統年金的設計多領約 10%以上。主要的核保是透

過醫生的報告如尿液檢測。 

2. Socio-Geographic Annuities：常見的主要有依職業以及居住地區的不同來區分

年金率，主要的核保是透過要保書上告知的職業與居住地來判定。 

3. Health-Indicator Annuities：根據健康的指標來分類的年金保險，例如血壓、糖

尿病等指標，通常是將平均餘命類似的群體納入同一個費率。在核保上主要是透

過問卷調查，相關的問卷項目如有無高血壓、糖尿病及心臟病等。 

 

4.Impaired Annities：此年金主要考量一些較嚴重的疾病作為分類，例如阿茲默症

（Alzheimer’s disease）、高血壓（Hypertension）等，此年金為英國退休市場中佔

有重要角色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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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表 8-1 列出各種不同強化年金保險的年金率比較。表中為躉繳 10,000
英磅每月期初保證五年領的每年領的年金金額。以 65 歲的男性為例，標準的年

金金額為 860 英磅；吸煙年金金額為 958 英磅；社會地理年金為 970 英磅；健康

指標年金為 958 英磅。 

 

表 8-1 不同強化年金保險的年金率比較 

 

 

表 8-2 為損害年金保險的年金率比較。表中為躉繳 50,000 英磅每年期初領的每年

領的年金金額。以 60 歲的男性為例，高血壓族群領的年金金額為 5,905 英磅；

阿茲默症族群領的年金金額為 19,459 英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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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 損害年金保險的年金率比較 

 

 

(二)精算方法 

在強化年金的商品設計上，主要的重點為死亡率的評估，現行死亡率的評估有兩

大方法，一為針對不同的族群編製不同的生命表，另一方法為以現有的生命表依

調整系數來調整，以下我們將英國死亡率調查局（Continuous Mortality 
Investigation Burea）針對上述強化年金所編製的生命做一分析。 

 

 

資料來源:CMIR 14. 

圖 8-2 吸煙及非吸煙之死亡率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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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The Office of Population Censuses and Surveys: Longitudinal Survey. 

圖 8-3 標準死亡率及不同職業族群之死亡率比較 

資料來源:The Office of Population Censuses and Surveys: Longitudinal Survey. 

圖 8-4 標準死亡率及不同居住族群之死亡率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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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結論  

一、 美國 

美國為了因應老年化社會在社會安全制度上提供退休給付與住院醫療保

險，依照美國社會安全局在 2002 年所公布的資料，目前所得替代率 (Replacement 
Ratio)，對於年紀在 65 歲以上的老人，社會安全給付中的養老年金佔其退休收入

的 39%，雇主退休金佔退休收入的 18%，資產以及其他收入佔退休收入的比例，

則分別為 16%以及 24%。美國除了社會安全制度之外，許多雇主，特別是大型

企業雇主會提供確定提撥和確定給付制兩種退休計畫供員工選擇。在過去二十年

間，由於企業財務因素的考量、退休金監理法規的修改以及勞動市場結構型態的

改變，美國企業退休金制度逐漸地由確定給付制轉變為確定提撥制。 

在確定提撥制下，由於雇主必須負責提供多樣化的投資標的供員工作選擇，

年金保險也通常可以成為雇主所提供的投資標的。此外，雇主可以自選委託之金

融機構與提供之退休商品，員工也有資產配置權。因此，對於員工而言，在確定

提撥制下，他們可以選擇是否要加入退休金計畫或每年要提撥多少金額以及該如

何投資這些資產。 

根據美國人壽保險公會（ACLI, American Council of Life Insurance）的統計，

自 1986 年起年金保費已超越傳統壽險保費，2004 傳統壽險保費收入僅佔總保費

收入的 26%，年金保費卻佔到 51%，是全部的一半以上。整體來說，年金保險

市場仍持續增長，但成長幅度並不大，個人年金保費自 1994 年至 2004 年十年間

增加了 7.9%、2003 年到 2004 年一年間增加了 3.7%，而團體年金保費的增加率

則分別是 1994-2004 的 3.7%和 2003-2004 的 1.9%，從歷年個人年金保費作比較，

我們可以看出，變額年金市場才開始慢慢地快速成長起來， 1997 年之後已超過

定額年金。在年金保險給付方面，2004 年總年金給付金額為 610 億美元，而個

人年金給付金額為 330 億美元，佔全部年金給付比例的 44％，而團體年金的給

付金額為 260 億美元，比例為 43％。此外，根據 The U.S. Retirement Market, 
2005，在過去 20 年中確定提撥制和個人退休帳戶（IRAs）是在所有退休儲蓄工

具（retirement savings vehicles）中資產成長最快的，而雖然共同基金一直是最重

要的退休投資工具，但是仍舊有 780 百萬美元的資產投入到保險公司的變額商

品，主要是變額年金中。目前美國年金保險市場上較常見的商品如下： 

1. 稅負遞延定額年金（Fixed Tax Deferred Annuity / CD Annuity） 

2. 躉繳即期年金（SPIA, Single Premium Immediate Annuity） 

3. 反向房地產抵押年金保險（RAM ,Reverse Annuity Mortg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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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躉繳遞延年金（SPDA, Single Premium Deferred Annuity） 

5. 彈性保費遞延年金（FPDA,  Flexible Premium Deferred Annuity） 

6. 變額年金（Variable Annuities） 

7. 證券指數年金（Equity Index Annuities） 

    此外，美國與長期照護制度有關的制度包括醫療照護制度(Medicare)、醫療

補助制度(Medicaid)和私人照護保險。在嬰兒潮退休人口倍增的趨勢下，美國政

府要面對的不只是老年的經濟問題，還有更大的隱憂-長期照護需求及財務問

題，主要問題如下：  
    1、長期照護公共支出超過 1,400 億美元，占美國總健康照護支出 12%以上，

其中約 850 億美元是由醫療保險（Medicare）和醫療救助（Medicaid）經費支出。

醫療救助中長期照護支出在 90 年代倍增三倍，2001 年護理之家，以及居家照顧

費用支出就將近 753 億美元，較 1990 年增加 155%，財源成為各州預算支出的隱

憂。  
    2、美國自費負擔的長期照護總費用近 313 億美元，且研究指出，非正式的

家庭照顧價值將近每年 1,900 億美元，而且如果沒有這些家庭照顧，將有更多人

進住機構，照護支出將更大幅增加。根據美國人壽保險公會（ACLI,American 
Council of Life Insurance）研究指出，預估 2030 年美國個人每年長期照護支出為

20 萬美元。 

而造成這些問題的主要原因是長期照護費用昂貴、缺乏風險分攤機制和私人

長期看護險發展障礙。 

美國 2004 年在長期看護上的支出為 1930 億美元，其中公共的醫療保險

（Medicare）和醫療救助（Medicaid）就佔了 68%，但並不應該就此誤以為醫療

照顧或醫療救助可以負擔照護支出，事實上，醫療保險僅涵蓋少數長期照護項

目，而醫療救助只負擔低收入者，這點從長期看護費用有 19%是由個人自費支付

即可知曉，而壽險公司的長期看護保險支付的費用僅佔 7%，顯然有很大的成長

空間。此外，購買長期看護保險者的年齡有下降的趨勢，在個人保險市場中有

33%的購買者低於 65 歲，1999 年平均購買者的年齡是 43 歲。購買公司提供的長

期看護保險的人數也大增，從 1998 年到 2001 年由僱主主辦的長期看護保險保費

由 2870 萬美元成長至 6660 萬美元。 

 

二、 英國 

英國為著名的福利國家，退休金制度發展較完善，隨著時代變遷以及人口老

化的問題，其退休金制度歷經多次的改革，現行的退休金制度主要是透過三層支

柱的方式來因應，第一層支柱是基礎年金計劃，由政府所提供的強制性計劃，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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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收隨付制度(pay as you go basis,  PAYG)，第二層支柱包括附屬年金計劃、職

業年金計劃、個人年金計劃、保管人計劃等，允許公司以外包的方式，自行成立

民營職業退休金制度，且將自營業者納入擴大保障範圍。第三層支柱屬於外包的

退休金計劃，必須向企業退休金監理機關登記，且必須在年薪15%的範圍內允許

員工自願附加提撥，員工可領取更多的退休金，員工也可自由選擇是否要另外提

撥至個別計劃，其中，第一層及第二層為強制性的，第三層則為自願性的。 

過去大部份的退休金計劃主要是以DB型式為主，近年來漸漸以DC型式的退

休金計劃來取代，並且強制DC型式的退休金計劃必須在75歲以前年金化，這樣

的設計加重了保險公司推行年金保險的必要性。另外，現行的退休金改革亦加重

私部門的角色，主要提供退休金運作的金融機構包括銀行、保險公司、資產管理

公司或其他金融機構等，而保險公司除了提供資產管理的金融商品外，亦提供一

些風險分擔的年金保險商品，因此，英國在年金保險的設計非常多元化以及許多

創新的商品，例如：傳統年金、分紅年金、強化年金等，以因應國人的退休需要，

保險公司在因應人口老化的市場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在退休金的稅制部份，主要是針對提撥退休金的金額以及退休金給付兩部

份，過去政府對於民眾可提撥至退休金的金額以及的退休金金額有許多的限制，

詳細的決定法則與雇員的薪資與在退休金計畫的年資有關，每個人可提撥的退休

金上限為薪資的一個固定比例，這個比例會隨年資逐漸增加，同時，退休金稅制

非常複雜，不同退休金計劃下可能適用不同的規範。然而，英國自2006年4月6
日(A Day)為建全退休金稅制的問題，開始實施單一簡化的退休金稅制，對英國

所有註冊的退休金制度，亦即享有稅賦認可的退休金計劃包括有企業退休金、個

人退休以及保管退休金制度皆適用同一規範：每年提撥金額在規定的範圍內，則

享有稅賦的優惠；退休給付在終身限額內，亦享有稅賦的優惠；當達到可以開始

領退休金的年齡，仍可繼續工作；不再限制參加退休金計劃的個數；保障A Day
前的退休儲蓄。 

人口老化的另一議題是屬於照護的問題，英國長期照護服務提供者主要有

二，一為NHS，二為地方政府社會服務局(SSD)。NHS由中央政府主掌業務，提

供醫療保健相關服務；SSD主責管理，它有權決定中央補貼預算中用於地方照護

服務之比例，並提供些許社會福利服務。除了政府所提供的長期照護服務外，保

險公司發行的長期照護保險是一般民眾的另一選擇。保險公司的所設計的長期照

護保險主要提供了現在或是未來需要長期照護所必須的費用，被保險人可以利用

躉繳或是分期繳費的方式購買長期照護保險，用以支付日後的居家照護或是護理

之家、安養中心的費用。目前主要有三種類型的長期照護商品，第一類商品是在

被保險人需要長期照護時，會給付保險金；第二類商品是無論被保險人是否需要

長期照護，皆給付保險金；第三類是投資型商品或抵押貸款型商品，被保險人可

以選擇要不要給付長期照護保險金。長期照護保險保險給付的判定主要是以日常

生活的判定標準（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ADL）為主，一般來說，對於Immed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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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d Plans通常不需要參考ADL或是額外的醫療資訊即可開始給付；而Pre-funded 
Policies須通過ADL的給付判定，如果無法達成ADL要求正常的標準，Pre-funded 
Policies就會開始給付。目前保險費的支出並沒有任何稅賦的優惠，但是長期照

護保險的保險金給付不論是直接給照護機構或是給保戶本身，都不需要課徵所得

稅。保戶從保險公司方面得到的保險金給付不影響國家所補助的長期照護費用，

但稅制在未來可能會有所改變。 

在監理的部份，由於英國在年金保險及長期照護保險上已發展許多年有許多

相關的規範，在制度上由於英國是走所謂的原則導向的監理，主要分為商品的風

險評估以及市場公正性為主，在商品的風險評估上，付多予簽證精算師許多的職

責，包括準備金的提存、紅利的宣告等，在市場公正的部份主要強調產品資訊的

揭露以及符合保戶公平期待的原則。英國在年金保險精算師最關切的是長命風險

以及利率風險，在費率自由化的市場，英國的保險公司會合理的評年金的生存機

率，同時，CMIB（Continuous Mortality Investigation Bureau）會提出年金保險在

死亡率改善的情況，同時針對退休年金以及年金保險提供不同的經驗率為參考，

在利率風險的部份，提供所謂的隨機現金流量測試，對於上述的風險測試，可以

透過準備金的提存來確保保險公司的清償能力。過去，英國發生最重要的監理課

題為投資保證的問題，英國Equitable Life，其為英國第二大保險公司，早期因為

英國的保險市場推出許多附保證年金選擇權（Guaranteed Annuity Option, GAO）

的保險商品，該公司也相繼推出許多這樣的保單，在1990年代中期，由於利率開

始下滑，造成該選擇權對保戶非常有利，以致於Equitable Life保險公司有大量的

保證給付理賠發生，最後步入結束新契約一途，因此，英國的精算實務非常重視

投資保證的風險評估。 

三、 日本 

在人口老化以及少子化的趨勢下，許多先進國家已積極的因應高齡社會的來

臨，針對老人的退休生活從事各方面的準備，其中包括屬於社會保險之退休金、

醫療、長期看護制度的建立，另外，除了社會保險所提供的保障之外，提供針對

高齡社會所推出的商業保險以及相關之金融商品如年金險、醫療險、長期看護

險、年金屋、反向房屋抵押貸款等商品，亦是補充社會保險保障之不足的一項重

要的工作。 

年金屋在日本對保險公司來說不是一個熱門的商品，協榮生命保險公司亦只

是以特約方式供保戶買賣，五個據點可住人數僅約1000人。日本保險公司無法經

營年金屋的原因或許有二：日本的老人住宅本就發達，政府亦有法令獎勵老人貸

款入住等，因此無須經由保險公司的特約繳交高額的入住費用，可以自己投保養

老保險或是定期存款籌措入住金；另外保險公司在承辦年金屋時難以估算的風險

太多，同時必須自己經營子公司管理老人之家，亦非自己的本業而難以滿足保戶

的真正需求。雖然年金屋型態之商品在日本的銷售經驗並不成功，但此可能是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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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上的問題，並不意味著此商品不適合高齡社會的需求，因此此寶貴的經驗非常

