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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金改革沸沸揚揚，退休金議題近日再成新聞重

點。其實不只台灣，全球許多國家同樣面對高齡

化社會、退休金改革等挑戰，尤其是長期的低利環境，

加上醫療科技進步、延長人均壽命，以及多元的職涯型

態，使得與時俱進及永續的退休制度勢在必行。

施羅德集團做為一個成立超過200年的跨國型金融

機構，擁有長達70年豐富的全球退休金資產管理經驗，

目前退休金管理規模超過1500億美元。我們不只長期

協助退休金管理者有效管理資產，且擁有深入了解及參

與各國退休金制度的專才。

施羅德深耕台灣超過25年，施羅德多元資產團隊

十年前即發展出具有前瞻性、以投資結果(Outcome-

Oriented)為導向、適合退休人士的策略投資法。我們

的使命是：以國際經驗為出發、理解在地需求，並與合

施羅德投信總裁   

作夥伴攜手，一齊提供實質的解決方案予客戶端。

2015、2016年，我們與《遠見雜誌》合作，發行

了退休專刊，而自2017年開始，我們決議發行了第一

本「施羅德退休準備關鍵報告」。除了再次與《遠見雜

誌》合作，這本內容更額外涵蓋了國際趨勢、各國法

令，以至於量化研究等國際相關資訊，另也結合台灣需

求，提供適切的產品建議，希望成為與合作夥伴的共有

資產。

我僅代表施羅德投資專業團隊獻上我們誠心的祝

福。真心期盼這本手冊對台灣退休金改革的過程中有所

助益，從而讓台灣民眾皆享有「樂齡」的老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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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風向

同樣身處逐步高齡化的社會，其他國家如何幫

助國民退休金準備？當然，國情不同、民情不

同，財富所得不同，所有的制度無法一概而

論。然而，參考其他國家的制度法令，減少錯

誤以及試驗的成本，都能提升國家進步效能。

而在自身部分，施羅德集團的龐大國際研究團

隊，透過長期追蹤以及研究，歸納出退休金準

備的策略，不管是提撥比例、標的選擇或者期

望報酬等，以科學化嚴謹的方式從中證明：準

備退休金其實不難，只端看投資人是否有正確

的態度。

PART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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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化浪潮來襲，
存夠錢還要領得巧

穩定制度的第一步：

讓大家退休時能存夠錢

退休金制度可以區分成兩大層面，首先是要

確保退休前做足準備、存夠本，其次，則是退休

後用什麼方式運用存款、發揮最大效益。

退休前提撥制度分成兩種：確定給付制

（Defined Benefit）與確定提撥制（Defined 

Contribution）。前者是指不管退休前提撥多少，

政府都會保證你退休後可以領到固定金額的退休

金；後者是指每個人依據自己的存多少、投資報

酬率多少來決定退休後領多少錢，政府不會貼補

到固定額度。

過往，部分國家(包括台灣)的勞保舊制，都是

台灣即將步入高齡社會，首當其衝的就是年金制度。

幸運的是，許多國家已經走在前頭，逐步修正體制，台灣可以從中獲得那些啟示？

採用「確定給付制」。然而，確定給付制卻有個

致命的問題：高齡人口比例越來越大時，政府就

必須砸更多錢以填補缺口。因此，在世界各國都

面臨高齡化社會的情況下，政府政策大都逐步轉

向「確定提撥制」，以減輕財政負擔。

施羅德集團彙整數據指出，不管退休金市場

成熟與否，確定提撥制在世界各國扮演的角色日

益重要。在比較小的國家，確定提撥制的資產甚

至相當於全年國內生產毛額（GDP）的八成（見

表一）。例如冰島、澳洲等國家，全國人民依據

政府政策提撥的退休存款總額，幾乎是整個國家

賺一年的收入。同一時間，多數國家確定提撥制

的存款額也已經超過確定給付制的存款額（見表

二）。

Figure 1b – DC assets represent a large proportion of the GDP of some smaller econom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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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OECD Global Pension Statistics, end of 2011 data – published September 2012, Towers Watson Global Asset Study 2012, 
other secondary sources, Schroders.
1. Data refers to the end of June 2011.
2. Source: IAPF Pension Investment Survey.

Investment Perspectives
Lessons Learnt in DC from Around the World 3

確定提撥制資產日益龐大

確定提撥制資產相當於各國GDP的% 

資料來源：施羅德集團整理OECD全球退休金數據。統計至2011年6月。

1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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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國家的確定提撥制資產快速增加的主

因，是因為改採新制，強制所有人轉往確定提撥

制的個人退休金專戶；台灣的勞保新制也是其中

之一。

然而，沒有制度是萬靈丹，政府改推行確定

提撥制時，仍得先想清楚兩件事：存多少、如何

管理。這其實和個人存款的邏輯一樣，如果我們

希望在未來某個時間點時能存到一筆可觀的數

目，就得存夠多錢，並且靠著穩健投資策略來

衝高存款。政府政策跟個人投資最大不同之處在

於：必須從更宏觀的角度考量全體人民的需求，

也必須更精密計算避免意外。

如何確保全民存夠錢？

關鍵是「提撥率」

政府設立退休金制度，無非是為了確保大眾

定期存錢，不要「隨心所欲」讓資產一手進、一

手出，運用強制手段以有效確保勞工定期存錢。

例如，像新加坡、瑞典、澳洲等國，都強制勞工

必須加入政府或企業的確定提撥體系，並且不得

退出。

但是，到底要存多少才夠呢？這始終是個大

哉問。

施羅德集團分析，在討論提撥率時，第一個

要探討的就是退休族的收入要相當於退休前最終

收入的百分之多少。以英國的確定提撥制為例，

假設每年投資報酬率3.5%，一個二十歲的年輕人

每年要存11%的薪水，一直存到六十歲，才能在

退休後固定領取一半的最終薪資。

但利息一旦改變，我們該存的金額就會跟著

變動；現在這個低利、低成長的時代，10%的提

撥率已經難以讓退休族高枕無憂。施羅德集團建

議，政府應該把提撥率調高，或是讓投資人降低

In Figure 2 we show the split between Defined Benefit (DB) and DC assets. This chart demonstrates that 
assets in DC plans are larger than in DB plans in many countries. We believe this trend should continue.

Figure 2 – DC plans are more important in more countries than DB pl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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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提撥 確定給付

統計至2011年6月。 資料來源：施羅德集團整理

確定提撥制比重越來越高

DB與DC佔總資產比重2表

資料來源：施羅德集團整理。統計至201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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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提早規劃，否則將會有許多年屆退休的銀

髮族被迫持續留在職場。

自動增提制度，讓你不自覺越存越多

除了一般提撥制度，還有一個附加制度是

「自動增提制度」。簡單來說，就是一開始先

設定一個提撥率（例如：3%），爾後每年增加

1%，直到達到最高限額為止。

由於多數人一旦確認提撥方案就不太會修

改，因此相較於每年詢問參與者要不要提高提撥

率，自動增提制度可以讓人在不知不覺間越存越

多。隨著年歲增長、薪資增加，提撥率同時提

高，最後往往可以取得比較豐厚的報酬。人力資

源公司怡安翰威特(AonHewitt)的研究報告就指

出，參與自動增提制度的美國人在退休時取得足

夠退休收入的比率高達53%，遠高於沒有參與自

動增提制度的人（26%）。

從表三也可以清楚看出相較於每年固定提撥

10%的人，從7.5%開始、逐步提高提撥率的參與

者，在退休時存到的錢更多，而且因為初期提撥

率少，還是職場新鮮人的時候，有比較多閒錢可

以自由運用。

只有放錢進銀行？

不夠！如何管理是關鍵！

採取強制提撥的國家多半會搭配「預設基

金」（Default Fund）制度，只要勞工沒有特別

選擇其他基金，他所提撥的資金就會投入預設

基金，由政府共同管理。然而，投保人數眾多，

預設基金不可能滿足所有不同年齡、不同退休時

間、不同收入的人的需求，許多基金為了穩定，

會太過保守，幾乎滿手都是現金或是穩定收益產

品。

為了避免規避風險程度過高，造成收益不

足，美國、加拿大、英國等國家，現在都透過

「目標日期基金」的設計，依據個人情況進行動

Figure 10 – The Impact of Auto-Escalation – lower starting point, higher overall contrib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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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施羅德集團。

