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論壇專刊

退休，你準備好了嗎？

好好退休，理財超前部署

退休後，開啟健康的第三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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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國發會2020 年公布的「中華民國人口推估報告」指出，受 COVID-19 疫

情影響，台灣人口提前步入負成長，並於 2025 年邁入超高齡社會，2040

年老年人口將突破 3成。政府為因應人口結構變遷趨勢，已由強化勞動力

結構、高齡化調適等面向著手。

新光人壽長期關注台灣高齡、少子趨勢，1996 年便領先業界推出國內第

一張長照保單，提升國人對長期照護議題的認知，減輕民眾長照費用負

擔。新壽同時也是全台第一家將地上權用地規劃樂齡宅使用的企業，領先

同業打造的「新板傑仕堡全齡生活園區」，為全國唯一獲得 SNQ 國家品

質標章認證的銀髮住宅，證明金融業者也能為樂齡長照服務貢獻企業的一

己之力。

此外，近年新壽大力提倡「退休知識普及教育」，除對內進行員工教育訓

練，亦推廣至外部企業，期望藉此拋磚引玉，喚起大眾對退休規劃的重視。

去年聘請美國退休人協會前資深顧問以「延長中高齡工作壽命及增加退休

儲蓄之公共政策」為題，進行產業、企業及法規面研究，今年更進一步與

經濟日報共同舉辦「疫情下退休理財及健康樂齡論壇」，邀請各領域專家

分享退休理財及健康樂齡的經驗，提供台灣產官學界及社會大眾一些啟

發，共同迎接超高齡社會的挑戰。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2021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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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退休，

理財超前部署
今年第二季底，由新光人壽與經濟日報共同主辦，新光人壽慈善基金會協

辦的「疫情下退休理財及健康樂齡專家論壇」，上半場邀請中華民國退休

協會理事長王儷玲、新光人壽總經理黃敏義、貝萊德投信總經理佘曉光，

希望藉由專家的經驗分享及見解，喚起國人及企業界對退休規劃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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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好好退休，理財超前部署」對談重點節錄：

退休理財四個關鍵

及早開始、定期定額、
長期持有、找對商品
王儷玲表示，在勞退新制下，雇主每月須強制提撥

員工月薪的 6%做為員工未來的退休金，員工則可

以自行選擇要不要提撥。以勞退平均報酬率 3%、

雇主提撥 6%、員工 0%提撥計算，退休後每月可領

7,000 元，勞保跟勞退加總，可能 2.5 萬元都不到。

以現在老年人生活水準來看，每月生活支出約需 2.5 萬到 3萬元，「我們是

希望每一個人應該至少幫自己準備 3萬到 4萬元，這還只是生活所需，並沒

有包括醫療，也沒有包括長照」。

現行勞退制度，員工無法自己選擇投資標的，而是統一由政府操作。如果可

以開放勞工自選投資標的，讓優質商品上平台，並且鼓勵勞工自己也提撥

6%，加上雇主的 6%就有 12%，如此投資報酬率只要提升到 5%，就能讓每

位勞工光靠勞退新制月領 2萬元退休金，而且這 2萬元是不會破產的，只有

勞保有破產問題、勞退不會破產。

王儷玲說，退休理財是非常長期的布局，必須掌握幾個關鍵：及早開始、定

期定額、長期持有、找對商品。「時間的複利是我們最好的魔術師」，可用

最少成本來準備退休金；找對商品也很重要，保險公司裡面有蠻多她覺得很

好的投資型保單，或是比較屬於固定收益或債券型的商品，快退休的人也可

考慮利變型年金。



共同基金部分，包括ETF、ESG都是非常好的長期投資標的。「你要有個心法，

不要管獲利了結這件事情，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等』著投資」。平常檢視

一下績效，「看到負值想要不要加碼，而不是我要不要停損」；如果基金已

經沒有成長趨勢，可以考慮轉換標的，只要想這兩件事情就好了。

	