值得日後台灣在推行類似商品時的借鏡。台灣目前有的老人住宅如長庚養生文化

村和苗栗西湖渡假村都是由大集團開發並與醫療院所合作而成，若台灣希望開放

保險公司承作年金屋業務或許必須注意保險公司的年金之家是自己承辦還是與

這些大集團合作，如果是合作的話以後的責任歸屬，如費用估算過低不足支付時

該如何處理等都必須有明確的約定。由於年金屋保單所涉及的責任根據保單承保

範圍有可能非常龐大，如負擔一位退休老人的醫療、食宿等直至死亡，或許政府

也應該有補救的規範，甚至限制可承做該業務的保險公司須達到一定的財力標

準，並應有定期且嚴密的監督。 

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商品是另一項很值得注意的商品，在未來許多老人必須靠

自己的力量負擔退休生活的支出，除了富有或貧窮兩極端的老人外，許多中產階

級的老人雖沒有足夠的現金支應退休生活開銷，卻擁有一棟屬於自己，具有相當

價值之住宅。雖然對退休老人而言，出售原本的住宅，換到一間較小或地段較差

之房子，把中間的價差換做退休基金，是一個把資產換成現金的可行辦法，但有

不少老人仍希望可以繼續居在在自己的房子與熟悉的社區環境中。因此，反向房

屋抵押貸款便提供這樣的一個融資管道，讓老人既可以繼續居在自己的房子，又

可以將資產換成現金花用，而且在英美澳等國家所發行之反向房屋抵押貸款，皆

提供在老人去世前，或自願搬離以前，都不用負擔還清貸款的壓力，也不用擔心

房子會被強制查封拍賣，此特殊性質十分適合已無工作所得之退休老人。但由於

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商品發展不到 20 年，許多問題仍阻礙市場供給與需求之發

展，如風險控管和消費者權益等問題，另外，政府的監理辦法也尚未完備，這些

問題都值得我們探討，以便於在引進此商品的同時，也可以解決風險控管以及監

理的問題，使此商品對保障老年經濟安全發揮良好的效果。 

第二節 台灣目前市場現況與潛在問題 

據預估台灣老年人口的依賴比例將在 2021 年時會達到 22.87％，到了 2036
年更高達 34.13％，表示到了 2036 年時每三個工作人口必須扶養一個老年人。因

此，我們可以預期在台灣未來工作人口扶養老年人口之負擔將會越來越大。但值

的注意的是台灣 65 歲以上的退休人口當中，有 22％的人，相當於 45 萬人沒有

任何社會保險的保障，也就是將近 450 萬的自營勞工、家庭主婦、失能之人以及

其家屬都沒有任何的退休計畫保障，與其他國家相比，此比例非常高，是政府應

該非常關注的問題，因此國民年金制度之開辦將刻不容緩。 

整體而言，在退休金制度中，依據王儷玲（2004）之研究公務人員若是選擇

以一次給付的方式領取退休金，其退休金（含公教人員保險養老給付）所得替代

率至少有 76%，此比例比建議的舒適退休生活的所得替代率 75-80%相差不多，

代表著公務人員的退休金還算適足。而相對的，在勞工退休金（含勞工保險老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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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方面，其所得替代率無法達到 50%，比起舒適退休生活的所得替代率仍有

相當大的差距，這意味著勞工退休金是相當不足的。 

就保險市場而言，近年來傳統型壽險與投資型商品之保費市佔率互有消長，

過去台灣市場以傳統型壽險為主，其主要原因在於短年期的儲蓄險熱賣。而近年

來由於利率之走低，業者的策略經營下開始將目標轉向利率變動型商品或投資型

壽險。相較於國外市場，台灣的年金保險與長期看護保險，皆處於初期開發階段，

若能透過更多的法令修訂與相關配套措施之實施，應仍有相當大的發展潛力，茲

將目前市場主要問題整理如下： 

1. 目前保險業在退休市場上僅限於銷售個人自願購買的個人年金保險階

段，對於與退休制度相結合之團體保險市場並沒有有太大的開放空間。

未來在勞退新制下若能做更適度之開放，才可能有較大的團體年金保險

市場空間。 

2. 相較於國外，個人年金商品部分又無較大的稅賦優惠誘因，因此無法激

勵民眾購買年金保險之需求。 

3. 利率變動型年金商品目前銷售因受限於國內十年期政府公債次級市場

殖利率，對消費者而言，並無多大之購買誘因，以致業務急劇萎縮。未

來宣告利率之規範在適用 95 年 9 月 1 日保險商品審查新制實施後應有

新的開發空間。 

4. 變額年金商品複雜度高，從商品設計面來看，國外變額年金的設計含有

一些保證給付機制，可分散退休風險，提高累積退休資產穩定度，是潛

在的退休商品。 

5. 在年金保險商品設計上的問題主有逆選擇的問題及費用率太高，這些皆

會造成年金保險的保費太高，同時，現行的年金生命表無法反應壽命改

善的現象，會增加保險公司的保險風險。 

6. 在長期看護保險的商品設計上，由於缺乏發生率的評估，目前各家保險

在需要長期看護狀態的判定差異很大，同時在給付型態上較不多元化，

目前是將保險給付給予被保險人，同時被保險人需證明自己仍舊屬於需

要長期看護狀態，對於被保險人有許多不便，在國外有許多將保險給付

直接給予照護中心的設計，如此可以避免上述問題，同時，商品本質更

能符合長期看護的本意。 

7. 如同年金保險，目前保險業在長期看護市場上僅限於銷售個人自願購買

的個人長期看護保險，對於與醫療制度相結合之團體保險市場亦並沒有

太大的開放空間，再加上一般國民對長期看護之需求與成本考量都未能

有較正確的認識與瞭解，因此市場需求仍相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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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對未來台灣因應高齡化社會保險商品之建議 

本研究探討因應高齡化社會保險商品發展及其監理與相關稅賦配套之研

究，以下我們別從商品面、監理面及稅賦上提出結論與建議： 

一、 對退休金制度與年金保險市場之建議 

高齡化的趨勢使世界各國面臨了老年生活水準保障的需求，因此近年來，社

會保險、年金保險以及退休金制度已成為世界各國關切的重要議題之一。然而，

由於人口老化的衝擊，許多國家在退休金制度改革上有很大的轉變，從隨收隨付

制的確定給付制退休金制度改為確定提撥制退休金制度，同時，許多國家漸漸負

擔不起第一層的退休金計劃，開始透過減少退休給付來降低財政負擔，許多現行

的文獻大都建議以第二層及第三層來增加退休財富累積的功能，同時，擴大第二

層企業退休金及第三層個人儲蓄及商業年金保險的機制。(Tuener and Beller 
(1992); Bodie and Mitchell (1996); Mitchell and Moore (1998); Mitchell and 
Schieber (1997); Fultz（2004）, PRC WP（2003-1））。 

商業年金保險為轉移長命風險的保險商品，其主要透過累積期的財富累積，

並透過年金化（Annuitization）的設計，在清償期將財富以定期給付特定額度的

年金方式來支領，只要有活著就有收入，因此，可以分散長命風險，近年來，在

政府或企業的退休金規劃中有愈來愈多國家透過年金化的模式來保障老年生活

需求（Brown et al.（2001）Doyle et al.（2001）Uccello et al（2003）），在美國的

保險市場中，由於企業退休金逐漸轉變為固定提撥制以及稅賦遞延之優惠，年金

保險也日益蓬勃的趨勢。 

美國自 1986 年起年金保費已超越傳統壽險保費，2004 年傳統壽險保費收入

僅佔總保費收入的 26%，年金保費卻佔到 51%，是全部的一半以上。整體來說，

年金保險市場仍持續增長，但成長幅度並不大，個人年金保費自 1994 年至 2004
年十年間增加了 7.9%，而團體年金保費的增加率則分別是 1994-2004 的 3.7%。

歷年來團體年金保費作比較，可以看出在 2000 年之前定額年金的銷售皆大於變

額年金，而 2000 年之後變額年金市場才開始慢慢地快速成長起來，尤其是最近

這幾年有很大幅度的成長。相對的，從個人年金保費來看，在 1996 年之前定額

年金的銷售皆大於變額年金，而 1993 年之後變額年金市場才開始慢慢地快速成

長起來，尤其是最近這幾年有很大幅度的成長，1997 年之後已超過定額年金。

在年金保險給付方面，2004 年總年金給付金額為 610 億美元，而個人年金給付

金額為 330 億美元，佔全部年金給付比例的 44％，而團體年金的給付金額為 260
億美元，比例為 43％。 

此外，在過去 20 年中確定提撥制和個人退休帳戶（IRAs）是在所有退休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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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工具（retirement savings vehicles）中資產成長最快的，所佔的比例從 1990 年

的 39%提升至 2005 年的 51%，2005 年確定提撥制和個人退休帳戶的資產成長率

近 9%，其他工具的資產只成長不到 5%。雖然共同基金一直是最重要的退休投

資工具，但是仍舊有 780 百萬美元的資產投入到保險公司的變額商品，主要是變

額年金中。 

另外，在英國市場和美國比較不樣的是英國的保險公司所銷售的年金保險有

一部份是屬於退休金計劃下的強制保險，稱為強制購買年金保險，另一類型為自

願購買年金保險，強制購買年金是退休計劃下的年金保險，根據 Inland Revenue
稅法的規定，員工必須將累積的退休金於 75 歲前轉成年金，強制要求退休者購

買年金保險來規劃長命風險，此部份強制年金化的規定促使員工購買年金保險，

因此，保險公司大多數的年金業務主要是強制購買之年金保險，這樣強制的做法

是否適合，在英國有廣為被討論，對於保險公司而言，因為強制的規定，可以降

低年金保險的逆選擇，對員工而言，若有其他資金運用的需求，可能無法被滿足，

針對此點，政府進一步提供部份提領的規範，以增加年金保險的彈性，另外，對

於保險費率上亦較多元化，其提供不同的族群不同的費率，例如健康體及弱體、

吸煙及非吸煙等，透過差別費率提供健康狀況較不好的人較優惠的費率，如此可

以反應費率的公平性。 

國內目前保險業在退休市場仍然只停留在個人自願購買年金的階段，對於與

退休制度相結合之團體保險市場並未有太大的開放空間，雖然現行的勞退新制中

有提供年金保險制的運作，但由於相關法令限制過多，可以操作之市場非常有

限。本研究認為目前勞退新制中個人帳戶制以及年金保險制在相關規定上仍有許

多不同，為了進一步保障保險業年金保險的推動，本研究建議未來在勞退新制下

可以考慮實施以下之配套措施：　 

(一)、 降低年金保險制適用門檻增加年金商品之適用範圍： 

未來在勞退新制下，若金融機構有機會成為與退休制度合作成為信託管理與

資金運用之參與者，將可能開拓台灣未來退休市場的發展空間。本研究建議未來

勞退新制可以進一步在降低年金保險制適用門檻，並使勞工在年金保險制下也可

同時享受自提部分之稅賦優惠，以達到稅賦制度之公平性。 

(二)、 讓保險公司以直接承作勞退新制之資產管理帳戶： 

未來在勞退新制下，在資金運用上，可以比照美國的作法，除了考量讓保險

公司以 internal fund 方式販售保險商品，可以進一步開放讓保險公司直接承作資

產管理帳戶，如此可以使其他年金制下之勞工依據自己的風險趨避程度與距離退

休時間之長短作更多不同的投資規劃，以降低投資風險。但由於保險的運作通常

有較高的費用率，因此，為了增加競爭優勢，未來在推動年金保險制時應盡量降

低行政管理成本以提升投資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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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針對個人年金保險市場部份，本研究認為未來可以考慮實施以下建議

方案：　 

(一)、 提供更多稅賦優惠以增加購買需求與動機 

目前所有的保險僅共同享有 24,000 元額度之扣除額，根本不敷使用，建議

應增加現行免稅扣除額之上限或為年金保險設立獨立免稅扣除額。此外也可以仿

效美國推動適格年金商品制度（相關內容請參考對稅賦規範建議之說明）。 

(二)、 創新商品與銷售方式以符合消費者真正需求： 

從消費者心態及行為分析，目前國內大部分之消費者對年金保險與長期看護

保險之功能與優點沒有正確的瞭解，並常常低估其對這些保險之真正需求；而保

險公司之業務人員，在銷售時常以佣金為導向，也未能對這些商品提供充分之說

明與需求分析，無疑使得這些保險商品的市場發展潛力上有雪上加霜之效果。未

來保險公司在商品設計、銷售方式以及業務人員之訓練上，都必須針對這些問題

提供較完善的解決之道，才能真正有效地拓展市場。 

 

二、 對長期看護保險市場發展之建議 

 如前所述，我國長期看護市場目前僅限於銷售個人自願購買的長期看護保

險，對於與醫療制度相結合之團體保險市場亦並沒有太大的開放空間，再加上一

般國民對長期看護之需求與成本考量都未能有較正確的認識與瞭解，因此市場需

求仍相當有限。在缺乏第一層的國家的照護制度下可能會有嚴重的逆選擇問題，

或許可以參考日本以特約的形式，附加在年金或是醫療保單上。在長期照護的商

品設計上可以比照日本之長期照護社會保險的型態，發展分級式長期看護保險商

品或年金屋。 

 

三、 對相關稅賦規範之建議 

 在本研究所探討的國家中，大部份國家的退休金計劃皆採所謂的三層式設

計，除了政府所提供的部份，亦包括企業退休金計劃及個人儲蓄的部份，同時不

同階層的退休金計劃又有許多計劃的組成，因此，有許多稅賦的規定，若存在稅

賦不一致，會造成退休規劃的稅務非常複雜，增加民眾的困擾。美國的稅制較為

一致，主要的規定是以適格及非適格來區分作為為課稅的基礎，其中適格的退休

金計劃享有遞延課稅的效果，但在受僱者退休領取年金給付時，其本金和利息皆

須扣所得稅。在英國，過去的退休金計劃的課稅基礎非常複雜且不一致，造民眾

的困擾，因此，英國自 2006 年 4 月 6 日(The Appointed Day, 以下簡稱 A Day) 開
始實施一單一簡化的退休金稅制，對英國所有註冊的退休金制度，亦即享有稅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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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可的退休金計劃包括有企業退休金、個人退休以及保管退休金制度皆適用同一