3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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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配置，隨著投保人越來越接近退休年齡，慢慢

調降風險。舉例而言，剛開始存退休金的前十

年，可以把錢全部投入股票等成長性資產，隨著

年齡增加，再慢慢調整配比，把資產移往現金或

債券等低風險資產。

在持續提撥的二十年間，投資虧損或收益的

時間點，對於最終存款金額影響甚大。如果從

二十歲開始提撥，三十歲因為投資賠掉兩成，爾

後三十年還可以慢慢補，但如果是存到五十歲才

慘賠，就會造成很大的衝擊（見表四）。反過來

說，如果在退休前幾年、資產較多的時候大賺一

筆，也會大幅墊高退休存款。換言之，重點是要

依據自己的風險承受度進行資產配置，選擇適當

的投資標的和時機。

施羅德團隊建議，關鍵是要創造「好的成

長」（good growth），也就是要在避免大幅虧

損的情況下，持續墊高實質收益。其中一個做法

就是交由專業經理人透過衍生性金融商品或主動

投資來規避極端狀況下的市場風險。 

資產管理的大秘訣：多元投資

長期來看，如果想同時提高投資組合報酬

率，又能規避投資風險，多元投資全球標的是個

好方法。目前，各國退休基金主要投資國內資

產，一方面是因為投資人對國內資產較熟悉，另

一方面是許多國家限制海外投資比率。實際上，

如果可以更妥善地進行全球投資，報酬往往會更

加亮眼。

可直接投資海外資產的優勢有：第一，海外

資產上漲的時間與幅度與國內資產不盡相同。第

二，部分值得投資的產業在國內未必有適切的投

資標的。第三，一些較小的經濟體國內股市選擇

不多。第四，投資外幣可以避險。有些國家正是

看準這些好處，近年開放鬆綁法規。以墨西哥為

例，從二○○五年開放海外資產投資以來，現在

股票投資中，已經有七成是海外股票。

除了投資海外資產，增加投資標的類別也可

以創造相同效果。施羅德集團分析，多元投資不

同資產類別，增加股票、債券、現金以外的投資

Figure 13 – The timing of losses significantly impacts the size of the DC ac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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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虧還得看時機4表

資料來源：施羅德集團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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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投資組合的波動性往往會比純粹投資股市

來得低。英國現在就積極分散投資標的，在投資

時加入原物料、房地產、基礎建設等多元標的。

然而，各種分散風險的做法在金融海嘯時期

都曾全面失效，因此受到退休族強烈質疑。許多

國家在輿論壓力下，決定即使採用確定提撥制，

也要由政府提供最低保障。例如，瑞士保障每年

投資報酬率、日本保障民眾可以領回本金。

存夠錢之後，還要領得聰明

退休前的提撥和資金管理是一回事，退休後

如何領得巧妙，更是確保銀髮人生能否樂活的關

鍵。畢竟退休後頓失收入，卻得面對四大無法逃

避的風險（見表五）。

施羅德集團認為，一個良好的退休制度除了

要確保民眾在退休前存夠錢，退休後也要能滿足

四大條件：穩定的淨收益、有效規避長壽風險、

與時俱進的彈性、容易執行與推廣。

這些原則說來簡單，真要執行卻相當困難，

目前還沒有政府找到完美的解方。對於政府而

言，過去採行確定給付制，等於是由提供退休金

的單位承擔投資與長壽風險，各單位自然必須想

清楚如何管理資金才不會讓基金破產；但隨著全

球走向確定提撥制，風險移轉到個人身上，許多

國家與企業傾向讓退休族自行管理。美國、澳洲

近來就興起討論，認為法規保障人民退休前的存

款要受到妥善管理，退休後帳戶管理卻缺乏相關

法條，導致許多人必須自己付出高昂的價格，另

尋管理方式。

不過，隨著確定提撥制漸趨成熟，施羅德集

團預期退休後的帳戶管理，也會慢慢走向機構式

管理，相應的法條、稅制也會逐步上路。

各國人民都怎麼領退休金？

那麼暫且不論投資管理，單就領取方式而

言，有沒有哪種制度可以確保人民領得安心？

老後四大風險─投資、消費 、長壽、通膨5表

投資報酬低於預期報酬

●  收益遭課稅。
●  剛退休、存款水位高時，嚴重虧損。
●  得到不良的投資建議。
●  投資報酬不如預期。
●  手續費過高。

物價上漲幅度出乎意料

●  退休時傾向取得單筆退休金。
● 因為一開始不想付那麼多錢，傾向取得固定年 

 金而非隨通膨調整的變額年金。
● 部分產品或服務價格成長幅度可能比消費者物 

 價指數（CPI）更高。例如：健康照護。

投
資
風
險

通
膨
風
險

壽命高過預期

●  不了解許多退休收益產品並不保證活到老、 

 領到老。
●  人性使然，只要可以就會延長壽命。

退休後所需的產品與服務多於預期

●  長照或醫療費用增加。
●  部分資產流動性不足，需要時無法立刻變現。
●  提款率過高。
●  不了解目前物價水準。

長
壽
風
險

消
費
風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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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退休金提領方式主要分成三類：1. 一次

領取、2. 投資專戶、3. 終身年金。各國依國情不

同而選擇不同做法，歐洲多半採取年金制、讓退

休族領終身，拉丁美洲國家則喜歡分期領取，亞

洲各國則有許多採納一次領取的設計。

第一種制度，退休族可以把錢一次領取出

來，存入銀行帳戶、投資基金或買保險等；許多

人會選擇直接把退休金轉成存款，像是香港的退

休族就會把九成的退休金直接放進銀行。但是，

依據施羅德集團的估算，單純握有現金並不夠，

可能到九十幾歲就沒錢了，或是哪一天不小心手

滑砸錢買車、旅遊，就會大大衝擊退休收益。

第二種制度，投資專戶的範疇很廣，從個

人退休帳戶（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  

IRA）、分期領取制度都算在內，重點就是讓保

戶可以分期領取款項，但不保障可以領終身。例

如南非、智利、澳洲等國設有提領上下限，避免

退休族囤錢或是用太快。受到世界銀行與諾貝爾

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大力推崇的智利退休金

制度，就是採用個人退休專戶制度，並且依據存

款規模、利率水準、年齡、家庭成員等因子設計

模型，計算每人每年可提領的退休金額度。

第三種制度，終身年金制度，只要還活著就

能持續領取退休金。年金制度還可以分成固定年

金，或是依據特定指標調整的變額年金，後者大

部分會跟通膨率掛勾，確保退休族領到的錢不會

被通膨吃光。廣受推崇的新加坡公積金制度就是

提供年金提領，透過把所有人的存款綁在一起，

規避生存風險。舉例而言，一個人活得太久，退

休金很可能不夠用，但如果所有人一起存，有些

人活得久、有些人活得短，兩者可以互補。

你可能會問，那這三種制度孰優孰劣呢？說

穿了，大家需要的無非是活得久也不用煩惱錢不

夠、掌握收益、物價漲也不用在意，用錢有彈

性。根據這些需求，我們可以看出，一次提領彈

性大，唯一可以規避長壽風險的只有固定年金。

但是如果在南非這種平均壽命低於六十歲的國

家，固定年金的功能就大打折扣，不如把錢釋放

長壽保障 淨成長
抵禦大幅

虧損的能力
抗通膨

（成本增加）

抗通膨
（物價突然

飆高）
彈性

一次提領

個人專戶

  