建構退休金制度，
企業扮演關鍵角色

佘曉光表示，貝萊德投信兩年前跟新光人壽合作，鼓勵新

壽員工在目前勞退新制以外，用適當的產品來做退休準

備，為了讓員工願意為自己準備退休金，公司也相對提撥

一部分資金，這是非常重要的企業社會責任。

因為 ESG（環境、社會、治理）裡面，Social 這塊包含人才怎麼培育，有好

的退休金制度，員工對公司的忠程度、榮譽感，甚至財務安全，都能有所提

升，員工就更有可能在這家公司長期發展。

美國的經驗也顯示，員工的投資理財知識很多是透過企業的協助與教導，這

一塊是台灣推動整個退休金制度改革底下，可以開始一步一步去做的。

全世界現在很多都把退休金的制度從 DB（確定給付制）變成 DC（確定提撥

制），退休金準備原來是政府與企業的責任，現在變成個人也有責任，但是

這件事情並不是那麼容易，需要媒體、教育、產業、企業主，甚至所有的員

工自己都要有意識，為自己做退休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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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萊德集團每年都會對全球投資人做些調查，關於退休，全球大概超過五成

的人覺得錢不夠多，沒辦法準備退休；另外，他們最大的擔憂是金融知識不

夠，占比超過六成以上。

台灣有大概七成的人有開始做退休準備，但是只有不到四成的人對未來的退

休生活有信心，這是很大的落差。

他建議，退休準備越早開始越好，時間夠長才可以有複利效果；其次，退休

準備要持續不斷，因為沒有人可以預估市場，可不斷用定期定額去稀釋掉市

場波動；第三，找到適合的退休投資選項，有效累積財富為退休作準備。

Very trustworthy Somewhat trustworthy Not trustworthy

78% 21% 1%

59% 35% 6%

53% 39% 8%

43% 43% 14%

33% 47% 21%

29% 49% 21%

20% 41% 39%

15% 36% 49%

Your primary financial professional

Workplace retirement plan[401(k) or 403(b)]

Your primary financial institution

Family and friends

Financial professionals in gene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general

Advertising about retirement-related products
and services

Media

圖說：在美國，職場是獲取退休規劃資訊的第二來源	( 資料來源：Deloitte	University	Press:	
Making	retirement	security	a	reality)



企業協助員工退休準備金三角

教育訓練、協助選擇、
提供誘因
黃敏義表示，企業經營者對員工有很多責任，不

光要照顧員工的薪資福利、生活、工作情緒，對

未來的退休情況也要關心。

新光人壽曾對員工進行退休調查，整個公司平均只有 36.1% 的人，理財目的

是為了退休，越年輕比率越低，24 歲以下甚至只有 10%。

圖說：雖然 77% 的台

灣受訪者表示已開始

為退休生活進行儲蓄，

但仍然缺乏信心或未

做好充分準備（全球平

均比例為 63%，亞太

地區平均比例為 68%)	

( 資料來源：貝萊德

「" 財富與你 "	投資人

意向調查 2020」)

台灣受訪者對未來感到憂慮

50%

69% 59%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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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提升退休意識，新光人壽做了三件