規範，稅賦的一致性皆是各國稅制改革的趨式。 

由於現行的稅制在勞退新制下之個人帳戶制及年金保險制並無一致性，因

此，本研究建議政府應適時修改相關稅賦規定，亟早匡正目前勞退新制中兩個制

度下稅賦不一致現象，如此可避免勞工在制度選擇時的困擾，使勞工在年金保險

制與個人帳戶制下皆能透過稅賦優惠，鼓勵退休儲蓄。此外，也可以使新制退休

金下年金保險制與個人帳戶制在資金運用上產生良性的競爭，如此將可以提高勞

工在勞退新制下之退休所得替代率，使勞工之退休安全與適足度更有保障。 

勞退新制採個人帳戶制與年金保險兩種機制，乃制度上的彈性設計，在符合

實施年金保險制條件下的企業，其勞工可因個人偏好擇優適用；但就勞工退休所

請領之退休金性質而言，兩制並無不同。基於租稅效率原則，勞工不論採取何種

方式，皆應採取一體適用相同的課稅制度。針對退休金之課稅時點發生於提撥、

基金累積收益和給付三階段，不論是個人帳戶制或年金保險制，均因採提撥免

稅、員工自提部分之孳息累積遞延至退休給付時，與雇主提撥之退休給付合併列

入退職所得課稅，並採定額免稅方式之課稅方式。亦即，對於退休金之課稅時點

發生於提撥、基金累積收益合給付三階段之賦稅配套措施，不宜各自拆開。 

本研究建議未來可以考慮實施以下之稅賦措施：　 

 (一) 在勞退新制部分： 

1. 提撥階段 

目前雇主依照勞退條例每月負擔之勞工退休金提繳率，不得低於勞工每月工

資 6%。為鼓勵企業為勞工提撥退休金，建議雇主提撥部分，可比照適用勞動基

準法之雇主，在當年度已付薪資百分之十五的限度內，得以營業費用列支。另外，

勞工自願另行提撥部分，在每月工資 6%上限內得自當年度個人綜合所得稅總額

中扣除。為符合租稅效率原則，建議未來年金保險制度亦比照個人帳戶制式適用

相同之規定52。由於年金保險費不計入所得稅中，自然不得再適用保險費列舉扣

除規定。未來個人所得稅申報書中，應增列依勞工退休金條例個人帳戶制之自願

提繳金額及年金保險制之自願提繳年金保險費，在其每月工資 6%範圍內列為特

別扣除項目，以利納稅義務人申報填寫有關個人自行提繳退休金之金額。 

2.基金累積收益階段 

依照勞退條例規定，勞工在未符合退休要件時，無法於累積期間內隨時請領

該孳息部份之權利，為符合收付實現原則，建議對勞工提撥所產生孳息部份遞延

至請領退休金時一併課稅。 

                                                 
52有關勞退新制年金保險制度個人提撥部分比照個人帳戶制有 6%上限之列舉扣除額相關規定，

行政院已於 94 年 10 月送立法院審議，相關文件詳請參考附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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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給付階段 

建議勞工至領取退休金時，應根據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9 類退職所得規定，

採定額免稅方式予以課稅。至於採取年金保險制之勞工於退休時所得保險金之給

付，由於年金保險契約為企業所採取的一項適格退休金機制，其性質即為一項退

休金所得，與一般商業保險之保險給付並不同，因此應不屬所得稅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7 款規定有關人身保險之保險給付之免稅項目。如果未來年金保險制之提撥

可享有免稅待遇，在領取保險給付時，自應適用所得稅法第 14 條退職所得之規

定課稅。 

(二) 個人退休儲蓄： 

 稅賦優惠是人們購買年金保險的主要考量因素，透過退休金計畫或商業年

金保險可達到遞延課稅的優惠，即其投資利息與利得在當期不用課稅，長期的稅

賦遞延的複利累積效果是非常驚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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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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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減少

37%，主要原因是因為在退休前對其提撥金額所提供之稅賦優惠，透過報酬率複

利之效果，將產生更大退休金財富之累積。 

由於台灣退休金給付制度整體而言仍不夠充足，因此個人仍有需求從所得中

播出一部份金額作為退休儲蓄之用。而勞工退休金新制下的個人帳戶制，將推動

個人規劃退休儲蓄投資理財的知識與風氣，因此建議可以仿效美國以適格及非適

格年金商品來區分作為為課稅的基礎，適格年金保險(qualified annuity)之本金與

利息可遞延課稅。台灣目前所有的保險僅共同享有 24,000 元額度之扣除額，根

本不敷使用，本研究之建議如下； 

（1） 針對現行年金保險商品提供額外賦稅優惠，例如增加現行免稅扣除額之

上限或為年金保險設立獨立免稅扣除額。 

（2） 有關年金保險之給付幾乎所有 OECD 國家對於年金保險幾乎都是予以

課稅，若未來我國對退休前的儲蓄提供稅賦優惠，則應可解除 120 萬年

金給付之課稅限制之規定。 

為了更有效推動年金保險商品，積極鼓勵個人退休儲蓄，建議推動適格年金商品

制度。其課稅方式建議如下： 

適格年金商品之建議課稅方式 

適格年金商品於退休前之累積期所產生之孳息或保單紅利都不課稅，僅於實

際提領才課稅，因此有遞延賦稅之效果，但不鼓勵提前提領。正常提領：因以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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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所得購買，故對於本金部份不再重複課稅，對累積期間之孳息部份，採免稅率

之方式課稅。 

適格年金商品於退休後之給付期開始後： 

（1） 提前提領：在 60 歲提前提領部分或全部退休金，採後進先出原則對利

息部份課所得稅，收益全部扣完，才視為本金之返還免課稅，另需課以

10%懲罰稅。 

（2） 提領後贈與，按美國聯邦稅法規定，以購買時成本為贈與稅之計算，贈

予人對每人每年在一萬美元以內贈與免稅。 

（3） 年金受領人死亡，未領年金由繼承人繼承，需課以遺產稅。 

 

四、 對商品設計與創新建議 

雖然近年來世界主要國家的年金保險與長期看護保險制度與商品改革不

斷，總體來說不論是年金保險、醫療保險或是長期看護保險的制度仍舊比台灣完

善許多，不但對各類被保險人依職業或是年齡有設計相應的參加方式，在年金保

險部分亦開放銀行或保險公司等私人企業參與其中，保險公司無論在企業型或是

個人型的商品上都有新的發展。本研究整理各國的保險商品，建議未來可以考慮

鼓勵以下之創新商品，但各公司仍需考慮各商品的可行性： 

（一）外幣利變型年金商品 

美國、英國及日本個人型年金商品中的定額型與利變型大致與台灣目前商品

類似，但在商品設計上亦有不同之處值得引進。比如外幣利變型年金商品有別於

台灣利變型商品保證利率為 0%，會根據幣種作出不同的保證利率，即便是日幣

亦有最低 1%的保證利率。同時資金的轉換十分自由，不但有 unite system 可以

將複數的貨幣商品整合，資金也可以一部或全部互相移換，還可以在保險期間到

期時選擇延長累積期間直到最高年限為止。 

（二）附投資保證的變額年金商品 

變額年金在美國、英國以及日本等國家皆有許多投資保證的設計，在市場上

提供了保戶不同的選擇，台灣目前亦有一些保險公司參考國外的經驗推出所謂的

GMDB 以及 GMMB 等投資保證的商品，從退休規劃的市場來看，此種商品可以

保障客戶退休所需，然而，由於投資保證是屬於尾端風險（Tail Risk），保險公

司應著重於風險控管與監理。 

（三）分級式之長期看護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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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美國、英國及日本由國家所提供的長期照護社會保險較台灣完善，不

僅提供到宅服務、看護設施服務與社區型服務等，甚至有為強調看護預防而提供

的服務，還開放私人的醫療保健機構加入成為服務供應者，因此國外的商業長期

照護保險多半是以補強社會保險之不足為目的。目前台灣雖然有全民健保，但尚

無長期照護的社會保險制度，因此商業的長期照護保險相形之下更顯重要，只是

在缺乏第一層的國家的照護制度下可能會有嚴重的逆選擇問題，或許可以參考日

本以特約的形式，附加在年金或是醫療保單上。在長期照護的商品設計上可以比

照日本之長期照護社會保險的型態，將需要看護的等級區分為 5-7 個等級，依次

給予不同程度的給付，或是支付不同的服務型態，除了看護金的給付外，還可結

合各醫療院所、社區型照護所等周邊設施，提供更多元的保障範圍與內容。由於

現行國內的在需要長期看護狀態的判定上差異很大，建議未來在商品的推動上，

應編制以台灣市場的分制長期看護的發生率評估，如此，才能建全長期看護的保

險市場。 

（四）退休金帳戶商品 

台灣也可以考慮發展終身全面保障的商品，讓保戶在保險公司以建立一個退

休金帳戶的模式，可在些許限制下彈性繳交保險費，並可附加從死亡保障、醫療

保障到看護保障等的各種批單，定期由帳戶內扣除保費。保戶可根據自己的生命

週期決定需要的保障，僅用一張保單便可作彈性調整，無須考慮解約、保險期間

甚至保障額度的問題，完美的滿足保戶所有可能的需要。只是此類商品不但對銷

售的保險公司的財務能力、精算能力與承保業務範圍有著相對嚴格的要求，在監

理時也勢必要做出更詳細的考量，現階段不太可能推出此類商品。 

（五）年金屋 

年金屋在日本對保險公司來說不是一個熱門的商品，協榮生命保險公司亦只

是以特約方式供保戶買賣，五個據點可住人數僅約 1000 人。日本保險公司無法

經營年金屋的原因或許有二：日本的老人住宅本就發達，政府亦有法令獎勵老人

貸款入住等，因此無須經由保險公司的特約繳交高額的入住費用，可以自己投保

養老保險或是定期存款籌措入住金；另外保險公司在承辦年金屋時難以估算的風

險太多，同時必須自己經營子公司管理老人之家，亦非自己的本業而難以滿足保

戶的真正需求。雖然年金屋型態之商品在日本的銷售經驗並不成功，但此可能是

執行上的問題，並不意味著此商品不適合高齡社會的需求，因此此寶貴的經驗非

常值得日後台灣在推行類似商品時的借鏡。 

台灣目前有的老人住宅如長庚養生文化村和苗栗西湖渡假村都是由大集團

開發並與醫療院所合作而成，若台灣希望開放保險公司承作年金屋業務，必須注

意保險公司的年金之家是自己承辦還是與這些大集團合作，如果是合作的話以後

的責任歸屬，如費用估算過低不足支付時該如何處理等都必須有明確的約定。由

於年金屋保單所涉及的責任根據保單承保範圍有可能非常龐大，如負擔一位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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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人的醫療、食宿等直至死亡，或許政府也應該有補救的規範，甚至限制可承做

該業務的保險公司須達到一定的財力標準，並應有定期且嚴密的監督。台灣居民

之購屋率相當高，若能有效改善國外年金屋實施上之相關問題，有效地將居住品

質、老人醫療看護設施與保險機制等功能結合，年金屋在台灣可能可以開拓出新

的市場。 

（六）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商品 

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商品是另一項很值得注意的商品，在未來許多老人必須靠

自己的力量負擔退休生活的支出，除了富有或貧窮兩極端的老人外，許多中產階

級的老人雖沒有足夠的現金支應退休生活開銷，卻擁有一棟屬於自己，具有相當

價值之住宅。雖然對退休老人而言，出售原本的住宅，換到一間較小或地段較差

之房子，把中間的價差換做退休基金，是一個把資產換成現金的可行辦法，但有

不少老人仍希望可以繼續居在在自己的房子與熟悉的社區環境中。因此，反向房

屋抵押貸款便提供這樣的一個融資管道，讓老人既可以繼續居在自己的房子，又

可以將資產換成現金花用，而且在英美澳等國家所發行之反向房屋抵押貸款，皆

提供在老人去世前，或自願搬離以前，都不用負擔還清貸款的壓力，也不用擔心

房子會被強制查封拍賣，此特殊性質十分適合已無工作所得之退休老人。但由於

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商品發展不到 20 年，許多問題仍阻礙市場供給與需求之發

展，如風險控管和消費者權益等問題，另外，政府的監理辦法也尚未完備，這些

問題都值得我們探討，以便於在引進此商品的同時，也可以解決風險控管以及監

理的問題，使此商品對保障老年經濟安全發揮良好的效果。 

（七）強化年金 

強化年金為英國保險市場針對不同族群所設計的年金保險，主要是讓健康狀

況不好的人享有較高的年金率，此種族群的人亦能參與年金化來因應長命風險，

透過年金保險來因應人口老化的市場，主要概念是運用壽險中的優體及弱體的概

念，在年金保險的費率計算時考慮差別費率，對於好的風險（good-risks）的年

金保戶給較優的年金率。由於年金保險是在保戶活的時候給予年金給付，對於保

險公司而言，所謂好的風險是指不健康的保戶，亦即未來較無法一直支領年金的

保戶。因此，保險公司在年金率上反應健康的差別。在國內，年金保險有很大的

逆選擇，很多保戶不願意透過年金保險來做退休規劃，因此，國內亦可以參酌此

設計來建全人口老化的市場。 

 

五、 對監理制度之建議 

A. 清償能力監理規範 

近年來許多風險管理的機制漸漸以原則導向為主，其中英國監理方式一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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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是以原則導向為主，而美國早期主要是以法則監理為主，近年亦漸朝原則的監

理方式邁進，台灣以及日本現行許多規定都是參考美國的作法。大多數國家在監

理的規範大都朝清償能力與市場公平性為主，在清償能力的監理上，現行的規範

都朝三層的規範包括法定準備金、額外準備金以及風險資本額三部份，其中額外

準備金的提存是藉由隨機方法來評估，除了日本以外，英國及美國的精算實務中

皆建議以隨機方法來評估風險，並且付予簽證精算師很大的責任。在現行國內的

精算實務上，非常明顯的和國際接軌，在監理面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但在實行上，

本研究認為可以考慮實施以下配套措施以建全現行台灣在清償能力的監理規範： 

(一)提昇精算人員在風險評估上的訓練 

目前的精算實務是以原則性的方式來撰寫，因此，正確的執行方式有賴於精

算人員的判定，然而，過去由於風險評估在精算實務非常少被重視，同時精算人

員在專業的養成上並没有財務風險評估以及隨機方法的訓練，近年來的精算考試

內容雖有調整，加入風險管理這部份，然而此與現行的資深精算師的背景仍有一

段落差，這樣的現象在國外的精算實務亦常見到，因此，大都藉由教育訓練來提

昇專業，因此，若能建構此一學習平台，更能發揮國內原則監理的成果。此外，

需注意保險公司過去銷售之保險商品潛在虧損部分是否會侵害到新契約的保戶

權益。並強化精算人員之自律、他律及法律之規範如何相互配合以達最大效益。 

(二)建立一致性的監理隨機模型以及監理標準 

現行風險評估的主要元素為隨機投資模型的應用，對於模型的選取與參數的

估計會影響到評估的結果，從監理的角度，應該規範一保守的校正表（Calibration 
Table），以逹到模型上的確認以及結果的參考性。 

 

B. 資訊揭露與業務行銷 

在市場公平性的規範上，資訊揭露及公平對待客戶為首要重點，在英國，由

於市場非常開放競爭，商品亦非常多元化，客戶若不了解商品，可能會造成誤解，

因此，在監理上特別強調揭露，本研究建議： 

(一)建立商品資訊的平台 

在現行國內的商品資訊揭的規範上，比較著重於附加費用率的部份，監理規

範上，應可以參考國外的作法較，提供較健全及有效的揭露。例如對於年金保險

而言，年金率是保戶年金化時一個非常重要的資訊，其關係保戶未來支領年金的

金額，英國的保險公司會提供客戶該商品的年金率的資訊，此作法可以供國內參

考。 

（二）加強業務員的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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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在人口老化的商品推動下，資訊的交流以及保險商品的推動有賴於專業