固定年金

應該可以滿足 不太可能滿足 看情況

哪一種提領制度最能滿足大眾需求？6表

資料來源：施羅德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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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給投資人自行運用。相形之下，個人專戶成

長空間與抗通膨的能力比另外兩者高，主要是因

為透過分散投資可以提高報酬率，報酬率高自然

也比較不怕被通膨吃光（見表六）。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幾點只能滿足基本需

求，拉高一個層次，許多人還希望收入可預期、

死後能留下財產、操作簡單、充足性（帳戶存款

可以換成多少收入）。

這時候就可以明顯看出為什麼許多人偏好現

金，因為現金流量容易預測、也可以留給子孫，

概念也十分單純，也是為什麼明明長遠來看，現

金成長性與抗通膨能力低，一次提領卻總是可以

在政策上獲取最大支持（見表七）。

由此可見，世界上並不存在完美的制度；在

政治上有利的制度，也未必是對退休族最好的設

計。施羅德研究團隊建議，各國在設計制度時，

第一要務應該是盡可能滿足人民「需求」，而不

是從眾滿足個人「慾望」。此外，由於單一制度

往往無法符合全部需求，政策設計應該綜合多種

做法，才能提供最完善的保障。

高齡化勢不可擋，隨著預期壽命延長，政府

必須看得更遠，不僅要確保民眾退休前存夠錢，

更要確保退休後持續創造收益。只有在彈性與保

障之間取得平衡點、在風險與報酬之間找到中心

點，才能讓每個人安養天年。

收入可預期 遺囑利益 單純 充足

一次提領

個人專戶

固定年金

應該可以滿足 不太可能滿足 看情況

現金最能滿足個人慾望7表

資料來源：施羅德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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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的解

釋，「養老」這個詞有三個意思。第一，是古代

的禮制，擇取年老而賢能的人，按時供給酒食，

並加以禮敬。第二，年老在家休養。第三，扶養

年老而不能自給的人。用白話文來說，就是人老

了給政府養、自己養或他人養。

過往，老人家多半期待「他人養」，也正是

所謂的「養兒防老」。隨著時代演進，政府為老

人設立社會安全網，即使沒有「他人養」的老

人，還能期待讓「政府養」。

然而，政府養，就等於是這個國家的所有年

謹記三準則，
給老後的自己一份最好的禮物

輕人一起養。隨著高齡化社會的來臨，全球65歲

以上的高齡人口占比高達8.5%，時至2050年更

將暴增至17%，下一代根本無力應對。台灣是快

速進入高齡化社會的國家之一，面對高齡化社會

的衝擊，是否真能安心依靠政府養，其實是個問

號。

更糟糕的是，退休金制度牽涉政治因素，修

改不易、難以與時俱進，往往是撒錢容易，收錢

難，結果就是苦了下一輩。施羅德集團分析多國

退休金固定提撥制度，發現多數國家退休金提撥

率不足，難以支應未來開支。

存款總額

Figure 1: The high cost of waiting 

 20,000 

 40,000 

 60,000 

 80,000 

100,000 

25 27 29 31 33 35 37 39 41 43 45 47 49 51 53 55 57 59 61 63 65 

每月存100元
總共投入49,200元

每月存197元
總共投入61,566元

從25歲開始固定存錢存到65歲 從40歲開始固定存錢存到65歲

10 Thaler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11 Towers Watson 2012 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 Sponsor Survey – October 2012.
12  The Impact of Auto-enrolment and Automatic Contribution Escalation on Retirement Income Adequacy – Jack VanDerhei, 

Employee Benefit Research Institute and Lori Lucas, Callan Associates – November 2010.
13 The Real Deal – 2012 Retirement Income Adequacy at Large Companies – AonHewitt.

等待的代價

資料來源：施羅德集團。

1表



13退休金準備手則

施羅德2017年退休準備關鍵報告

錢並非靜止不動，而是會不斷滾動生息。舉例而

言，第一年存一萬元，到了年底會增加兩百元的

利息；隔年計算時，年初的基數就變成一萬零

兩百元，年底可以領到四百零四元的利息，這一

萬零四百零四又變成明年的利息。以此類推，每

年基數不斷成長、利息跟著增加，越早存，領越

多。這就是複利的威力。

中間如果還持續投入，存款會增加得更快。

只要少喝一杯咖啡、少搭一趟計程車，經年累月

下來，將是一筆可觀的數字。也正因為如此，你

存的每一分錢都很重要。今天存一百塊或兩百

塊，或許只是一杯咖啡的距離，在複利狀態下，

四十年後就是一個名牌包的距離了！

追求成長是墊高保障的關鍵

除了要存夠錢，衝高成長率也是關鍵。衝高

收益可以彌補提存金額的不足。舉例而言，如果

你的目標都是要存到193,315元，在投資報酬率

4.5%的假設前提下，每個月要存241元；但如果

報酬率可以達到8.5%的高水位，每個月只要存

93元就夠了，每個月整整可以多吃一餐（見表

二）。換言之，千萬不要小看這些看似很小的數

字差額，長期累積下來，就會形成顯著的差距。

目標相同時，
報酬率越高越容易達標2表

到頭來，「養老」最好還是自己養。許多人

在人生路上，總忙著照顧他人，為國家、公司、

家人服務，卻常常忘了還要照顧退休後、終於能

恣意遊山玩水的那個自己。照顧自己、體貼自己

的第一步，就是認真替自己想好如何養老。

你可能困惑或者擔心，養老，聽起來好難、

好專業，如果自己不懂理財，是不是就不能好好

養老了呢？其實，養老說難也不難，只要回歸基

本公式，並且謹守三大準則，就能為老後的自己

留下最美好的禮物。

退休公式很簡單：

存款總額=提存金額 + 實質報酬

養老的終極目標，其實就是確保「存款總

額」能讓自己安享天年。多數人在退休之後，隨

即失去工作收入，因此如何在退休前讓存款總額

達到合理水位，成了養老的第一步。

施羅德集團綜合各項指標分析，如果在退休

時要擁有足夠的存款，大概需要存到退休前最終

薪資的十二倍，並且理想狀況下，退休金收入要

是最終薪資的六成。實際狀況因人、因地而異，

但在退休前透過定時存錢、穩健投資墊高存款總

額，絕對不會錯。

存錢越早越好

想存夠錢，要謹守的第一個準則就是「存錢

越早越好」。施羅德研究團隊分析數據指出，如

果從二十五歲開始存退休金，最後存到的錢會比

從四十歲開始存多五十%。換言之，如果你到

四十歲才想存養老金，又想跟二十五歲開始存的

人存一樣多，那別人一個月存一百塊時，你就得

存兩百塊（見表一）。

你可能會問：為什麼？一塊錢不就是一塊錢

嗎？怎麼會差這麼多？這是因為，存進銀行的

準 則

1

準 則

2

年報酬率 每月所需存款

4.5% 241

5.5% 192

6.5% 152

7.5% 119

8.5% 93

附註：假設存款目標為：193,315，存款期間從25
歲到65歲固定投入。資料來源：施羅德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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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存款、多元投資