事情。首先是教育訓練，中高齡者及高

齡者就業促進法鼓勵企業對即將退休的

勞工進行教育訓練，勞動部會補助講師

費，然而退休越早開始準備越好，因此

新壽的教育訓練不是針對即將退休的員

工，而是針對全部的員工。

公司為此特地成立小組，向員工推廣退休理財的重要性，同時協助其他企業

開辦教育訓練，總共將近 100 場，因為「我們覺得很有價值」。黃敏義說，

現在的年輕人起薪比他 39 年前剛出社會時增加沒有多少，但是誘惑很多，

這種情況下要年輕人重視退休理財很不容易，教育訓練於是從這邊著手。

新光人壽 24 歲以下的年輕同仁，本來只有 10%的人會為退休做理財準備，

參加教育訓練後，占比提高 27 個百分點，24 歲以下的年輕人將近 37%開始

有這種觀念。

其次，要幫助員工選擇。理財工具琳瑯滿目，新光人壽經營人身保險業務，

以保險為出發點，設計適合做退休金準備的商品，連結貝萊德投信的目標日

期基金，讓員工從年輕到年長，隨著風險承受度不同，自動導航資產配置，

年紀較輕、離退休還遠的，股權類資產的配置比率高一點；年紀較長、離退

休較近者，固定收益類的比率多一點，以求穩健。退休後更能年金化領取，

享有穩定現金流。

第三是提供誘因，參加上述退休方案的在職員工，新光人壽即提供定額補助，

以提升參與意願。黃敏義自己雖然離退休很近，也帶頭參加這項方案，「我

很有說服力，我這個年紀都參加了，你們年輕人更應該參加」。



退休後，

開啟健康的第三人生
專家論壇下半場邀請新光醫院副院長洪子仁、首創藥師送藥到府的 iHealth

創辦人暨執行長王照允及樂齡生活、退休理財知名作家施昇輝，分享退休

後如何開啟健康的第三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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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退休後，開啟健康的第三人生」對談重點節錄：

成功老化三個關鍵

預防病痛、維持腦力與
心理正常運作、積極參與生活
洪子仁表示，國外有本書叫 Successful	Aging，談及想要

成功老化，須兼顧三個面向。首先是預防病痛與失能、失

智；其次是，維持腦力跟心理的正常運作，以打麻將為例，

就是對老人家還不錯的活動，想辦法連莊的鬥智過程，

腦袋瓜得一直動，如此就不會退化；第三是不斷對社會

有貢獻、保持人際關係、積極參與生活。

洪子仁提醒，疫情之下要鼓勵長輩，手機不要看太久，免得看到不正確的訊

息，沒看沒事、越看越出事；另外，鼓勵長者多運動，每天規律走 6,500 步

以上，統計顯示可有效降低死亡率；還有，千萬不要叫長者節食，要多攝取

優質蛋白質，以避免肌少症，雞肉就是優良蛋白質。

施昇輝也談到，肌少症是老人常見的問題，可透過

重訓來減少肌少症的發生，或是延緩發生的時間。

60 歲左右甚至到 70 歲，都還來得及拯救肌少症，

透過對肌力跟肌耐力的訓練，讓老人家不容易跌

倒，或者跌倒時不會太嚴重。

施昇輝說，退休前要設定好目標，目標不要很遠

大，不追求非常有錢、長生不老，或生活充實精彩，但要追求次等目標：不窮、

不病、不無聊。



成功推動行動醫療三個關鍵

民眾願意接受、醫療從業人員願意
到府服務、政府政策支持

王照允表示，就醫不便並非偏鄉獨有，台北市很

多老舊公寓沒有電梯設備，加上新冠疫情來襲，

民眾上醫院的顧慮比較多，如果台灣能好好發展

行動醫療，長輩可透過與醫院的視訊，獲得第一

步的諮詢；接下來，醫療人員可以上門提供服務，

這種模式對於控制疫情、減少民眾憂慮，都會有

非常好的幫助。

行動醫療是未來重要趨勢，台灣要把行動醫療做好，有三個環節必須要同時

發展。首先，要讓民眾願意接受、對新的醫療服務模式有信心，這是很重要

的關鍵。

其次，走入民眾家中是一件比較辛苦的事情，要讓醫療從業人員願意走入民

眾家裡。科技發展與架構改變之下，到府服務是新的趨勢，醫療從業人員必

須要有新的心態面對這件事情，有辦法在傳統的基礎上去做創新。

再來是政府政策上的支持，法規上的改變。行動醫療的成本比較高，高齡化

社會加上疫情當前，這又是必須推動的方向，怎麼運用現代科技讓行動醫療

的成本下降，也是大家可以努力的方向。

內文資料來源：經濟日報、新光人壽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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