業務員的推動，因此，建議加強業務員對於商品的了解，並嚴格規範各商品之相

關告知義務與說明項目。 

 

C. 保險公司相關的風險管理 

對於年金保險所涉略的風險上，利率風險、長命風險以及投資保證風險皆是

影響重大的風險因素，在國外，常有公司因為錯估未來市場上利率的走勢或壽命

改善的程度而造成財務上的問題，因此，如何有效的評估年金的風險是非常要

的。未來由於壽命的改善情況，是另一波威脅保險公司經營年金保險的風險，同

時，金融商品的市場競爭，投資保證是另一對保險公司有嚴重影響的風險，因此，

本研究對於保險公司相關的風險管理有以下建議： 

(一) 必需進行未來壽命改善的研究 

 國內現行年金的生命表並無反應壽命改善的情況，國外的精算實務採用兩種

不同類型的生命表，分別為所謂的期間（Period）以及世代（cohort）型態的生

命表，可以反應不同世代的壽命改善情況。在英國，CMIB 利用降低因子

（Reduction Factor）來計算壽命改善的生命表，由於英國年金業務分為強制購買

年金以及自願購買年金，兩種業務的壽命改善經驗率不同，英國更進一步細分兩

種不同業務的生命表，國內由於過去年金的業務發展不多，因此尚無考慮此問

題，然而，未來在勞退新制的推動下，應提早思考此問題，對於業者在評估長命

風險没有一個有效的依據，長命風險並無法掌握，因此，有頗切的需要去研究台

灣壽命改善的狀況，另外，現行所謂的長命債券（Longevity Bond）類似巨災債

券的設計，可以因應保險公司長命風險的管理，國內亦投入可行性的研究。 

（二）精算人員對於年金商品的資產負債管理 

資產負債管理對於保險公司是非常重要的，以傳統年金保險為例，保險公司

賣出的年金保險，是必需在未來支付足夠的年金給付，這些年金給付是不能縮減

的，所以應該投資在長時間且固定利率的資產，才能夠確保保險公司有足夠的現

金流量去支應未來的支出。根據英國的精算實務，保險公司大都將長期的年金收

入投資在英國的政府股票(British Government Stock 即 gilts)，這些資產應該要能

適時的支付負債，在利息以及本金的支付上都應該了解未來的現金流量。國內現

行的投資環境中長期債券較少，投資選擇不如國外有彈性，同時，有所謂的逆浮

動（Inverted Yield Curve）的現象，對於國內現行所發行的商品在資產負債管理

上將有很大的限制。  

 (三)投資保證商品的風險評估機制 

附投資保證年金商品為現行國內業界漸漸開始開發的商品，同時，現行勞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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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下的年金保險制附最低收益率保證的機制，未來保險公司若提供此保證，應

有效的遵守準備金提存準則，以確保清償能力，根據國外的規範，在準備金以及

RBC 上大都有一致應用隨機模擬下的規範如 NAIC 於 C-3 Phase II 的建議，國內

現行在準備金上已有清楚的法令規範，但在 RBC 上的規範確並無相對應的評估

機制，未來在政策上在保證給付的保險商品上應考慮準備金以及 RBC 規範的一

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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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各國監理規範 

一、日本之監理規範 

 

(一) 保險費率監管 

    日本保險公司戰後一直處於保守經營狀態，各保險公司對同一險種實行統一

費率，使保險公司失去了產品創新的動力。1996 年修法後將部分特定險種的「保

險費及責任準備金計算方法書」的記載事項的變更由認可制改為呈報制，今後還

將逐步擴大呈報制險種的範圍。 

 

1. 保費計算 

    自 1998 年 7 月 1 日開始，保險公司無須再強制使用統一費率（強制車險和

地震保險除外），可以使用自己的費率。但是，保險商品仍須送交金融廳審核後

才能開始銷售。金融廳對保險商品條款和費率進行實質性審查，而對於商業保險

領域的商品則採取核備制。商業保險領域的商品的自由附加條款，則不需要送審。 

 

(二) 資本監管 

股份有限公司和相互公司的資本金額或基金總額必須在 10 億日幣以上。 

 

(三) 責任準備金監管 

    與美國的風險資本相似，日本引進了「標準責任準備金制度」。標準責任準

備金制度是指保險監管機構根據保險公司的經營情況通過自己的判斷而制定的

新的必要責任準備金水平，並以此作為衡量保險公司經營是否穩健的依據。 

根據日本保險業法第 116 條第 2 款，大藏大臣可就長期保險合同中大藏省令

規定的部分，對責任準備金的提存方法、預定死亡率和其他責任準備金的計算基

礎係數水準作必要的規定。另根據修正後的大藏省第 48 號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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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存方法採取平衡保費方法； 

2. 預定死亡率由根據保險業法 122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所指定的社團法人制定並

由大藏大臣核准，目前為日本保險精算學會 

(1) 2007 年 3 月 31 日止簽訂的保險契約使用生保標準生命表一九九六 

(2) 2007 年 4 月 1 日起簽訂的保險契約使用生保標準生命表二○○七與第三分野標

準生命表二○○七 

3. 預定年利率 

(1) 1999 年 3 月以前簽訂的保險契約 2.75% 

(2) 1999 年 4 月~2001 年 3 月以前簽訂的保險契約 2.0% 

(3) 1999 年 4 月以後的保險契約 1.5% 

保險精算師審核責任準備金的提存是否恰當。如果審核結果認定標準責任準

備金不夠充分時，須提存「追加責任準備金」。但是在特殊情況下，經大藏大臣

的批准，可按低於標準責任準備金的水準提存責任準備金。 

就人壽保險公司而言，1996 年保險業法修改以前的責任準備金必須根據合同

的保費計算基礎（預定利率、預定死亡率）進行計算。但在 1996 年保險業法修

改以後，把保費的計算方式與責任準備金的計算方式區別開來。 

 

(四) 保險保障基金的提取規定 

    設立被保險人保護基金制度，對接收破產公司的救助公司提供資金補助。 

 

(五) 最低償付能力指標 

（保険業法第百三十二条第二項に規定する区分等を定める命令） 

     1996 年引進了「最低償付能力標準制度」，償付能力比率是監管當局判斷

保險公司是否有應付無法預測的風險的償付能力的指標。償付能力比率大於

200%，符合償付能力監管規定；償付能力比率大於 100%，監管機構可以要求保

險公司擬訂並實施經營改善計劃；償付能力比率大於 0%，監管機構應採取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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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如禁止或限制股息與紅利支付，變更保費計算方法，限制投資與承保風險

類型商品，或出售參股權；償付能力比率小於 0%，監管機構有權對公司進行部

分或全部清理。 

附表 1、區分表 

非區分對象 200﹪以上 （無） 

第一區分 100﹪~200﹪ 為確保經營的健全性，命令該公司提出與實行被

認定為合理性的改善計劃。 

第二區分 0﹪~100﹪ 1. 提出與實施被認定具有合理性之保險金等支

付能力充實措施。 

2. 禁止分紅與頒發高級主管獎賞或抑制其額度。

3. 禁止保單分紅、對員工的剩餘金分配或抑制其

額度。 

4. 變更新契約保單的保險費計算方法。 

5. 抑制事業費等。 

第三區分 0﹪未滿 限定期限命令該公司停止部分業務或全部業務。

 

1. 邊際清償能力比率（solvency margin ratio） 

    所謂支付能力（solvency），是指人壽保險公司保留在公司的持有資本、準

備金等金額。「邊際清償能力比率」就是顯示相對於公司持有的風險（風險超過

一般預測的因應金額）其支付能力的金額水準有多少。 

    在這裡以「風險超過一般預測的因應金額」來表示風險，是因為就機率論而

言，在一般預測範圍內的危險是根據費率設定所採用的基礎率（預定死亡率、預

定利率、預定費用率），上下各加上安全係數予以因應的。也就是說，在這個範

圍內的風險能夠以責任準備金因應之；用超過這個範圍的支付能力多寡來測定其

健全性就是邊際清償能力比率的基本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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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般預測範圍內的危險→以計算基礎率加上安全係數來因應之。 

 超過一般預測範圍內的危險→以資本金、準備金等來因應之。 

    以「維持健全性所用之資本、基金、準備金等」為分子，「風險超過一般預

測的因應金額」為分母，計算出其比率。 

邊際清償能力比率（﹪）＝「邊際清償能力總額」/﹝（1/2）×風險總額﹞×100 

 

2. 邊際清償能力總額的計算方法 

 (1) 資產欄位的合計或是國外保險公司的持有資本及剩餘金：純粹的持有資

本。但實際上必須將無法成為資金財源的流出公司外的部分（相互公司充當做保

單分紅的金額、股份有限公司的紅利）、展延資產、其他有價證券的評估差額對

應金額等予以扣除。 

(2) 價格變動準備金：根據保險業法規定，有提存義務的價格變動準備金可以成

為財源之一。 

(3) 危險準備金：在此將危險準備金區分為因應保險風險的「危險準備金」與因

應預定利率風險的「危險準備金」分別提存之。  

(4) 一般貸款呆帳備抵：貸款呆帳備抵之中，評估個別債權回收的可能性，分為

可以提存的個別貸款呆帳備抵與考慮對整體債權的呆帳實際發生率而總括性計

算的一般貸款呆帳備抵。後者是邊際清償能力的財源之一。 

(5) 其他有價證券的評估差額：在目前的人壽保險公司會計標準中，有關持有有

價證券的評估方法分為「買賣目的的有價證券」、「滿期持有目的之債券」、「責

任準備金因應之債券」、「其他有價證券」4 種。其中「其他有價證券的評估差

額」才是邊際清償能力的財源之一。但考慮其流動性，不能計算全額只能取 90

﹪（負數時才能保守地計算全額）。 

(6) 土地未實現損益：公司持有的土地可以時價與帳面價格差異的未實現損益計

算入邊際清償能力的額度。但為了考慮流動性只採用實際金額的 85﹪（負數時

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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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解約償還金相當額超過部分：人壽保險公司責任準備金的水準，通常必須高

於該保險契約解約時約定給付的解約償還金額度。因此提存的責任準備金水準與

解約時給付的解約償還金所需差額，公司必須抓出事先保留的額度。 

(8) 紅利準備金未給付額度：人壽保險公司有必要提存預定下一期分紅的準備

金。但是在翌年度實際發生給付義務前因為解約而沒有必要給付時，公司可保留

其未給付額度作為邊際清償能力的財源之一。 

(9) 未來收益：考慮安全係數所產生的剩餘雖然可經由分紅清算，但持有保單的

繼續可能性剩餘則可以作為緊急情況壓抑分紅水準時，因應異常危險的支付財

源。基於這種想法，將 min（過去 5 年的平均業績、最近的業績）視為未來收益，

保守地將其半數算入邊際清償能力之中。 

(10) 稅效相當額：從資產負債表資產欄位的剩餘金中，將扣除保單分紅、股東

分紅等流出公司外部分得金額視為邊際清償能力。 

(11) 負債性資本調度手段等：從借方（借入的生命保險公司）來看，將性質接

近資本的低順位清償債務視為邊際清償能力，可定出一定額度的標準額。 

(12) 扣除項目：這是相對於(11)「意圖性持有」的扣除。所謂「意圖性持有」，

例如 A 保險公司借給 B 保險公司低順位清償貸款，以此為原資 B 保險公司承接

了 A 保險公司的基金。但實質上兩家公司完全沒有資本上的增強，所以不具備

邊際清償能力的意義，必須扣除該金額。 

以上各項目的合計額，就是公司擁有的邊際清償能力總額。 

 

3. 風險總額的計算方法 

(1) 保險風險（γ1）：因發生重大災害等，造成保險金給付遽增的風險相當額，

這裡所考慮的風險是超過安全係數範圍的異常危險，像是大地震等災害、嚴重傳

染病的發生等。根據承受的風險種類區分見附表 2，計算其（風險對象金額）×

（風險係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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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風險種類區分 

風險總類 風險對象金額 風險係數 

普通死亡風險（a） 危險保險金額 0.6/1000 

災害死亡風險（b） 災害死亡保險金額 0.06/1000 

生存保障風險（c） 個人年金保險期末責任準備金額 10/1000 

災害住院風險（d） 災害住院日額×預定平均給付日數 3/1000 

疾病住院風險（e） 疾病住院日額×預定平均給付日數 7.5/1000 

其他風險（f） 危險責任準備金提存限額 1 

保險風險總額並非只是這些的單純合計，考慮其相關性，可求出下列公式， 

 

 

(2) 預定利率風險（γ2）：因為投資環境惡化，造成資金運用收益低於預定利率

的風險相當額。 

附表 3、風險係數 

預定利率區分 風險係數 

超過 0.0﹪、低於 2.0﹪之部分 0.01 

超過 2.0﹪、低於 3.0﹪之部分 0.2 

超過 3.0﹪、低於 4.0﹪之部分 0.4 

超過 4.0﹪、低於 5.0﹪之部分 0.6 

超過 5.0﹪、低於 6.0﹪之部分 0.8 

超過 6.0﹪之部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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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金運用風險（γ3）：因為股價暴跌、外匯行情變動，造成資產價值大幅下

滑之風險，以及因為貸款對象企業的破產造成呆帳遽增隻風險的相當額。資金運

用風險根據其投資對象分類成下列 6 項，個別定出其風險係數，將標準時間點的

餘額乘以風險係數求得風險額。 

-1. 價格變動風險：係指持有之有價證券與其他資產發生超過一般預期的價格變

動等風險。為求分散投資效果，將乘上風險係數的乘積縮減 30﹪的餘額作為險

相當額。  

-2. 信用風險：係指持有之有價證券與其他資產因對方不履行債務或其他理由所

生之風險。根據評等分類的欄位，訂立相對的風險係數。 

-3. 子公司等風險：係指對子公司的投資或其他理由發生的風險。 

此風險可區分為子公司等是否為國內外經營金融業務之公司，然後乘上持有股份

或貸款餘額的風險係數求得之。 

-4. 衍生性金融交易風險：係指有價證券期貨交易或有價證券遠期交易等所發生

之風險。根據期貨交易、選擇權交易、換兌交易之餘額乘上風險係數求得之。 

-5&6. 再保險風險及再保險回收風險：係指出保契約或無法回收對方再保險公司

債權之危險。將因為出保不列入自己公司的責任準備金等金額或資產負債表上所

列「再保險貸款」的債權金額乘上風險係數求得之。 

(4) 經營管理風險（γ4）：因為業務經營上發生超過一般預期的風險相當額，像

是因不幸事故所引發的風險、系統狀況所產生的風險、員工違反法令的風險等。

以前述 3 種的風險額合計乘上風險係數求得之。 

(4) 最低保證風險（γ7）：2005 年 4 月 1 日以後適用 

附表 4、風險係數 

區分 風險係數

最低死亡保證 0.02 

最低年金原資保證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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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年金額保證 0.02 