可以因應風險

然而，除了看見高報酬率的好處，也別忘了

高報酬的反面往往是高風險。試想，假設你對一

筆投資的預期報酬率是50%，但最後慘賠50%，

是不是反而拉長了累積存款的時間？

別忘了，賠錢可不只是當下資產縮水如此單

純。由於存款變少了，明年度可以投資的金額變

少、必須要更高的報酬率才能把賠掉的錢補回

來。

  舉個簡單的例子，今天投資10元，隔天因

為市場波動賠掉5成、剩下5元，要漲回10元可

不只需要成長50%而已，因為現在基期只剩下5

塊，成長50%也才7.5元，要漲一倍才會回到原

始水位。換言之，今天跌掉一半，未來需要兩倍

的報酬率才補得回來，如果經濟沒有立刻反彈，

投資人可能只得摸摸鼻子、認賠殺出。

因此，控制風險可能比追求更高的利益還要

重要。然而，「風控」聽起來又是一番大工程，

讓許多人一頭霧水、不確定該如何下手。

施羅德集團專家建議，相較於單筆進場，定

期定額投資風險較小。有些人覺得固定撥一筆錢

很麻煩，到月底還得時時勒緊褲帶，不如有閒錢

的時候一次放一筆；但是長遠來看，一次性的大

筆提撥，時常容易失去抵抗風險的彈性。

定期定額投資可以幫助你因應風險，面對市

場波動。以新加坡的情境為例，假設唐先生在

2000年初投資15000元到新加坡股市，李先生則

在同一時期每年投資1000元、連續投資15年。由

於分散投資，李先生得以走過兩年熊市與市場崩

盤，最終多賺2000星幣的養老金（見表三）。

上述情境還是假設唐先生挺得過艱困時期，

撐到股市回溫、彌補虧損。實際上，經濟狀況差

的時候，很多人會在其他方面產生資金需求，被

迫在低點出場，那就賠得多了。

總金額

Figure 2: Investing regularly paves the way for a smoother out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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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每年投資一千元 唐先生2000年單筆15000元進場

$25,600

$23,600

定期定額投資讓報酬更穩健

資料來源：施羅德集團。

3表

準 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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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定期定額進場，多元投資也可以因應風

險。

高報酬看得人心癢癢，身邊的人單支股票一

漲就賺進大把鈔票、拿來請客多麼風光，難免想

直接殺進場內、把錢全部投進風險較高的單一資

產，但是拉長線來看，各種資產可望輪漲，一時

漲幅或許能帶小確幸，但若想安享天年，可不能

只想著請客吃飯。

表四就反映了過去十年來，報酬率最高的資

產其實年年換，如果這十年只投資房地產，2011

年一年就會慘賠26%，如前所述，這不僅是資產

跌掉四分之一而已，還會影響爾後存款累積的速

度。因此，還是老話一句，「別將雞蛋放在同個

籃子裡。」

多元投資除了可以將錢分散到股票、債券、

房地產、大宗商品、現金等資產，也可以依據特

性來分，像是跨產業投資、跨幣別投資，都可以

加強投資組合抵禦波動的能力。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房地產 1 4 6 1 6 7 1 6 1 6

股票 2 5 5 2 2 5 2 1 2 3

對沖基金 3 3 4 4 5 4 4 2 4 4

新興市場債 4 6 2 5 3 1 3 3 3 1

政府公債 5 2 1 6 4 2 5 5 6 5

現金 6 7 3 7 7 3 6 4 5 2

大宗商品 7 1 7 3 1 6 7 7 7 7

2006到2015十年間各資產類別報酬排名

資料來源：施羅德集團。

4表

養老是一場馬拉松，越早起跑，越是從容不

迫、越不擔心在終點線前跌倒。邁入高齡化時代

的現在，養老絕不僅是中老年人的課題，更是新

一代年輕人的課題。隨著人口結構持續老化，現

在二十來歲的年輕人很可能面臨國家年金制度無

法支應所有人退休生活的窘境，不如早點起跑，

給自己更多時間，輕鬆踏實地邁向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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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準備充足的退休金是所有人都將面臨的問題，同

時也激發各種想法。為了提供更具體而有用的資訊，我們

檢視英國過去300多年股票與債券發展史，測試各種提撥

方式、投資策略，以及退休金給付機制。我們發現退休金

提撥金額超過一定水準後，再向上提高提撥比率是不可行

的。想要擁有充足的退休金，降低投資績效的波動是最有

效的方式，因為此舉無需追逐不切實際的投資績效或提高

退休金提撥比率。

我們回顧1694年至今英國的股票、債券、利息，以

及通貨膨脹數據，並搭配不同的退休金儲蓄以及給付策略

進行計算。我們選擇英國，是因為該國擁有歷史最悠久的

可運用財經數據。我們認為涵蓋300年的數據才足以構成

有效的代表性樣本，其結果可能也適用於世界上其他的國

家。圖表中顯示早期的投資報酬表現與近年來的投資績效

相去不遠。儘管如此，我們無法確認早期數據的可靠性，

特別是1800年以前的數據。

關鍵問題在於人們退休後可以活多長的時間（壽命長

短）。本文假設退休金提領期為30年，此數字超過目前許

多已開發國家退休人員的存活率，但可能不見得是用於未

來的年輕世代。雖然我們認為對多數人而言長壽保險有其

必要性，但是我們並未將任何種類的長壽保險列入考慮。

對於總體環境，我們做了三個假設：一、在整個工作

生涯中，每年的調薪率為高於通貨膨脹率1%，就歷史的

角度而言，這個數字尚屬公允。二、以最終總薪資的65%

做為目標所得替代率，這個數字接近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簡稱OECD）建議的70%。三、採用英國零售價格指數