最低解約金保證 1 

 

上述乃標準方案，某些符合條件的表顯辜僧可以使用替代方案計算風險 

人壽保險公司的風險總額＝  

附表 5、目前各家壽險公司的邊際清償能力 

      2005 年度   2004 年度 

1 三井住友海上メットライフ生命    11902.5%    6394.0% 

2 富士生命 3145.2% 3190.2% 

3 日本興亜生命 2801.1% 2426.5% 

4 共栄火災しんらい生命 2362.0% 2426.5% 

5 東京海上日動あんしん生命 2058.1% 2299.0% 

6 ピーシーエー生命 2034.2% 2301.1% 

7 Ｔ＆Ｄフィナンシャル生命 1911.8% 721.7% 

8 チューリッヒ生命 1858.3% 2365.1% 

9 あいおい生命 1733.9% 1874.0% 

10 損保ジャパンひまわり生命 1618.1% 1659.9% 

11 ソニー生命 1547.0% 1317.1% 

12 アイエヌジー生命 1520.7% 1385.8% 

13 三井住友海上きらめき生命 1493.9% 1807.9% 

14 ＡＩＧスター生命 1464.4% 1307.1% 

15 ハートフォード生命 1430.5% 1774.7% 

16 マニュライフ生命 1429.3% 9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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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日本生命 1257.9% 975.2% 

18 大同生命 1254.4% 1037.2% 

19 明治安田生命 1179.9% 890.5% 

20 富国生命 1139.6% 925.0% 

21 アクサ生命 1121.0% 1207.2% 

22 ジブラルタ生命 1110.6% 1162.4% 

23 アフラック 1100.7% 1144.9% 

24 第一生命 1095.5% 891.6% 

25 太陽生命 1045.2% 865.7% 

26 ＡＩＧエジソン生命 1025.3% 1026.1% 

27 プルデンシャル生命 1006.2% 910.7% 

28 アリコジャパン 1005.9% 938.1% 

29 オリックス生命 975.4% 902.0% 

30 住友生命 949.6% 763.1% 

31 損保ジャパンＤＩＹ生命 909.1% 1053.6% 

32 ウインタートウル・スイス生命 808.6% 1426.0% 

33 三井生命 744.3% 663.9% 

34 大和生命 740.7% 523.5% 

35 朝日生命 670.2% 570.3% 

36 東京海上日動フィナンシャル生命 577.2%    1945.3% 

37 カーディフ生命 576.4% 644.2% 

38 マスミューチュアル生命 457.1% 577.2% 

資料來源：http://www.insweb.co.jp/0lifeins/04comparison/01solvency.jsp#wha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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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邊際清償能力原本是日本主管機關為了避免保險公司發生破產狀況而實施

的制度。但自從實施邊際清償能力比率以來，卻仍出現破產的公司有 5 家以上，

而該些公司破產之前公佈的邊際清償能力比率幾乎都在「健全」的 200﹪以上。

此一事實帶給人們對邊際清償能力比率的數字感到不安。因此目前在日本，跟邊

際清償能力比率同時並行的指標還有下列幾項。 

（1）實質純資產：所謂實質純資產額，是指從時價評估的資產中扣除契約相關

的各種負債。換句話說，是時價基礎的純資產額。當低於零時，監理主管機關可

做出預警措施，命命保險公司改善。 

（2）標準責任準備金：訂定負債的責任準備金標準性計算基礎率，來測定對風

險的擔保是否充足。 

（3）將來收支分析（事業持續性的檢驗）：在實務基準標準化的前提下，檢驗

未來的 10 年間責任準備金是否能正常提存。 

（4）基礎利益： 

    所謂「基礎利益」，是表示一年之間保險本業的收益力指標之一，類似於一

般公司行號的營業收益、銀行的業務毛利。加上有價證券賣出收益等的「資本損

益」與「臨時損益」，就成了「經常收益」。這裡所謂的保險本業，指的是將收

取來的保險費和資金運用收益用來給付保險金、年金、給付金等，並提存因應將

來給付所需的責任準備金，資金運用等業務。因為基礎利益是填補逆差損之後的

數值，只要能充分確保該數值，就算是發生逆差損，也能確保高過逆差損的收益。

由於損益平衡表上沒有此一項目，因此人壽保險公司另立項目公開之。 

 

(六)保險資金運用 (資産運用に関する指標等) 

    1980 年，日本允許保險公司投資於外國有價證券，同時規定投資海外有價

證券的數額不得超過保險公司總資產的 10%，1986 年進一步將上述限制放寬到

30%，此外，還允許保險公司持有一定比率的國外金融期貨。至於其他領域的投

資，日本保險監管當局也規定了相應的最高投資限額，其中，上市股市股票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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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比率為 30%，非上市公司股票為 30%，房地產為 20%，抵押貸款為 50%，

非抵押或擔保貸款為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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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國風險基礎資本的規範 

美國政府在 1992 年通過「風險基礎資本」規範，透過資本充足性監管來間

接控制保險公司的最低償付能力。所謂的「風險基礎資本」即根據公司規模及風

險狀況來評估資本和盈餘的充足性。其基本理念是：保險公司的違約風險主要取

決於現金流量的變異程度。現金流量與公司的資產和負債緊密相關，因此透過此

機制之設計將保險公司各類資產、負債及其它風險的風險費用加總，得到一個總

數，即為公司所需的資本數額，主管機關再根據規定的資本和盈餘計算公式來評

估保險公司報告的法定資本和盈餘，對於資本和盈餘水準不足的公司進行監督與

管理。為保險公司應付不利的承保和投資結果提供一道安全防線，以維持保險公

司的償付能力。 

在風險基礎資本中，將壽險公司可能面臨的風險區分為四類： 

(1) C-1 risk：長期投資。即不良資產的風險，含保險公司投資所面臨的風險，

如不動產抵押貸款、債券及股票等可能發生倒帳的風險。 

(2) C-2 risk：保險風險。由於統計上的波動，使得資產與負債不能配合而造成

損失的風險。 

(3) C-3 risk：利率風險。由於利率的波動，使得資產與負債不能配合而造成損

失的風險。 

(4) C-4 risk：業務風險。除了以上三種風險以外的其他營業上因素所造成的風

險，如管理失當或詐欺等。 

其中所謂的利率風險（C3）是按保險責任準備金來計算，其風險因數取決於風

險水準（低、中、高）及公司的精算意見是否合格。低度風險水準包括個人壽險

準備金、不能退保或因市場價值調整而使退保風險不大的個人年金準備金；允許

按面值退保但退保費用較高（5%或 5%以上）的個人年金準備金屬於中度風險；

可以自由按面值退保且退保費用低於帳戶價值 5%的遞延年金屬於高度風險。對

於大型公司，利率風險所需的資本約占風險資本標準的 10%，對於小型公司，所

占比率相對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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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求算出個別風險之係數後，再考慮資本及盈餘，自願提存準備金和紅利負

債後得出調整後資本總和。其公式如下： 

風險資本額= )2)31(4(5.0 22 CCCC +++×  

調整後自有資本=∑ ×係數)額(衡量項目帳面上之金  

風險基礎資本比= 100%×
風險資本

調整後自有資本  

計算出的風險基礎資本比即成為主管機關監理的依據，目前美國所採用的監理規

範標準劃分為五個級距： 

(1) RBC Level>200％：未來趨勢測試。顯示保險公司通過該項清償能力測試。 

(2) 150％<RBC Level <200%：提出改善。公司要提出完整的財務計畫，並說明

改善之計畫。 

(3) 100%< RBC Level <150%：監理機制。該階段屬於監理行動水準，監理官得

發出命令糾正保險公司合約，並要求保險公司提供財務改善計畫。 

(4) 70%< RBC Level<100%：可能由監理機關接收。監理官可對保險公司採取清

算、重整必要的行動。 

(5) RBC Level <70%：強制接收。由監理官採取接管保險公司的行動。 

 

RBC 實施後，許多保險公司為了改善較低的 RBC 開始進行一些財務結構上

的調整，正面的影響如下： 

(1) 強化保險公司財務品質：RBC 實施後加強了對保險公司財務健全的要求，

增加消費者對不同保險公司安全性的認識，有助於保險公司定價策略的運

用。 

(2) 彈性監理：「風險基礎資本額制度」的自有資本要求是配合公司實際經營的

風險而定，具有相當大的彈性，實屬為較客觀的監理標準。 

然而，「風險基礎資本」也並非一完美之監理機制，針對 RBC 所面臨的限制及缺

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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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風險基礎資本之計算基礎為過去一年的財務資訊，並非保險公司的及時資

訊，且各項係數之釐定也並非面面俱到。 

(2) 風險基礎資本的風險計算方式是視各項投資工具間互相獨立，但實務操作

上利率變動，利率的變動往往會造成兩種以上投資標的的變動，例如債券

與股票，而風險基礎資本的計算並未考量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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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所得稅法修正草案 

立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 41 年 9 月起編號)中華民國 94 年 10 月 16 日印發 
院總第 225 號 政府提案第 10347 號 
案由：行政院函請審議「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三十三條、第一百二十六條條文

修正草案」案。 
行政院函 
受文者：行政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4 年 10 月 20 日 
發文字號：院臺財字第 0940043806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文 
主旨：函送「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33 條、第 126 條修正草案，請 查照審議 
說明： 
一、財政部函以，「勞工退休金條例」第 14 條第 3 項規定，選擇「個人帳戶制」

之勞工，其在每月工資 6%範圍內自願提繳之退休金，得自當年度個人綜合

所得總額中扣除。為配合上述規定，使選擇「年金保險制」之勞工自提之年

金保險費，亦享免稅待遇，並使「個人帳戶」與「年金保險制」之薪資及退

休金課稅規定一致；另為簡化稽徵作業，將勞工領取之退休金，不區分勞工

自提或雇主提撥，均適用「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9 類退職所得定額

免稅之規定；營利事業提繳退休金或年金保險費，亦得以費用列支。爰擬具

「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33 條、第 126 條修正草案，請核轉 貴院審議。 
二、經提本(94)年 10 月 19 日本院第 2962 次會議決議：「通過，送請立法院審議。」 
三、檢送「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33 條、第 126 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含總

說明)1 份。 
正本：立法院 
副本：財政部(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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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利率變動型保險及萬能保險商品宣告利率相關

規定 

 

發佈日期: 2006/11/17  

 

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5 年 11 月 17 日 

發文字號：金管保一字第 09502503491 號 

人身保險業辦理利率變動型保險及萬能保險業務，宣告利率及風險控管應依下列

規定辦理： 

一、關於利率變動型年金保險業務： 

(一)新送審商品及已核准、核備或備查且仍繼續銷售之商品，如於 96 年 4 月 1

日前依據中華民國精算學會（以下簡稱精算學會）之「利率變動型年金保險精算

實務處理準則」關於資產區隔、投資準則及現金流量測試等風險控管機制辦理，

且該商品依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之規定辦理修正者，其新契約之宣告利

率得依相關資產之報酬率自行設定，即得免受 94 年 5 月 24 日金管保一字第

09402500991號令有關宣告利率不得高於十年期政府公債次級市場殖利率上限之

限制。 

(二)自 96 年 4 月 1 日起銷售之新契約均應依據精算學會之「利率變動型年金保

險精算實務處理準則」關於資產區隔、投資準則及現金流量測試等風險控管機制

辦理，並依其相關資產報酬率自行訂定宣告利率。 

(三)94 年 5月 24日金管保一字第 09402500991 號令有關宣告利率不得高於十年

期政府公債次級市場殖利率之規定，自 96 年 4 月 1 日停止適用於新契約。 

(四)有效契約未依精算學會之「利率變動型年金保險精算實務處理準則」規定之

風險控管機制辦理者，自 97 年 1 月 1 日起均應一併適用該準則。 

二、關於利率變動型壽險業務： 

有效契約未依精算學會之「利率變動型壽險精算實務處理準則」規定之風險控管

機制辦理者，自 97 年 1 月 1 日起均應一併適用該準則。 

三、關於萬能保險業務： 

(一)自 96 年 4 月 1 日起銷售之新契約均應依據精算學會之「萬能保險精算實務

處理準則」規定之資產區隔、投資準則及現金流量測試等風險控管機制辦理，並

依其相關資產報酬率自行訂定宣告利率。 

(二)有效契約未依精算學會之「萬能保險精算實務處理準則」規定之風險控管機

制辦理者，自 97 年 1 月 1 日起均應一併適用該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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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期中報告會議紀錄 

「因應高齡化社會保險商品發展及其監理與相關賦稅配套之研究」委託研究計畫 

一、時間：95 年 10 月 25 日（三）下午 2 時 30 分至 4 時 30 分 

二、地點：本局 1710 會議室 

三、出席人員： 

吳委員君誠(人身保險商品審查委員會)、張委員志宏(投資型新種保險商

品審查委員會)、繆教授震宇(淡江大學保險學系)、林精算師中君(精算管

理公司)、邵教授靄如(銘傳大學風險管理與保險學系)(請假) 

四、列席人員： 

壽險公會  洪秘書長燦楠 

保發中心  梁副總正德、袁副處長曉芝 

保 險 局  許副局長欽洲、曾副局長玉瓊、吳組長崇權、張組長玉煇、林

科長耀東、陳科長映秀、陳稽核俐君、李科員敏華、溫研究員秀美 

五、主席：黃局長天牧 

記錄：侯丁月 

六、研究團隊： 

政治大學風險管理與保險學系(王教授儷玲、黃教授泓智、吳精算師家懷

(碩群精算管理顧問有限公司)、楊教授曉文(東吳大學商用數學系)等代表

出席) 

七、與會人員意見 

(一)吳委員君誠： 

1.第 2~5 章的前 4 節結構一致，使得第 4 章第 5 節的存在有些突兀，閱讀其

內容似與原結構中第 6、7 或 8 章較為相關，建議考慮整併入最後 3 章的

內容之中。 

2.建議於原第 5 章與第 6 章之間增列一章來對美英日台的高齡化現象、退休

及長期看護制度、年金保險商品與市場概況暨長期看護保險商品與市場概

況作橫向的比較，以作為原結構中第 6、7 或 8 章分析與建議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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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議第 3 章第 4 節英國長期看護保險商品之介紹能說明地更詳細些。 