（Retail Prices Index，簡稱RPI），做為退休後的通貨膨

脹考量。

究竟要有多少儲蓄才能在退休後有合理的收入呢？我

們假設提撥比率是薪資(不扣除生活費與各中開支)的8%

（符合英國NEST國家贊助計劃2018年以後的目標），每

年薪資通膨較零售物價通膨高1%，且提撥金額完全投資

於英國股票；經過40年儲蓄後，總累積金額

約等於最後總薪資的7.5倍。

累積了這些儲蓄之後，接著我們估算經

過30年的提領，最後結餘的退休金相對於

退休前薪水的倍數是多少。假設退休後30

年間把錢都領光了，此時我們會以負值的方

式顯示退休金持續提領。表一顯示，以薪資

的8%做為提撥比率，且經過30年的提領之

後，最後會剩下多少的結餘。我們假設每年

提領的退休金是退休前薪資的42%，平均來

說在退休後的30年間，一開始累積的退休金

剛好會完全耗盡。當然，各種實際的結果可

能會有很大的出入，且景氣敏感度相當高。

如果我們採用更保守的投資組合，儘管

持續的報酬是充足退休金的
關鍵所在
Greg Cooper，施羅德澳洲投資管理執行長

以英鎊計價的
英國報酬率

1700年代 1800年代 1900年代
1694至

2015年代

股票的名目報酬率 6.2% 4.3% 7.8% 6.8%

債券的名目報酬率 5.2% 4.3% 5.2% 4.3%

60/40的名目報酬率* 5.2% 4.3% 7.9% 6.2%

通貨膨脹率 0.7% -0.1% 3.6% 1.4%

實質股票報酬率 5.2% 5.2% 5.2% 5.5%

實質債券報酬率 4.3% 1.1% 2.0% 5.5%

實質60/40報酬率* 5.5% 4.3% 1.1% 4.3%

* 表示為60%股票、40%債券的投資組合。資料來源：本文中所有的報酬率數據皆來自

於Global Financial Data。債券報酬率的替換：1695到1700年間使用英國央行基準利率

（BoE），1700到1932年間用60%英國統一公債加上40% BoE，1932到2015年間用英

國10年政府公債總報酬率指數。1962年起的股票數據，則是來自富時全股指數（FTSE All 

Share Index）。1947年起的通貨膨脹數據為英國零售價格指數。



17報酬率的持續性是關鍵

施羅德2017年退休準備關鍵報告

投資報酬的波動性會稍微縮小，退休金入不敷出的情況會

顯著惡化。舉例來說，由股債60/40配置的投資組合累積

的退休金，若以42%的所得替代率提領，平均來說最後

退休金將入不敷出，赤字會高達退休前薪資的6.8倍。若

是投資組合只投資英國債券，在此情況下最後退休金入不

敷出的赤字會高達退休前薪資的11.5倍。換句話說，股債

60/40配置投資組合累積的退休金，若要「剛剛好」在退

休後的30年提領完畢，所得替代率可能得下調至35%。

8%的提撥比率明顯過低，無法累積令人滿意的退休

金。假設投資組合100%投資股票，所得替代率為65%，

且在退休後30年剛好將所有退休金提領完畢，此時合理的

提撥比率會是多少？大約是12.4%。（見表二）

圖一：低提撥金額及資產報酬率波動大，讓退休金充滿不確定性

圖二：提高提撥以及提領比率只會增加不確定性

提撥金額：薪資的12.4%；提領：薪資的65%； 投資組合：全部投資股票。資料來源：第10頁圖表以及施羅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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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表 低提撥金額及資產報酬率波動大，讓退休金充滿不確定性
  

提撥金額：薪資的8%；提領：薪資的42%； 投資組合:全部投資股票。資料來源：施羅德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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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提高提撥以及提領比率只會增加不確定性

提撥金額：薪資的12.4%；提領：薪資的65%； 投資組合：全部投資股票。資料來源：第10頁圖表以及施羅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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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表 提高提撥以及提領比率只會增加不確定性

提撥金額：薪資的12.4%；提領：薪資的65%； 投資組合: 全部投資股票。資料來源：施羅德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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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來說，儘管這樣的退休金看似足夠，但長期提領

可能會使得實際的結果出現很大的差異。假設所得替代率

不變，但改用60%股票和40%債券的投資組合，此時提撥

比率必須上升到大約14.8%，但最後退休金是否足夠，結

果同樣會有很大的出入（見表三）。對比第一個四分位數

（非常好）與第三個四分位數（非常差），經過30年的提

領時間後，兩者剩餘的退休金分別是退休前薪資的正、負

14倍。100%股票的投資組合，其平均實質報酬率為每年

5.4%，而平衡型（60股/40債）投資組合一年僅4.8%，雖

然只是微小的差異，但對於結果卻有很大的影響。

此問題的關鍵在於，無論是較積極性的100%英國股

票策略，或較均衡的60股票/40債券策略，長期下來報酬

波動性都很大。同樣是假設14.8%的提撥比率、30年的提

領時間、以及65%的所得替代率，與其以固定的比率配置

股票或債券，長期而言反而是一致的實質報酬率才能有效

改善投資成果。假設實質報酬率為4.8%（與一般平衡型

基金的平均報酬率相同），經過30年的提領時間後，最後

退休金結餘仍有退休前薪資的16倍之多，且歷史統計數據

僅出現過一次入不敷出的情況，不僅赤字幅度很小，而且

是提領了29年才出現赤字。（表四）

結論很明顯，穩定的實質報酬率是充足退休金的最大

推手。能靈活調整投資策略以達到明確的實質報酬率目標

（必須採取主動式管理），是最重要的環節。

為了達到積極管理、靈活調整的目標，我們研究了不

同假設下退休金比率的敏感度。表五顯示，不同提撥比率

以及不同投資組合下，其退休金總額足夠讓我們提領30年

之中位數（也就是最後總薪資百分比）。

從圖表可知，提撥比率非常重要。在完全為公債的

投資組合下，提撥比率每上升2%，退休金收益大約可增

加6%。若為股債60/40的投資組合，則會增加9%；若為

100%的股票型投資組合，收益則會增加11%。此外，實

質報酬率每增加1%，退休金收益則可增加約2%。更令人

訝異的是，60%股票40%債券(實質報酬率4.8%)比完全

投資股票（平均報酬率5.4%）的中位數結果還要更好。

這個結果凸顯出投資風險的重要性。擁有4.8%平均報酬

率的平衡型投資組合，平均表現遠不及擁有4.8%實質報

酬率的投資組合。

基於人們願意或能夠儲蓄的金額有其實際之限制，我

圖三：降低投資組合的風險對縮小報酬波動性沒有幫助

圖四：報酬率穩定性改善退休金提領結果的一致性

提撥款：薪資的14.8%；提領：薪資的65%；穩定的報酬率4.8%。資料來源：第10頁以及施羅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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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表 降低投資組合的風險對縮小報酬波動性沒有幫助

提撥金額：薪資的14.8%；提領：薪水的65%；投資組合：60股票/40債券 。資料來源：施羅德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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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認為提撥金額的重要性比較低。高達12%至15%的薪

資提撥比率，反而可能讓投資人放棄退休金的儲蓄準備計

畫。報酬率的高低以及高、低報酬率實現的先後順序，相

形之下也變得更加重要。事實上，投資報酬率實現的先後

順序，決定退休金計畫的表現，這也是為什麼一致性的投

資表現，對於退休生活的保障如此重要。

從我們的分析可清楚地看到，若退休生活想要維持在

務實的水準，資產管理業者與民眾必須將重點放在締

造持續性的實質報酬率上。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設定

目標報酬率時，應該更實際且可行，並可運用絕對報

酬以及其他避險基金的策略，以及搭配獨立的波動性

管理策略。我們不會小看這個目標的困難度，一旦證

明此目標可行，我們就會努力達成。

圖三：降低投資組合的風險對縮小報酬波動性沒有幫助

圖四：報酬率穩定性改善退休金提領結果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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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穩定一致性意味著，我們較可能達到目標報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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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的報酬率可有效改善退休金結果

穩定而一致性的實質報酬率較可能達到退休目標

提撥金額：薪資的14.8%；提領：薪資的65%；穩定的報酬率4.8%。資料來源：施羅德集團。

結 論 

資料來源：施羅德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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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觀點 - 施羅德總裁巫慧燕專訪

施羅德2017年退休準備關鍵報告

台灣實踐

在參考國家差異以及實際準備的建議後，身處

在台灣的民眾，在目前的法令體制下，可以做

怎樣的準備？

施羅德投信長期關注台灣退休金制度以及準

備，發現國人有其盲點以及謬誤，以此提出專

業的建議。另外，發現國人的退休金準備過度

集中於儲蓄，活化程度不足，施羅德投信將介

紹簡單、效率的投資方式，期望幫助國人達成

目標，擁有幸福富足的退休生活。

PART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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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施羅德投信》與《遠見雜誌》合作的