3.圖表編製部分，建議統一加註中文題標或內容，以玆明確，另彩色圖形與

部分符號以黑白書面列印出時會有些色差與落差，宜請注意。 

(二)林精算師中君 

1.建議增列台灣現況及未來發展需要之監理及賦稅規範等方面內容。 

2.建議可由台灣現況與國外商品發展差距如何有效發展及監理，並結合理

論、國外經驗及真實台灣生活等方面增列相關議題。 

3.賦稅規定因涉財政其他主管機關之權責，應提出具體建議讓其清楚了解如

何配合訂定。 

(三)張委員志宏 

1.建議除年金商品、長期看護險及 Reverse Mortgage Plans 外，可蒐集國外

是否有其他適合老年人之商品，例如：老年次標壽險…等。 

2.建議未來在撰寫第 5 章，能否特別深入探討國內老年市場保險商品情況，

例年金保險之銷售狀況與購買年齡分布，藉此分析國內消費者對年金保險

商品之看法，另國內長期看護險之銷售一直不振，請探討其原因，可否借

鏡國外類似保單做法以提振國內需求。 

3.就最近年金保險身故保險金是否納入遺產稅的案例來看，國稅局對年金保

險之未支領年金餘額視為遺產一部分，然就契約條款或保險法第 112 條規

定，身故受益人所領之保險金並不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請就國內年金身

故保險金之稅負爭議提出看法，以及國外是否有類似案例。 

4.研究內容之修正部分，詳會議紀錄附件一。 

(四)繆教授震宇 

1.因各國老化程度不一，建議於蒐集整理各國間資料及比較後選取適用於台

灣之內容。 

2.建議於研究範圍先界定本研究報告主要以商品面為主，以養老類商品及長

期看護商品為研究主軸。 

3.英國部分之商品內容建議可增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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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發中心 

1.建議可多蒐集 Reverse Mortgage Plans 之相關資料。 

2.建議可於報告中增加去年美國總統布希之社會安全制度改革之內容。 

3.研究內容之修正部分，詳會議紀錄附件一。 

(六)壽險公會 

1.建議可增加退休老年社區商品之介紹(如日本年金屋等)。 

2.建議可增加政府可接受之遞延課稅內容。 

(七)本局長官及同仁 

1.建議增列國內外高齡化商品之歷史沿革。 

2.可擴大英國產險公司可銷售長期看護保險商品之議題的各國適用問題。 

3.於商品監理面探討時，需兼顧消費者保護面之考量。 

4.建議可評估何種監理措施或業者可行作法，可創造老年化商品發展之環

境。 

5.建議探討美英日如何提供賦稅環境使其商業性保險商品能有發展空間，以

作為台灣推動商業性保險商品之參考依據，可由對政府稅收及支出之增減

來評估。 

6.可補充國內現行每年 120 萬年金給付之合適性及國外相關規定。 

7.研究報告內容及圖表編製方面，研究報告內容部分，建議國外特殊商品(如

研究報告第 20 頁「403(b)退休金計劃」及「457 退休金計劃」、第 21 頁

「SEP」、…等)可增加商品介紹。 

8.建議可提供適合年金保險商品發展之具體賦稅方案。 

9.研究內容之修正部分，詳會議紀錄附件一。 

 (八)研究團隊 

1.監理及賦稅配套部分，會於後續章節作完整分析比較。 

2.由於本研究計畫之時程較短，而賦稅方面之主題涉及層面廣泛，故較無法

做全面性分析。建議相關主題之研究可於另一研究計畫做更詳盡之分析。 

3.關於英國資料蒐集部分，研究團隊表示英國資料很多需付費取得，礙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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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預算下無法蒐集完整資料。 

4.由於本研究計畫時間較緊湊，故導致些許版面及文字內容未及時修正，將

逐一檢視修正。 

八、決議： 

上述審查意見主要區分為「研究報告內容修正」及「建議事項」兩部分，「研

究報告內容修正」之詳細內容詳會議紀錄附件一，「建議事項」部分資料彙整如

下列所示，請依審查意見修正本研究計畫內容。 

(一)台灣高齡化社會保險商品之現況 

1.建議除年金商品、長期看護險及 Reverse Mortgage Plans 外，可蒐集國外

是否有其他適合老年人之商品，例如：老年次標壽險…等。 

2.建議可增加退休老年社區商品之介紹(如日本年金屋等)及國內外高齡化

商品之歷史沿革。 

3.建議可於報告中增加去年美國總統布希之社會安全制度改革之內容。 

4.可擴大英國產險公司可銷售長期看護保險商品之議題的各國適用問題。 

5.建議未來在撰寫第 5 章，能否特別深入探討國內老年市場保險商品情況，

例年金保險之銷售狀況與購買年齡分布，藉此分析國內消費者對年金保險

商品之看法，另外國內長期看護險之銷售一直不振，請探討其原因，可否

借鏡國外類似保單做法以提振國內需求。 

(二)商品監理部分 

1.於商品監理面探討時，需兼顧消費者保護面之考量。 

2.建議可評估何種監理措施或業者可行作法，可創造老年化商品發展之環

境。 

3.可探討台灣商品現況及國外商品發展差距，提出有效商品監理建議。 

(三)賦稅配套部分 

1.建議探討美英日如何提供賦稅環境使其商業性保險商品能有發展空間，以

作為台灣推動商業性保險商品之參考依據，可由對政府稅收及支出之增

減來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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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賦稅配套之訂定應有具體及清楚易懂之建議及影響評估，以利本局提供財

政部建議修改方向。 

3.可補充國內現行每年 120 萬年金給付及國內年金保險之「未支領年金餘

額」視為遺產一部分之合適性及國外相關規定。 

4.建議可提供適合年金保險商品發展之具體賦稅方案及增列其他賦稅建議

方案(如遞延課稅等)。 

(四)建議於研究範圍先界定本研究報告主要以商品面為主，以養老類商品及長期

看護商品為研究主軸。 

(五)建議於原第 5 章與第 6 章之間增列一章來對美英日台的高齡化現象、退休及

長期看護制度、年金保險商品與市場概況暨長期看護保險商品與市場概況作

橫向的比較，以作為原結構中第 6、7 或 8 章分析與建議的依據。 

(六)建議第 3 章第 4 節英國長期看護保險商品之介紹能說明地更詳細些。 

關於英國資料蒐集部分，研究團隊表示英國資料很多需付費取得，礙於有

限預算下無法蒐集完整資料。主席表示，若因經費所致，研究團隊可將需

額外支出之相關費用及明細整理後，供本局參考。 

(七)研究報告內容及圖表編製方面，研究報告內容部分，建議國外特殊商品(如研

究報告第 20 頁「403(b)退休金計劃」及「457 退休金計劃」、第 21 頁「SEP」、…

等)可增加商品介紹；圖表編製部分，建議統一加註中文題標或內容，以玆明

確，另彩色圖形與部分符號以黑白書面列印出時會有些色差與落差，宜請注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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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高齡化社會保險商品發展及其監理與相關賦稅配套之研究」

委託研究計畫期中報告審查意見表(研究報告內容修正部分) 
 
 

 

 

 

 

 

 

 

 

意 

見 

 

 

 

 

 

 

 

 

 

 

 

 

 

一、第二章部分 

1.第 6 頁，表 2-1 與表 2-2 請註明金額單位，又雇主與受雇者之間稅

率(費率)負擔比例各多少？另「資『歷』來源」應為「資料來源」。

2.第 8 頁第 1 段第 8 行，「…，若 65 歲退休其退休金減少約 13.33%，

66 歲退休其退休金減少約 6.67%」，是指相對於幾歲而言？另第 2

段中間，1933-1934 年…退休金多「5%」，但對應之表 2-4 中為

「5.5%」？ 

3.第 9 頁第 1 段第 3 行，「35 調整後平均收入」意旨為何？ 

4.第 10 頁，表 2-6、未達正 65 歲…，請刪除「正」字。 

5.第 11 頁第 2 段第 6 行，24.8 請修正為「24.8%」。 

6.圖表編號與本文內容不一致。(第 13,14,15,21,27,28 頁) 

7.第 14 頁第 3 行，1996 年…「遠」高於…，但對應之圖 2-7 其 1996

年兩者極為接近？ 

8.第 17 頁第 1 段提及團體年金及定額年金銷售逐年下降，可否加入

下降原因？另第 2 段第 3 行，「規」請修正為「歸」。 

9.第 19 頁第 1 段，「…個人年金保費自 1994 年至 2004 年…，如圖 2-14

所示。」如何得知？ 

10.第 20 頁第 3 行，39%提升至 21%？ 

11.第 21 頁第 1 段第 9 行，「從 2300 萬美元到 2730 萬美元」如何看

出？ 

12.第 22 頁，稅負遞延定額年金(CD Annuity)不允許預先解約，但表

2-9 之免費提領次數卻可「在 12 個月利息到期前無限制」，如此保

戶就可利用多次免費部分提領來代替解約，兩者似有矛盾之處。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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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之「ProSaver Platinum」商品之特點「超過$100,000 的部份

每年加 0.25%」意旨為何？ 

13.第 23 頁，「反相」房地產抵押年金保險，應修正為「反向」。在躉

繳遞延年金(SPDA)中談到保證的期間愈長，其保證的利率也愈

低，其「保證期間」是否係指累積期間的最低保證利率計息期間？

而市場長期利率一般會高於短期利率，為何保證期間愈長，其保證

利率愈低？美國彈性保費遞延年金(FPDA)之最低保證利率一般介

於 3%~4.5%？請調查 SPDA 的最低保證利率水準以供比較。另第 1

段第 9 行，「使得 RAM 之購買者產生損失 6。」請修正為「使得

RAM 之購買者產生損失 6。」 

14.第 24 頁，請再說明表 2-10「保證金額」係指累積期間屆滿之保證

金額或有其他意涵？另 Allianz 所銷售指數年金之保證金額公式不

夠清楚，請補充。 
15.第 27 頁第 2 段第 3 行，「fraternal insurers」請加註中文名稱。 
16.第 28 頁第 1 段第 6~7 行，請刪除「表 2-12 舉例說明幾種證券指

數年金，…十大保險公司」等文字。 

17.第 28~29 頁表 2-12，承保範圍之「Alternate care」請加註中文名稱，

限額給付合約之「躉繳 / 10 給付 / 至 65 歲」意旨為何？「不適

格合約」意旨為何？「不沒收條款」意旨為何？ 

18.名詞部分請作一致性定義，例如第 2 章用雇主與受雇者，第 3 章

則用企業主與雇員。 

 

二、第三章部分 

1.請檢視並補充專有名詞之中文名稱，以玆明確。(如第 30 頁「DB」

及「DC」，第 42 頁「Continence, Dressing, Mobility, Using the toilet」…

等」) 

2.圖表編號與本文內容不一致。(第 34 頁) 

3.第 39 頁第 2 段第 2~3 行，「預估在 2012 年，參與確定提撥制與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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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給付制的人數將會趨近相等」如何看出？另第 3 段第 2~3 行，「分

為 Regular Premiums 及 Single Premiums 兩種趨勢圖」如何看出？

4.第 40 頁註解 20，「圖 6 及圖 7」內容為何？ 

5.第 41 頁，英國長期照護險分三類，與之後之詳細分類無法對應？

第三類為何屬於長期照護險？ 

6.第 42 頁，Pre-funded Plans 部分，「…，每五年保險人具有調整保費

的權限，即便是繳清後亦相同」，但繳清後已無保費繳交問題，為

何還適用調整保費？另 Care cash Plans 不給付護理之家費用，亦不

直接給付給被保險人，則該項給付之對象為誰？ 

7.第 45~46 頁，表 3-3~3-7 之給付條件含無力完成日常生活活動能力，

請問英國長期看護保險商品之「日常生活活動能力」，與國內壽險

公司所設計長期看護險所定義失去活動能力有六大項目是否相

同？建議於本文後面章節比較各國長期看護保險之給付條件。 

8.名詞部分請作一致性定義，例如第 2 章用雇主與受雇者，第 3 章則

用企業主與雇員。 

 

三、第四章部分 

1.第 50 頁，「厚生 22 年金」請修正為「厚生 22年金」。 

2.第 52 頁第 2 段第 3 行，「腳色」修正為「角色」。 

3.第 53 頁第 2 段第 9 行，「全共連」請修正為「全共聯」，另註解 25，

「依據初生年月日改變」請修正為「依據出生年月日改變」。 

4.第 53 頁圖 4-3 之部分內容空白(框處)，意旨為何？ 

5.請補充專有名詞之定義或內容，以玆明確。(如第 54 頁「法人稅法」)

6.圖表編號與本文內容不一致。(第 58,77 頁) 

7.第 58 頁第 2 段第 2 行，「年金資產從企業中分」是否應修正為「年

金資產從企業中分開」？另第 3 段第 3 行，保本型保險商品有 13

個，為何不包含產險之 7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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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第 62 頁圖 4-14，65 歲以上者之看護部份「看戶保險費個別繳納」

請修正為「看護保險費個別繳納」。另最後一段，「…，一旦提示國

保的保險證…」意旨為何？ 

9.第 67 頁，附件二及附件三之內容為何？ 

10.第 68 頁第 1 段第 5~6 行，「…(該年 4 月 1 日至次年 3 月 31 日)」

是指西元？年，請明確描述。另第 2 段之意義為何？看不出欲描述

之主旨為何？ 

11.第 69 頁第 1 段第 3 行，「…，亦即不收取利息的 20%(提前解約要

收取)，…」意旨為何？另圖 4-22 之團體年金保險是用責任準備金

計算之意義為何？請明確描述。 

12.第 70~71 頁，「繼續性」請改為「續年度」，以維持一致性。 

13.第 72 頁圖 4-28，請補充「JA 的年金共濟」之意義，另「產險公

司的個人年金」是指產險公司銷售的個人年金或產險公司設立之壽

險公司所銷售之個人年金？請確認。 

14.第 72 頁表 4-8，「保險公司」及「保險商品」建議以中文描述為宜。

另表中第 3 家保險公司之投保年齡為何？ 

15.第 72 頁表 4-8，「保險期間」是否應為「繳費期間」或「累積期間」

才合理？請確認。另「解約費用」部分，請改以列出各年度解約率

方式，以玆明確。 

16.第 74~76 頁表 4-9，「看護程度」請附註補充日本長期看護保險商

品之看護程度分級表，表中內容宜以中文名稱為宜。另「第一生命

保險相互會社」之「悠悠人生先手一生」之給付內容的「(2)死亡

給付(右)」意旨為何？ 

17.第 78 頁表 4-10，「新退院給付特約」及「家族新退院給付特約」

意旨為何？請補充說明。 

18.第 78 頁第 3 段，「變額年金方面有台灣沒有保證型態的商品」，台

灣變額年金有設計為宣告利率浮動保證之類型，故建議補充規範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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句話之內容。 

19.本章之「利變型」商品似無介紹，建議補充規範。另第 2~3 章無

第 5 節內容，建議本章第 5 節可並於其他章一併比較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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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 期中報告審查意見及會議記錄建議修改項目 