「台灣世代退休觀念大調查」結果發現，台灣整

體大環境已改變，然而國人的行為和心態卻依

舊，不論哪一個世代，退休準備仍舊集中在勞保/

勞退基金，以及儲蓄或定存。

面對台灣不同世代的退休危機，施羅德投信

總裁巫慧燕觀察全球退休制度趨勢並結合集團經

驗，建議不管是勞工還是政府，從「A」ttitude

態度、「B」ehavior行動以及「C」hoice選擇三

部分著手，只要即早進行，相信每個人都能擁有

一定品質的退休生活。但不管如何，巫慧燕認

為，參與勞退提撥制度，是現在民眾儲存退休金

最簡單的第一步！

以下為她的專訪內容：

問：退休金議題近期沸沸揚揚，為什麼重要？準

備退休金要注意甚麼？

答：退休金準備當然重要，這甚至不只是國人面

臨的重要課題，全世界在人口高齡化的現下、同

樣是刻不容緩。通常退休金來源有三層，第一層

為法定公共年金，如勞保基金，僅提供最微薄的

基本生活費用；第二層為法定職業退休金，是雇

主與雇員共同提撥，如勞退新制；第三層為個人

自行儲備，也是退休生活是否充裕的關鍵，來自

於股債基金、保險等個人準備。

我們常說，這三層是「老年人經濟安全保障

架構」，也就是說，這三層是每個人退休金的三

大來源，除了第一層最基本的保障，第二、第三

層是決定我們退休生活品質的關鍵，面對越來越

專訪施羅德投信總裁 巫慧燕

參與勞退提撥制度，
是儲存退休金的第一步！

長壽的台灣，第二、第三層越形重要。

問：根據「台灣世代退休觀念大調查」，高達

65.1%的勞工贊成自行提撥，但可以看到的是實

際提撥比例卻仍然相對較低，請問這中間的落差

從何而來？

答：的確，根據勞保局104年最新的統計數字，

提撥率僅6.2%，非常低，顯見不管是政府、企

業以及個人都有很大的進步空間。至於民眾為何

不願意參與自提？根據我們和遠見合作的調查，

分析出三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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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認為自己沒有錢。根據調查結果，將

近5成的國人認為自己手上資產不夠多，無法進

行提撥。此外，仍有一成五的受訪者甚至不知道

可以自提或是不知如何申請自提。

第二，仍對勞退制度不甚了解。調查可以發

現，竟然有超過一半的勞工並不知道自願提撥的

「新制勞工退休金」專戶是獨立管理，甚至有兩

成勞工認為也會像勞保一樣破產！我相信這些錯

誤的觀念，是讓勞工沒有積極參與好制度的主因

之一。

一般人理解的勞保基金，也就是「確定給付

制」(Defined Benefit Plan)，也就是承諾勞工於

退休時支付定額之退休金，金額取決於勞工的年

資以及薪資，在支付的人口越來越少(少子化)，

以及領取的人越領越久(長壽)的影響下，不只是

台灣、世界各國只要是採DB制都會面臨破產的

危機；而我們現行的「確定提撥制」(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是全球趨勢，因為領取的退休

金額取決於企業以及個人提撥多寡及其報酬率，

簡單說，提撥越多，報酬風險控管得宜，退休時

可以領取的金額即有望越高，每個人專款專戶，

因此沒有破產疑慮。

第三，就投資標的上、民眾沒有其他選擇，

民眾也想自己參與、操作投資。從過去調查可以

發現，針對自願提撥部份，有超過四成民眾希望

自己決定投資標的，並願意自行負擔盈虧。

目前自願提撥的資金是由政府統一管理，保

障兩年定存利率，所以投資目標不能太積極。但

是，根據不同的生命週期，年輕時距離退休時間

較長，可以承擔更多風險以換取更高報酬；相反

的，距離退休時間越近，投資應偏向保守。但在

現行的架構下，每個人的投資都穿上一樣的「制

服」，的確需要讓民眾有更多選擇以增加提撥意

願。

問：許多民眾一聽到退休規畫就頭大，有沒有什

麼簡單的方式？

答：態度很重要！準備退休金，可說是一種

「A」ttitude，也應該成為一種習慣。年輕人應

先重新檢視自身的消費習慣、調整財務，並了解

自身的風險屬性、選定適合標的，然後以耐心、

長線設定投資目標。

最簡單的方法是開始有行為，也就是「B」

ehavior，除企業已經提撥的6%勞退新制之外，

勞工可以主動參與每月薪資提撥。就自願提撥來

說，這是全球的趨勢，且能遞延個人所得稅。所

謂聚沙成塔，如果以每個月三萬元的薪水計算，

只要每天省下60元，假設年化3%的報酬率，複

利效果下、30年即有機會存100萬，並不是難

事。

另外，為了克服人的慣性，政府可以考慮參

考美國制度，若勞工沒有反對、則自動設定勞工

加入自選機制。

最後是「C」hoice，也就是多元化投資標

的。根據施羅德集團的研究，退休後的可運用資

金要達工作所得替代率的三分之二，才能享有一

定品質的生活。這樣算來，提撥率至少要達到薪

資的15%，以每年3%的實質投資報酬率，經過

40年的時間，退休後才可達到所得替代率的三

分之二。而台灣民眾大多採定存儲蓄來準備退休

金，態度過度保守，並沒有透過效率投資增加財

富，也難以達成目標。

因此建議國人可考慮採以退休準備為目的的

生命週期基金，以不同生命階段投資不同類別標

的來準備退休金。國際上的作法是，在現有的勞

退管理方案下，如果雇員願意承擔更多的風險，

則開放勞工自選機制，以追求更理想的報酬。

另外，完整的自選平台除了維持現有政府

管理退休金方案外，也應多與民間業者合作，

由市場提供簡單且合理數量的退休產品，並考

慮參考美國個人退休帳戶(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 IRA)機制，提供遞延個人所得稅的誘

因，才可提高勞工參與提撥的意願，幫助民眾解

決退休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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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退ABC，預約幸福退休存摺

AAttitude 
態 度 CChoice

選 擇BBehavior
行 動

踏出第一步，

積極為退休金準備

改變消費觀念、退休準備成為習慣。

從教育著手，

提升全民「退休IQ」

提供手冊、手機APP，資訊流通更

廣。從學校推廣，也要求企業提供

退休制度教育訓練。

薪資參與提撥，

開始定期投資準備

企業提撥6%＋個人薪資提撥6%＋

個人第3支柱定期投資。

建立制度，

協助勞工參與

1. 以制度克服人性慣性，提供勞工

「自動加入」、「逐年加碼」等薪資

提撥機制。

2. 設立免稅投資帳戶，鼓勵勞工個

人投資，增加第3支柱退休準備金。

3. 創造銀髮族友善工作環境與再學

習／提升技能的機會，補充就業市場

短缺並活化銀髮族資產。

不同年齡，

選擇不同產品

年輕族群承擔較高風險，選擇積極成

長型商品；年長族群降低波動，選擇

保守收益型標的或延壽年金保單作為

退休後收益來源。

與民間業者合作　

開放勞工自選機制

除了維持現有政府管理退休金方案，

增加其他投資選項供勞工選擇。

1. 建立統一且具經濟規模可供自選退

休產品之平台。

2. 提供簡單且合理數量的退休產

品，如投資結果導向或生命週期產

品，並且建立完善之諮詢人員制度。

3. 就自選方案擬具日出條款，使相關

業者及公部門可提前預作準備，以為

國人籌備最完善之服務。

勞工

政府

資料來源：施羅德投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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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準備幾歲退休？」「目前離退休時間還

有多長？」「在退休金準備上有何困難？」

當被問到這些問題時，不曉得您心中會浮現

出哪些答案？根據遠見雜誌與施羅德投信2016

年合作的調查顯示，台灣四個年齡世代或許面臨

不同的生活理財困擾，但在退休金規劃上卻普遍

出現同一個問題：退休金來源單一，不是勞保勞

退，就是儲蓄或定存。

施羅德投信多元資產團隊副總裁莊志祥比

喻，這就像不同身高體重的人、卻都穿同樣大小

的制服，會不合身、無法滿足需求。

其實，不同世代的退休金準備重點本就不

同。比如年輕族群，距離退休時間長，優勢便是

「時間」，因此應該承擔較高風險，不論環境如

何變動，以時間換取空間，追求較高報酬、以增

加資產規模，累積退休資本。年紀大的族群，則

應該側重固定收益，透過本金持續投資，維持固

定領息。

善用多元資產策略  量身打造退休方案

對很多忙碌的現代人來說，要針對不同年紀

規劃退休金，不只繁雜、也未必能達到預期效

果。因此，不如交給專業團隊根據不同金融環

境、多元操作，不僅簡單，只要持續投資累積，

相信準備退休金不是難事。

莊志祥表示，退休金準備是一條很漫長的道

路，過程中更需要一定的報酬，否則將難以累積

夠用的老本。時間過程中的波動風險，可說是退

休金規劃的最大敵人。

因此，退休金的標的最重要的指標是低波動、

抗風險。因此施羅德集團在全球提供了一套創新的

「多元資產與投資組合解決方案(MAPS)」，打破

傳統的資產分類方式，重新以更為精確的多層次管

理系統，為不同需求的投資人創造一個更為有效率

的資產管理平台，有助於創造退休規劃所需的長期

報酬、較低波動與固定收益。

簡單來說，這個解決方案已經不是傳統的平

衡型(60%股票+40%債券)的組合，而是以結果為

導向的投資方法，以符合退休準備需求。我們不

僅進行資產配置，同時評估各類資產風險報酬特

性的基本面因素－亦即風險溢酬。每一個資產類

別都反映一種風險溢酬，亦即投資人承擔系統性

投資風險，可以換得多少的報酬。

某些資產類別傾向具備單一的風險溢酬特

性，例如抗通膨債券最容易受到利率風險的影

響。其他資產的報酬表現則同時取決於多種風險

溢酬，例如全球股市面臨經濟與通膨等多種風險

退休金準備解決方案一：

多元資產布局			
全方位打造長期退休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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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

而我們則依據八大基本面風險溢酬規劃研究

活動，每一個專責的研究團隊負責檢視與監控特

定風險溢酬，以確保研究分析與投資哲學的一致

性。此一跨部門研究流程涵蓋45位以上的專業

投資人員，其中包含投資組合管理、量化研究、

與經濟暨策略研究部門。上述研究團隊結合量化

與質性分析，運用共同的架構整合投資評價、動

能、與經濟週期等分析矩陣，以期持續評估各個

風險溢酬的投資吸引力。這八個研究團隊每個月

開會一次，討論策略性與戰術性資產配置，以此

作為投資組合的建構基礎。此外，我們亦與客戶

分享研究團隊的投資觀點。（見上表）

而施羅德投信所協助管理的類全委帳

戶，正是運用上述先進的多元資產投資策略

（MAPS），以幫助不同世代的人規劃退休準備

金。例如，千禧世代（35歲以下）及X世代（35

歲至50歲）可以選擇長期資本累積的增長型帳

戶；接近退休或已退休的黃金世代及退休世代則

可以選擇控制風險型帳戶，搭配每月、每季或每

年的現金撥回機制，以創造穩定的現金流。

國際級團隊屢獲大獎  
長線退休準備不可少

除了有一個效率的投資管理平台，畢竟退休

金準備是一段動輒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長的過

程，需要一個可信賴的團隊，讓投資人篤定。

施羅德投資集團為全球前50大與英國最大資

產管理公司之一，擁有豐富國際資產管理經驗，

多元資產團隊更成立近70年，參與全球主要退休

金管理，如香港強積金、澳洲超級年金與新加坡

公積金投資計畫之外，團隊並屢獲國際肯定*。

施羅德投信在台灣也與許多金融或壽險機構

合作，藉由全權委託管理帳戶，以投資結果為導

向的方式，提供各種退休金的解決方案。這種帳

戶為類全委投資型保單所連結的資產管理平台，

壽險公司為了協助不同族群做好退休規劃，除透

過此類商品來提供保險保障，更把帳戶委由專業

的資產管理公司來負責管理。

不同世代的退休理財問題不同，但有了創新

且更具彈性的多元資產管理策略，退休金規劃便

更加篤定。

8個風險溢酬研究團隊

股票 信用 期間 大宗商品 通膨 貨幣 波動度 策略

共同研究架構

投資價值 動能 經濟循環

資料來源 : 施羅德投資， 圖表僅用於說明目的。

● 2015亞洲資產管理雜誌—「最佳多元資產基金管理公司」大獎。

● 2015全球投資人雜誌—「年度最佳多元資產管理」大獎。

● 2015《指標》年度同級最佳基金公司—「多元資產收益」與「亞洲多元資產混合」兩大獎。

● 2014《指標》年度同級最佳基金公司—「多元資產收益」大獎。

● 2013年獲晨星評比為英國、瑞士、德國、挪威、西班牙、法國與芬蘭「最佳多元資產管理公司」。

* 資料來源：亞洲資產管理雜誌，該獎為截至2015年9月30日之公司表現；全球投資人雜誌，此為英國頒發獎項；指標雜
誌2014、2015年度基金獎，截至2014、2015年9月30日之公司表現，此為施羅德投資管理(香港)有限公司獲獎；晨星，獎
項評選期間截至頒發前一年度年底，以上資料為2013年所獲獎項。基金過去績效不代表未來績效之保證。

施羅德多元資產團隊屢獲大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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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退休金需要時間，而漫長等待過程中只

要稍有閃失，黑天鵝就會吃掉老本。該怎麼辦

呢？

直接投資安全又可靠的債券，以擁抱債息的

策略來避開市場波動，是目前市場上最夯的解決

方案。其中，以目標到期策略基金來布局新興市

場債券，會是低利時代較聰明的方式！

但何謂目標到期債券投資策略？

這種以「目標到期」為導向的投資策略，直

接訴諸債券「還本付息」的本質，一方面可以掌

握新興市場債具吸引力的收益率，另外持有債券

至到期日，可以大幅控制債券的各種風險。簡單

來說，累積債息、到期後取回淨資產，投資輕鬆

沒負擔，相信會是市場投資主流。

以YES策略佈局　簡單瞄準目標收益　

換個角度說，就是債券基金的設計，就是

類似於直接投資債券(類直投)的概念，聚焦於領

息、以及減少投資風險，適合單筆資金中長期規

畫，更是累積退休金的好方法。其中的內容，簡

單來說就是：「YES」！

退休金準備解決方案二：

目標到期策略基金，
瞄準新興市場債息又能避開波動

目標收益 （Yield）

以固定配息強調債息收益，特別是新興市場主權債

的債息收益率具吸引力，因此可望迎戰低利環境。

簡單投資 （Easy）

目標到期債券是持有債券至到期日，因此投資人不

需因市場波動而猜測何時出場入場，如果在沒有信

用風險下、原則上債券價格將隨著到期日接近而趨

近面額。也就是說，持有債券至到期、此類投資策

略會奉上屆時之基金淨資產，同時基金即終止，堪

稱是簡單又輕鬆的投資方式。

穩健配置（Solid）

施羅德投信特別主張以新興市場美元主權債與投資

等級企業債為主要標的，無新興市場匯率風險，且

以多元分散策略來降低單一債券的違約風險，有助

降低淨值波動度，讓投資更篤定。

Y

E

S

「YES」指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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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羅德投信在母集團的資源以及國際成功經