建議修改項目 整理回應說明 
一、第二章部分 

1.第 6 頁，表 2-1 與表 2-2 請註明金額單位，又

雇主與受雇者之間稅率(費率)負擔比例各多少？

另「資『歷』來源」應為「資料來源」。 

已修正，雇主與受雇者負擔相同稅

率(費率) ，詳見期末報告第 17 頁

表 2-1。 

2.第 8 頁第 1 段第 8 行，「…，若 65 歲退休其退

休金減少約 13.33%，66 歲退休其退休金減少約

6.67%」，是指相對於幾歲而言？ 

另第 2 段中間，1933-1934 年…退休金多「5%」，

但對應之表 2-4 中為「5.5%」？ 

是相較到正常退休年齡(足齡退休)
開始請領而言，詳見期末報告第

18-19 頁之說明。 

已改成 5.5%，詳見期末報告第 19
頁之說明。 

3.第 9 頁第 1 段第 3 行，「35 調整後平均收入」

意旨為何？ 
已修正為最高的 35 年調整後平均

收入，詳見期末報告第 20 頁。 
4.第 10 頁，表 2-6、未達正 65 歲…，請刪除「正」

字。 
已刪除，詳見期末報告第 21 頁。 

5.第 11 頁第 2 段第 6 行，24.8 請修正為「24.8%」。 已修正，詳見期末報告第 22 頁。 
6. 第 13,14,15,21,27,28 頁圖表編號與本文內容

不一致。 
已修正。 

7.第 14 頁第 3 行，1996 年…「遠」高於…，但

對應之圖 2-7 其 1996 年兩者極為接近？ 
已修正，圖 2-8（原圖 2-7）之說明

改為在 1997 年之後，確定提撥制的

總資產已開始超越確定給付制，詳

見期末報告第 24 頁。 
8.第 17 頁第 1 段提及團體年金及定額年金銷售

逐年下降，可否加入下降原因？另第 2 段第 3
行，「規」請修正為「歸」。 

已加入下降原因，詳見期末報告第

31 頁。 

已修正，詳見期末報告第 31 頁。 
9.第 19 頁第 1 段，「…個人年金保費自 1994 年

至 2004 年…，如圖 2-14 所示。」如何得知？ 
依據圖 2-15 中 1994/2004 一欄之比

較可看出，詳見期末報告第 33 頁。

10.第 20 頁第 3 行，39%提升至 21%？ 已修正為 39%提升至 51%，詳見期

末報告第 34 頁。 
11.第 21頁第 1段第 9行，「從 2300萬美元到 2730
萬美元」如何看出？ 

依據壽險年報資料已補充說明，詳

見期末報告第 35 頁。 



 269

12.第 22 頁，稅負遞延定額年金(CD Annuity)不
允許預先解約，但表 2-9 之免費提領次數卻可「在

12 個月利息到期前無限制」，如此保戶就可利用

多次免費部分提領來代替解約，兩者似有矛盾之

處。另表 2-9 之「ProSaver Platinum」商品之特

點「超過$100,000 的部份每年加 0.25%」意旨為

何？ 

因為解約與「在 12 個月利息到期前

無限制」不同，詳見期末報告第

36-37 頁。 

已補充說明，詳見期末報告第 37
頁表 2-9。 

13.第 23 頁，「反相」房地產抵押年金保險，應

修正為「反向」。 
「反向」已修正，詳見期末報告第

37 頁。 

14.在躉繳遞延年金(SPDA)中談到保證的期間愈

長，其保證的利率也愈低，其「保證期間」是

否係指累積期間的最低保證利率計息期間？

而市場長期利率一般會高於短期利率，為何保

證期間愈長，其保證利率愈低？美國彈性保費

遞延年金(FPDA)之最低保證利率一般介於

3%~4.5%？ 

已補充說明，「保證期間」是否係指

累積期間的最低保證利率計息期

間。因為對同時期發行之 SPDA 保

單，保證的期間愈長，保險公司風

險越高，因此其保證的利率也愈

低，詳見期末報告第 38 頁的註 9。

15 請調查 SPDA 的最低保證利率水準以供比較。 由於研究時間限制無法提供 SPDA
的最低保證利率水準之調查報告。

16.另第 1 段第 9 行，請修正為「使得 RAM 之購

買者產生損失。」 
已修改於期末報告第 38 頁。 

17.第 24 頁，請再說明表 2-10「保證金額」係指

累積期間屆滿之保證金額或有其他意涵？另

Allianz 所銷售指數年金之保證金額公式不夠清

楚，請補充。 

已補充說明於期末報告第 39 頁的

註 10。 

18.第 27 頁第 2 段第 3 行，「fraternal insurers」請

加註中文名稱。 
友愛會保險(fraternal insurers) 已修

正於期末報告第 43 頁。 

19.第 28 頁第 1 段第 6~7 行，請刪除「表 2-12
舉例說明幾種證券指數年金，…十大保險公司」

等文字。 

已修正。 

20.第 28~29 頁表 2-12，承保範圍之「Alternate 
care」請加註中文名稱， 

已加註中文名稱，詳見期末報告第

43 頁。 
21.限額給付合約之「躉繳 / 10 給付 / 至 65 歲」

意旨為何？「不適格合約」意旨為何？ 

「不沒收條款」意旨為何？ 

已補充說明於期末報告第 44 頁。 

不沒收條款指給付未達本金支付金

額會退還餘額，詳見期末報告第 44
頁。 

22.名詞部分請作一致性定義，例如第 2 章用雇

主與受雇者，第 3 章則用企業主與雇員。 
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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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三章部分 

1.請檢視並補充專有名詞之中文名稱，以玆明

確。(如第 30 頁「DB」及「DC」，第 42 頁

「Continence, Dressing, Mobility, Using the 
toilet」…等」) 

已 補 充 ， 詳 見 期 末 報 告 第

46,54,63,81 頁等。 

2. 第 34 頁圖表編號與本文內容不一致。 已修正。 

3.第 39 頁第 2 段第 2~3 行，「預估在 2012 年，

參與確定提撥制與確定給付制的人數將會趨近

相等」如何看出？ 

另第 3 段第 2~3 行，「分為 Regular Premiums 及
Single Premiums 兩種趨勢圖」如何看出？ 

補充說明於期末報告第 59 頁。 

 

補充說明於期末報告第 59 頁。 

 
4.第 40 頁註解 20，「圖 6 及圖 7」內容為何？ 圖 6 及圖 7 改為圖 3-8 及圖 3-9，詳

見期末報告 60 和 61 頁。 

5.第 41 頁，英國長期照護險分三類，與之後之

詳細分類無法對應？第三類為何屬於長期照護

險？ 

英國長期照護險分三類，詳見期末

報告 67 頁。 

6.第 42 頁，Pre-funded Plans 部分，「…，每五年

保險人具有調整保費的權限，即便是繳清後亦相

同」，但繳清後已無保費繳交問題，為何還適用

調整保費？  

補充說明，詳見期末報告 67 頁。 

另 Care cash Plans 不給付護理之家費用，亦不直

接給付給被保險人，則該項給付之對象為誰？ 
已刪除 Care cash Plans。 

7.第 45~46 頁，表 3-3~3-7 之給付條件含無力完

成日常生活活動能力，請問英國長期看護保險商

品之「日常生活活動能力」，與國內壽險公司所

設計長期看護險所定義失去活動能力有六大項

目是否相同？建議於本文後面章節比較各國長

期看護保險之給付條件。 

已修正，詳見期末報告 150 頁。 

由於給付內容相當複雜且差異太大

因此無法列表比較。 

8.名詞部分請作一致性定義，例如第 2 章用雇主

與受雇者，第 3 章則用企業主與雇員。 
已修正。 

 
三、第四章部分 

1.第 50 頁，「厚生 22 年金」請修正為「厚生 22

年金」。 

 

已修正，詳見期末報告 79 頁。 

2.第 52 頁第 2 段第 3 行，「腳色」修正為「角色」。 已修正，詳見期末報告 81 頁。 
第 53 頁第 2 段第 9 行，「全共連」請修正為「全

共聯」 
已修正，詳見期末報告 8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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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註解 25，「依據初生年月日改變」請修正為「依

據出生年月日改變」。 
詳見期末報告 82 頁。 

4.第 53 頁圖 4-3 之部分內容空白(框處)，意旨為

何？ 
厚生年金基金屬於國家給付的部

分，詳見期末報告 82 頁。 

5.請補充專有名詞之定義或內容，以玆明確。(如
第 54 頁「法人稅法」) 

已修正，詳見期末報告 84 頁。 

 
6.圖表編號與本文內容不一致。(第 58,77 頁) 已修正。 

7.第 58 頁第 2 段第 2 行，「年金資產從企業中分」

是否應修正為「年金資產從企業中分開」？ 
「年金資產從企業中分開」已修

正，詳見期末報告 88 頁。 

另第 3 段第 3 行，保本型保險商品有 13 個，為

何不包含產險之 7 個？ 
表 4-4 個人型年金運營管理機關提

示商品表的保本型包括儲蓄和存

款、金融債、壽險・簡易保險、產

險，詳見期末報告 88 頁。 
8.第 62 頁圖 4-14，65 歲以上者之看護部份「看

戶保險費個別繳納」請修正為「看護保險費個別

繳納」。 

另最後一段，「…，一旦提示國保的保險證…」

意旨為何？ 

已修正為 65 歲以上者則是分別繳

納，詳見期末報告 93 頁。 

「…，一旦提示國保的保險證…」

改為，一旦提示國民健康保險的保

險證就可只依年齡和收入負擔一部

分的醫療費用，詳見期末報告 92
頁。 

9.第 67 頁，附件二及附件三之內容為何？ 無附件二及附件三，期末期末報告

中已刪除。 

10.第 68 頁第 1 段第 5~6 行，「…(該年 4 月 1 日

至次年 3 月 31 日)」是指西元？年，請明確描述。

另第 2 段之意義為何？看不出欲描述之主旨為

何？ 

4 月 1 日至次年 3 月 31 日，即 2005
年度的統計期末報告統計資料是採

計 2005 年 4 月 1 日到 2006 年 3 月

31 日，詳見期末報告 100 頁。 

11.第 69 頁第 1 段第 3 行，「…，亦即不收取利息

的 20%(提前解約要收取)，…」意旨為何？另圖

4-22 之團體年金保險是用責任準備金計算之意

義為何？請明確描述。 

已修正，詳見期末報告 101 頁。 

12.第 70~71 頁，「繼續性」請改為「續年度」，

以維持一致性。 
已修正，詳見期末報告 10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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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第 72 頁圖 4-28，請補充「JA 的年金共濟」之

意義， 

另「產險公司的個人年金」是指產險公司銷售的

個人年金或產險公司設立之壽險公司所銷售之

個人年金？請確認。 

JA 共濟乃全國農業共濟聯合會的

簡稱，該聯合會亦提供年金商品給

加入者與其雇員詳見期末報告 104
頁。 

因為產險公司亦可跨足壽險業，故

「產險公司的個人年金」是指產險

公司銷售的個人年金。 
14.第 72 頁表 4-8，「保險公司」及「保險商品」

建議以中文描述為宜。另表中第 3 家保險公司之

投保年齡為何？ 

已更改表格，見新表 4-10 變額年金

商品比較 105 和 106 頁。 

15.第 72 頁表 4-8，「保險期間」是否應為「繳費

期間」或「累積期間」才合理？請確認。另「解

約費用」部分，請改以列出各年度解約率方式，

以玆明確。 

已更改表格，見新表 4-10 變額年金

商品比較 104 頁，改累積期間 

16.第 74~76 頁表 4-9，「看護程度」請附註補充

日本長期看護保險商品之看護程度分級表，表中

內容宜以中文名稱為宜。 

另「第一生命保險相互會社」之「悠悠人生先手

一生」之給付內容的「(2)死亡給付(右)」意旨為

何？ 

已修正，詳見期末報告第 108 頁，

表4-11看護保險商品一覽表的保障

內容。 

詳見期末報告第 110 頁。 

17.第 78 頁表 4-10，「新退院給付特約」及「家

族新退院給付特約」意旨為何？請補充說明。 
詳見期末報告第 113 頁。 

 
18.第 78 頁第 3 段，「變額年金方面有台灣沒有

保證型態的商品」，台灣變額年金有設計為宣告

利率浮動保證之類型，故建議補充規範此句話之

內容。 

已刪除。 

19.本章之「利變型」商品似無介紹，建議補充

規範。 

另第 2~3 章無第 5 節內容，建議本章第 5 節可並

於其他章一併比較討論。 

利變型商品已補充，詳見 98 頁 。

已併入其他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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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  期末報告會議紀錄 

一、時間：95 年 12 月 22 日(五)下午 2 時 0 分至 4 時 0 分 

二、地點：本局 1710 會議室 

三、出席人員： 

林稽查翠芬(賦稅署)、繆教授震宇(淡江大學保險學系)、林精算師中君(精

算管理公司)、張委員志宏(投資型新種保險商品審查委員會)、吳委員君

誠(人身保險商品審查委員會)(請假)、邵教授靄如(銘傳大學風險管理與

保險學系)(請假)   

四、列席人員： 

壽險公會  洪秘書長燦楠 

保發中心  袁副處長曉芝 

保 險 局  許副局長欽洲、王科長麗惠、趙科長秋燕、陳科長映秀、蔡稽

核火炎、李科員敏華、鍾副研究員聖清、蕭副研究員晴蔚 

五、主席：曾副局長玉瓊 

記錄：侯丁月 

六、研究團隊： 

政治大學風險管理與保險學系(王教授儷玲、楊教授曉文(東吳大學商用數

學系)、楊艾等代表出席) 

七、與會人員意見 

(一)繆教授震宇 

1.建議可於報告中增加國內發展年金屋可行性評估。 

2.對相關賦稅規範之建議部分，建議加註於對退休金之課稅時點發生於提

撥、基金累積收益和給付三階段之賦稅配套措施，不宜各自拆開，以玆

明確。 

3.研究報告第 212 頁，個人退休儲蓄第 1 段末行退休資金減少 37%部分，請

補充文字說明以玆明確。 



 274

4.研究報告第 211 頁第 3 段第 4~5 行，請將「因」修正為「應」。 

(二)林精算師中君 

1.建議能將簡報資料之各國現況對照分析加入研究報告中，以玆明確。 

2.相關賦稅規範之建議部分，勞退新制之提撥階段內容建議增列國內稅法現

況之規定。(如提撥率 2~15%之免稅規定，在勞工退休金條例與勞工基準

法有差異) 