驗下，率先在2016年8月於台灣發行首檔採目標

到期投資策略的債券基金。之後，又根據台灣投

資人需求，量身打造主要投資新興市場投資等級

債的目標到期投資策略基金。

新興市場債利率較高　

嚴選標的有效掌握債息收益

施羅德投信會鎖定新興市場投資等級債，主

要是因為該類債券目前是投資的甜蜜點，有不錯

的收益率。以之前發行的產品來說，以目標到期

的策略布局，持債至30個國家以上，每個國家

投資比重不超過基金淨資產的15%，且非投資

等級公司債每檔投資比重都不超過基金淨資產

的0.85%，相對能降低風險，並有效掌握債息收

益。

施羅德投資新興市場債券團隊最高主管

James Barrineau表示，過去兩年新興市場債震

盪，但相信2017年會不一樣，因為當成熟市場已

經負利率，新興市場反而相對具有吸引力。

Barrineau指出，新興市場主權債殖利率可

達5%至6%，比已開發國家主權債高，投資誘因

強；更重要的是，目前已開發市場主權債的殖利

率偏低，一旦各國央行跟進美國升息，對價格將

形成更大衝擊。

也就是說，以成熟國家公債為主的債券投資

組合，不但面臨較高的存續期風險，同時，實質

報酬率也比較容易出現負值。

不過要留意的是，這類投資策略成功的關

鍵，還是在於經理團隊對債券的選擇以及風險控

管，才能達成預期還本付息的投資成果，投資人

仍應留心篩選具國際成功經驗值的經理團隊，才

能嚴控債券違約風險並有效掌握債息收益。

這裡要強調的是，目標到期債券投資策略與

一般開放式基金一樣，都由基金經理人進行主動

管理風險，並不是基金成立後採被動式管理。只

是目標到期債券投資策略強調低週轉率與一定時

間內持續持有，減少短線進出來克服市場震盪。

新興市場債券以目標到期債券投資策略與保本 / 護本型基金比較

特色 目標到期債券投資策略 保本 / 護本型基金投資策略

投資風格 低周轉率但主動管理風險 被動式管理（Buy and  Hold）

是否有到期日 是 是

主要報酬率來源 債息收益 債息收益

是否一定保本 否 不一定

匯率風險 較低 較高（通常以澳幣或紐幣計價）

違約風險 較高 較低

集中度風險 較低(持有80-120檔) 較高（多數僅持有10-20檔）

資料來源：施羅德投信，201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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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時間關心市場動態？」「不知道如何挑

選投資標的？」「擔心投資波動風險？」這三大

問題，往往是一般人最常見的退休金規劃困擾。

還好，有了新一代的「附保證」類全委保

單，這些憂慮都可迎刃而解！

類全委投資型保單，由於將保險所連結的投

資型帳戶全權委託給專業的資產管理公司代操，

可享有固定資產撥回現金的好處，成為近年市場

火紅商品。以2015年來說，投資型新契約保費收

入為3460億元，其中類全委保單保費就達2154

億，占比達62%。

但多了「附保證」三個字的類全委保單，又

是怎麼回事？

原來，附保證給付保單早已行之有年，其型

態分別有：保證最低死亡給付（GMDB）、保證

最低提領給付（GMWB）、保證終生提領給付

（GLWB）、保證最低收入給付（GMIB）、保

證最低累積給付（GMAB）等等。

早期，保險公司是靠再保機制或自行承擔投資

風險的方式來設計保單，但在低利率環境下，這類

保單的保費會因為再保費的提高而顯得更貴。

 退休金準備解決方案三：

	月月領，
「附保證」類全委保單
	滿足退休族需求

雙重防護網：因應退休＋資產傳承

後來，壽險公司通過與擁有操作附保證投資

商品經驗豐富的國際資產管理機構合作，以類全

委保單的方式來設計「附保證」功能，因此可以

達成保險身故保本、類月退俸的固定資產撥回，

以及高齡長壽下的最低年金保證給付等要件，大

大滿足了退休生活所需。

例如國內壽險業者便於2016年與施羅德投信

合作，在業界首創具身故保本與月撥回資產設計

的類全委保單。

舉例來說，A先生今年60歲，準備規劃退休

生活與保留資產給子女，因此將退休金500萬元

投入該保單，設定年金化年齡為95歲。假設他每

年皆穩定撥回資產約3.8％，且無匯兌差，以扣

除保單行政費後保價概算，每年約可領取撥回資

產18萬元！

假如A先生85歲過世，除過去25年已領金

額約450萬元，加上身故保本機制發揮強力防護

網，至少可返還原先投保的500萬元，合計至少

領取95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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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產品  三大特色適合退休族群
此創新設計適合退休族群，因其具備了三大特色：

以上資訊由施羅德投信提供，僅供參考，未經本公司許可，不得逕行抄錄、翻印、剪輯或另作派發。本公司當盡力提供正確之資訊，所載資料均來自或本諸我們相信

可靠之來源，但對其完整性、即時性和正確性不做任何擔保，如有錯誤或疏漏，本公司或關係企業與其任何董事或受僱人，並不負任何法律責任。本文提及之經濟走

勢預測不必然代表本基金之績效。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或同意生效，惟不表示絕無風險。基金經理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基金經理公司除

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亦不保證最低之收益，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本基金或有投資外國有價證券，除實際交易產生損

益外，投資標的可能負擔利率、匯率(含外匯管制)、有價證券市價或其他指標變動之風險，有直接導致本金發生虧損，且最大可能損失為投資本金之全部。有關基金應

負擔之費用(含分銷費用)已揭露於基金公開說明書或投資人須知中，投資人可至公開資訊觀測站/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中查詢。基金配息率不代表基金報酬率，且過去配

息率不代表未來配息率，投資人於獲配息時，宜一併注意基金淨值的變動；基金淨值可能因市場因素而上下波動。各相關配息時間依基金管理機構通知之實際配息日

期為準；實際配息入帳日以銷售機構作業時間為準。固定收益分配類型基金會定期將基金收益分配予投資人，投資人應當了解依其原始投資日期之不同，基金的配息

可能由基金的收益或本金中支付。任何涉及由本金支出的部份，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額減損。本基金配息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配息可能因利息收入、股息

收入、權利金收入或其他可分配收入尚未進帳或短期間不足支付配息，而有部分配息來自於本金的風險。基金配息之年化配息率計算公式為「每單位配息金額÷除息

日前一日之淨值×一年配息次數×100%」，且年化配息率為估算值。基金配息組成項目表已揭露於施羅德網站，投資人可至http://www.schroders.com.tw查詢。任

何債市都有匯率、利率與債信三個層面的機會與風險，單一國家與新興市場國家債市波動較大，投資人應衡量本身風險承受情形適度布局。投資於新興市場股票/債券

或高收益股票之相關基金通常包含較高的風險且應被視為長期投資的工具。這些股票/債券基金可能有流動性較差與信賴度較低的保管管理等風險。

施羅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11047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5段108號9樓

電話：02-27221868（客服專線：02-87236888）

http://www.schroders.com.tw　施羅德投信獨立經營管理

累積期間身故保本

於年金累積期間內，不論類全委帳戶投資績效如何，保險公司提供身故保證

保本與至少返還總保費(台幣保單係假設無匯差下)的機制，滿足保戶長期金

流規劃，且不用在意帳戶資產的起起伏伏，發揮資產傳承的功能。

月月領、滿足退休生活所需

這類產品設計的目的即為「月月領」，甚至淨值超過標準以上，則當次撥回

回饋保戶，類似於為投資人創造了勞保年金以外的另一種月退俸，以幫助退

休生活需求。

且為避免單位淨值低、恐影響身故保本或帳戶未來可能的獲利機會，因此特

別設計了當單位淨值低於一定金額時，則當次不撥回資產，確保不損及本金

及發揮保費最大效益。

保證費用反映於淨值，有利保戶掌握金流

有別於一般費用採外扣單位數作法，此保單身故保本保證費用直接於帳戶淨

值收取，且不收取保單管理費，降低對保戶持有單位數之影響，有利每月領

取撥回金額之掌握度。

特色1

特色2

特色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