3.年金保險商品發展部分，建議可增加從消費者心態及行為來分析國內年金

市場之拓展應注意及改善之處。 

4.監理部分，建議需注意國內保險公司過去銷售之保險商品潛在虧損部分是

否會侵害到新契約的保戶權益；另應注意精算之自律、他律及法律之規範

如何相互配合以達最大效益。 

5.商品之相關法令規範宜注意避免干預市場發展機制。 

(三)洪秘書長燦楠 

1.壽險公會定期有統計國內長期看護之保費收入並提供保險局，可提供給研

究團隊加入研究報告中。 

2.如現行年金保險商品如能提供額外賦稅優惠及適格年金能遞延課稅等，將

有利年金保險商品之推動。 

3.年金屋之發展部分，需同時檢視保險公司自行承作年金屋(如協榮生命)與

配合老年住宅法(非由保險公司蓋年金屋) 之相關商品間差異及其發展；另

研究報告第 80 頁註 29，日本預金保險制度與台灣安定基金不同，請檢視。 

4.未來台灣因應高齡化社會保險商品設計研究部分，建議可將此份報告內容

透過舉辦座談會方式廣為傳達給保險業者參考。 

5.研究報告第 203 頁，ACLI 請修正為「美國人壽保險公會」。 

6.研究報告第 219 頁，參考文獻日文部分，許多資料引用網址內容和壽險公

會與 OLIS(日本東南亞人壽保險振興中心)共同出版之刊物內容相同，可提

供研究團隊此份內容。 

(四)賦稅署林稽查翠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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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險商品之賦稅改革方案，預定於 97 年 6 月前完成。 

2.研究報告中關於第 211 至 212 頁之賦稅建議內容已納入改革方案中，年金

保險制度自願提繳部分稅法相關法規修正案已送至立法院審查。 

3.本研究報告可作為現行保險商品賦稅改革方案之參考方向及依據。 

4.年金保險保證期間「未支領餘額」部分，屬保險給付範圍，故不課稅。 

(五)張委員志宏 

1.結論與建議部分，有關長期看護保險之推廣措施，除年金屋與分級式長期

看護商品外，鑑於國內各公司設計長期看護保險商品所用之發生率差異性

很大，如能頒訂標準「需要長期看護狀態」的範圍與定義，以及提供該範

圍定義之發生率，對保險公司設計該類商品應有較實質利益。 

2.研究報告內容修正部分詳附件。 

(六)本局同仁 

1.年金險除賦稅優惠可增加銷售量外，保險公司經營年金保險商品成功與否

首重投資能力。 

2.研究報告第 217 頁，投資保證商品的風險評估機制部分，「…，未來在政

策上應考慮調整一致性為目標」，請補充說明「一致性」之內容，以玆明

確。 

3. 研究報告第 154 頁，有關美國 CARVM 似不適用於變額年金與企業年金，

建議研究團隊檢視並提供該相關 model regulation 所規範適用商品範圍。 

4.研究報告第 211 頁，有關勞退新制年金保險制度個人提撥部分比照個人帳

戶制有 6%上限之列舉扣除額相關規定，行政院已於 94 年 10 月送立法院

審議，建議相關資訊一併於報告中陳列。 

八、決議： 

(一)上述與會者所提意見請研究團隊參考納入研究報告中，且依審查意見表修

正。會後各與會代表(單位)如仍有意見，請填寫書面意見書，送本局承辦單

位辦理。 

 (二)洪秘書長建議將此份報告有關商品研究內容透過舉辦座談會方式與保險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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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分享部分，請研議與第四組近期之委託研究計畫(壽險業經營退休金業務之

研究)一併舉辦，另本局近幾年之委託研究計畫也可比照辦理。 

(三)本委託研究計畫(因應高齡化社會保險商品發展及其監理與相關賦稅配套之

研究)期末報告原則審查通過，但請受託單位參考各審查人員所提意見，於研

究報告中作修正或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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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高齡化社會保險商品發展及其監理與相關賦稅配套之研究」

委託研究計畫期末報告審查意見表(研究報告內容修正部分) 
 

 

 

 

 

 

 

 

 

 

意 

見 

 

 

 

 

 

 

 

 

 

 

 

 

 

1.第 30 頁，稅負遞延定額年金(CD Annuity)內容中有介紹不能預先解約，

但表 2-9 有解約率欄位，兩者似有扞格，請再確認。另表 2-9 解約率應為

解約費用率。 

2.第 80 頁註 29，日本預金保險制度與台灣安定基金不同，請檢視。 

3.第 116 頁， 

(1)訂定宣告利率的方式應符合下列原則之第四、五、六點，第五點與第

六點應為第四點之附加內容，請用不同符號與增加縮排方式以做區

分。 

(2)利率變動型年金保險精算實務處理準則內容已變更請配合修正，詳請

參閱中華民國精算學會網站。 

(3)「故可預期投資運用績效較佳知保險公司…」請修正為「故可預期投

資運用績效較佳之保險公司…」。 

4.第 118 頁第 1 段，建議刪除「…，也吸引不少高齡避稅者。」等文字。

5.第 119 頁， 

(1)表 5-6，國泰長鴻遞延年金之保證期間部分，「65@」請修正為「65」。

(2)第 3 段，「表三」請修正為「表 5-7」。 

(3)第 4 段，建議刪除「可見主管機關…」等文字，其餘內容可併於第 3

段。 

(4)第 5 段，「…，此由表 5-6 即可得知。」，如何得知？ 

(5)有關利率變動型年金保險，請重點補充精算學會之最新規範，及其可

能影響評估，詳請參閱中華民國精算學會網站。 

(6)請補充現行利率變動型商品可不受限 10 年期政府公債之最新法令規

定(中華民國 95 年 11 月 17 日金管保一字第 09502503491 號令「利

率變動型保險及萬能保險商品宣告利率相關規定」。)，詳請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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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本局網站之「保險法規」的「行政規則」。 

6.第 121 頁表 5-7，大都會之宣告利率部分，「停壽」請修正為「停售」。 

7.第 122 頁表 5-8，富邦如意銷售通路部分，「7.6 開放保代、業務通路」意

旨為何？ 

8.第 123 頁表 5-8，新光新安利之 95 年 1-7 月 FP 為何為-440 萬？若因已停

售，建議刪除此商品之比較。 

9.第 129 頁，「(三)變額年金保險商品有待推廣」請修正為「(三)變額年金

保險商品」，以維前後一致。 

10.第 129~133 頁表 5-9，保險公司處請統一加註「人壽」。 

11.第 136 頁，對特別護士之日間看護費用 3 萬~4 萬，日間費用 5 萬~6 萬，

應為「每月」費用。 

12.第 139 頁表 5-12，「各商品保險費用」建議修正為「各商品保險費率」；

另國華人壽長期看護終身保險女性之費率為何? 

13.第 140~145 頁表 5-13， 

(1)請補充各長期看護保險商品之認定標準。 

(2)部分欄位空白請補填，另給付內容欄位，「給付方式」建議修正為「分

期給付」，俾與一次給付做比較。 

(3)第 144 頁三商美邦長期看護保險附約之ㄧ次給付為 36 倍保險金額，

其括弧所述「福利期滿」請修訂為「累積給付期間屆滿」。 

14.第 147 頁，GMWB 中文翻譯建議修正為「最低解約給付保證」。 

15.第 148 頁，「一、風險監理」之「準備金的提存」之標題與內容需分行，

以維前後一致。 

16.第 149 頁， 

(1)表 6-1，US 部分「yiels」請修正為「yields」；另是否有日本資料？ 

(2)另表 6-2 沒表頭請增列，台灣部分之「審查」請修正為「核准」。 

17.第 150 頁，英國有關商品資訊揭露有包含「退佣規定」？退佣在英國是

否合法？請說明；另「二、產品銷售注意事項」是否只包含英國？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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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加註，以玆明確。 

18.第 152 頁，請加註「PRE」、「unit pricing」之意義。 

19.第 154 頁第四節第 6 行，「…，故自 1970 年代以降」意旨為何？另有關

美國 CARVM 似不適用於變額年金與企業年金，建議研究團隊檢視並提

供該相關 model regulation 所規範適用商品範圍。 

20.第 155 頁第 3 段，「…，並不適新興的避險方式」請修正「…，並不是

新興的避險方式」，另末行英文部分(design features…)建議稍作翻譯。

21.第 155 頁第 5 段，EDCA 意旨為何？請加註；第 156 頁 AICPA 亦同。

22.第 157 頁第 2 段，「…最後不結東新契約一途」請修正為「…最後不結

束新契約一途」。 

23.第 166 頁個人年金保險累積期部分，「期退還…」請修正為「其退還…」。

24.第 167 頁第 1 段，「事隔」請修正「適格」。 

25.第 203 頁，ACLI 請修正為「美國人壽保險公會」；「反向」請修正為「反

相」。 

26.第 211 頁第 3 段，第 4~5 行請將「因」修正為「應」；另建議加註於對

退休金之課稅時點發生於提撥、基金累積收益和給付三階段之賦稅配套

措施，不宜各自拆開，以玆明確。 

27.第 211 頁，有關勞退新制年金保險制度個人提撥部分比照個人帳戶制有

6%上限之列舉扣除額相關規定，行政院已於 94 年 10 月送立法院審議

（相關文件詳如附件），建議相關資訊一併於報告中陳列。 

28.第 212 頁，個人退休儲蓄第 1 段末行退休資金減少 37%部分，請補充文

字說明以玆明確。 

29.第 217 頁，投資保證商品的風險評估機制部分，「…，未來在政策上應

考慮調整一致性為目標」，請補充說明「一致性」之內容，以玆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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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七  期末報告審查意見及會議記錄建議修改項目

 
建議修改項目 整理回應說明 
(一)高齡化社會保險商品部分 

1.建議除年金商品、長期看護險及 Reverse 
Mortgage Plans 外，可蒐集國外是否有其他

適合老年人之商品，例如：老年次標壽險…
等。 

已補充第八章第二節強化年金

Enhanced Annuity），詳見期末報告

第 214 頁。 

2.建議可增加退休老年社區商品之介紹(如
日本年金屋等)及國內外高齡化商品之歷史

沿革。 

1.日本年金屋在第八章第三節，詳

見期末報告第 211 頁。 
2.已在各章加入國內外高齡化商品

之歷史沿革，詳見期末報告各章。

3.建議可於期末報告中增加去年美國總統

布希之社會安全制度改革之內容。 
考慮因時間因素，且主題與本期末

報告不相關，故不加入。 
4.可擴大英國產險公司可銷售長期看護保

險商品之的各國適用問題。 
美國部分，詳見第 43 頁。 
日本部分，詳見第 99頁與第 107頁。

5.建議未來在撰寫第 5 章，能否特別深入探

討國內老年市場保險商品情況，例年金保

險之銷售狀況與購買年齡分布，藉此分析

國內消費者對年金保險商品之看法 

年金保險之銷售狀況已介紹於第五

章第三節年金保險商品與市場概

況，詳見期末報告第 118 頁。 

6.國內長期看護險之銷售一直不振，請探討

其原因，可否借鏡國外類似保單做法以提

振國內需求。 

已補充，詳見期末報告第 223 頁。

 
(二)商品監理部分 
1.於商品監理面探討時，需兼顧消費者保護

面之考量。 
已於第六章第三節已加入相關說

明，詳見期末報告第 156，159，160
頁。 

2.建議可評估何種監理措施或業者可行作

法，可創造老年化商品發展之環境。 
已對商品、監理及稅賦提出建議，

詳見期末報告第 224-230 頁。 
3.可探討台灣商品現況及國外商品發展差

距，提出有效商品監理建議。 
已補充對監理制度之建議，詳見期

末報告第 231 頁。  

4. 第九章第三節：  
四、對商品設計與創新建議 
五、對監理制度之建議 

已補充，詳見期末報告第 229 到 234
頁。 

(三)賦稅配套部分 
1.建議探討美英日如何提供賦稅環境使其

商業性保險商品能有發展空間，以作為台

灣推動商業性保險商品之參考依據，可由

對政府稅收及支出之增減來評估。 

已補充在第七章各國因應高齡化社

會之相關稅賦優惠，詳見期末報告

第 171 頁。 

2.賦稅配套之訂定應有具體及清楚易懂之 已補充對相關稅賦規範之建議，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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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及影響評估，以利本局提供財政部建

議修改方向。 
見期末報告第 226 頁。 

3.可補充國內現行每年 120 萬年金給付及

國內年金保險之「未支領年金餘額」視為

遺產一部分之合適性及國外相關規定。 

已補充，詳見期末報告第 204-206
頁。 

 
4.建議可提供適合年金保險商品發展之具

體賦稅方案。 
已補充對相關稅賦規範之建議，詳

見期末報告第 226 頁。 
其它部分  
1.建議於研究範圍先界定本研究報告主要

以商品面為主，以養老類商品及長期看護

商品為研究主軸。 

已於第一章第二節及第三節說明。

詳見第 12 頁。 

2.建議於原第 5章與第 6章之間增列一章來

對美英日台的高齡化現象、退休及長期看

護制度、年金保險商品與市場概況暨長期

看護保險商品與市場概況作橫向的比較，

以作為原結構中第 6、7 或 8 章分析與建議

的依據。 

已在第六及第七章中列表說明，詳

見表 6-2，6-3，6-4 及 7-20。 

3.建議第 3章第 4節英國長期看護保險商品

之介紹能說明地更詳細些。 
已加入第三章第三節，詳見期末報

告第 67 頁。 
4.研究報告內容部分，建議國外特殊商品

(如研究報告第 28 頁「403(b)退休金計劃」

及「457 退休金計劃」、第 21 頁「SEP」、…
等)可增加商品介紹； 

圖表編製部分，建議統一加註中文題標或

內容，以玆明確，另彩色圖形與部分符號

以黑白書面列印出時會有些色差與落差，

宜請注意。 

403(b)退休金計劃及「457 退休金計

劃」，已加註 7 於第 34 頁。 

「SEP」，已於第 36 頁註 8 中說明

該退休金計劃。 

已修改。 

5.台灣說明利變型 10年公債限制之解套(期
末報告第 113 頁) 

已補充，相關說明詳見期末報告第

124 頁和附錄三。 

6.期末報告第 203 頁，35 改成 35 個月 文字修改後已刪除。 
7.期末報告第 37 頁 ，典型的保單內容可參

考表四比較 13 家主要保險公司所提供的保

單內容。 

表四已修改為表 2-12，詳見期末報

告第 43 頁。 

 
8.期末報告第 119 頁倒數第三段，「表三」

請修正為「表 5-7」。 
已修改，詳見報告第 128 頁。 

9.期末報告第 146 頁註腳 32，有關日本及

美國的一般監理規範可以參考附錄一。 
已補充於附錄一，詳見報告第 243
頁。 

10.期末報告第 208 頁 ，(一)對於未來壽命

改善的研究是必需進行的，國內現行年金

的生命表與現行的壽命改善情況相差非常

大，對於業者在評估長命風險没有一個有

已修正，詳見期末報告 233 頁的(一)
必需進行未來壽命改善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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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依據，長命風險並無法掌握，因此，

有頗切的需要去研究台灣壽命改善的狀

況。 

 

11.建議於本文後面章節比較各國長期看護

保險之給付條件。 
由於內容太複雜，不易列表比

較，因此改以文字說明方式在結論

與建議章節中作比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