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退休規劃準備

預約富足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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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需要退休規劃

∗退休規劃的步驟及方法

∗退休規劃常用的理財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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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未來-

能夠靠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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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人人類類類類越越越越來越長壽來越長壽來越長壽來越長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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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卻越想提早退休可是卻越想提早退休可是卻越想提早退休可是卻越想提早退休…………

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處



年別 69年 84年 89年 114年 122年

中華民國 4.20 7.50 8.40 16.5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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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子女孝養的比例卻…

年別
84年 114年

年齡結構（﹪）
扶養比

年齡結構（﹪）
扶養比20~64歲人

口比
65歲人口

比
20~64歲人

口比
65歲人口比

中華民
國 59.1 7.5 12.7 63.0 16.5 26.2

�扶養退休人口的負擔正與日俱增…
�養兒防老的觀念不再
�養兒『妨』老 → 養老防兒

扶養退休人口的負擔正與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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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來看，通貨膨脹一定會發生、是侵蝕退休金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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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膨壓力來襲，錢越來越薄

�35年後的1000萬元，
可能只等於現在的500萬元，
或只有250萬元。

�假設每年物價上漲2%，
35年後就會上漲1倍；
若年增率是4%，
物價則會上漲3倍。



∗退休後生活選擇更多元

∗政策不斷改變，投資環境變化快，

不確定性提高

∗投資理財工具推陳出新、琳瑯滿

目，無所適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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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規劃自己來退休規劃自己來退休規劃自己來退休規劃自己來



理財規劃理財規劃理財規劃理財規劃

－－－－預約富足人生預約富足人生預約富足人生預約富足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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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生活消費：食（三餐）、衣、住（水費、電
費、瓦斯費、通訊 費）、行

∗ 醫療費用：根據統計，老人醫療支出佔老人家庭總

支出的比重超過五分之一

∗ 休閒消費：旅遊、外食、與朋友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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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自己的退休需求



∗ 退休後想過怎樣的生活？

∗ 每年需要多少費用支出？

∗ 預計幾歲要退休？還有多久可以準備?

∗ 預計要支應多久的退休生活？

∗ 預計可以領到多少的退休給付？

∗ 目前有多少資產？

∗ 每月還需儲蓄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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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前的準備退休前的準備退休前的準備退休前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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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自己退休金缺口多少？
�由於每個人退休時點不同由於每個人退休時點不同由於每個人退休時點不同由於每個人退休時點不同，，，，建建建建
議您應估算退休後議您應估算退休後議您應估算退休後議您應估算退休後：：：：

1111：：：： 平均每月能領到金額約多少平均每月能領到金額約多少平均每月能領到金額約多少平均每月能領到金額約多少？？？？

2：：：： 這筆資金和其他退休金財源這筆資金和其他退休金財源這筆資金和其他退休金財源這筆資金和其他退休金財源
合計是否足夠因應理想退休生合計是否足夠因應理想退休生合計是否足夠因應理想退休生合計是否足夠因應理想退休生
活所需活所需活所需活所需？？？？

如果不足如果不足如果不足如果不足(  (  (  (  1 ＜＜＜＜ 2 ))))，，，，

退休前則應多準備退休金退休前則應多準備退休金退休前則應多準備退休金退休前則應多準備退休金

2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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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年金 我還要自存退休金嗎？

�範例範例範例範例：：：：
假設私校助理教授每月薪水6.7萬元，每年薪資成長2.6%，退
休前薪資是8萬元，每月提撥私校退撫儲金年平均報酬率4%，
累積30年後每月退休金為2.8萬元，每月能領取退休金總額每月能領取退休金總額每月能領取退休金總額每月能領取退休金總額：：：：

若以達到世界銀行認同的若以達到世界銀行認同的若以達到世界銀行認同的若以達到世界銀行認同的所得替代率所得替代率所得替代率所得替代率7～～～～8成成成成水準為退休目標水準為退休目標水準為退休目標水準為退休目標

�月退休金為月退休金為月退休金為月退休金為2.8萬元萬元萬元萬元，，，，所得替代率為所得替代率為所得替代率為所得替代率為35%(2.8÷÷÷÷8=0.35)。。。。

�假設公保養老給付約可提供假設公保養老給付約可提供假設公保養老給付約可提供假設公保養老給付約可提供20%的所得替代率的所得替代率的所得替代率的所得替代率，，，，則每月可領則每月可領則每月可領則每月可領
取取取取公保養老給付公保養老給付公保養老給付公保養老給付1.6萬元萬元萬元萬元。。。。



�設定退休財務目標(每月生活所需)

�退休時每月能領取退休金總額

∗ 預估公保養老給付預估公保養老給付預估公保養老給付預估公保養老給付

∗ 預估預估預估預估私校退撫新制私校退撫新制私校退撫新制私校退撫新制退休金退休金退休金退休金

=目前退休金準備不足金額目前退休金準備不足金額目前退休金準備不足金額目前退休金準備不足金額(退休金缺口退休金缺口退休金缺口退休金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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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您的退休金缺口

1.6萬萬萬萬

6.4萬萬萬萬

2.8萬萬萬萬

?

元元 元元
元元 元元

元元 元元
元元 元元

瞭解退休金缺口約多少後瞭解退休金缺口約多少後瞭解退休金缺口約多少後瞭解退休金缺口約多少後，，，，
再估算出距離退休還有再估算出距離退休還有再估算出距離退休還有再估算出距離退休還有多少時間準備退休金多少時間準備退休金多少時間準備退休金多少時間準備退休金，，，，
即可計算出即可計算出即可計算出即可計算出每月需拿出多少錢來自存退休金每月需拿出多少錢來自存退休金每月需拿出多少錢來自存退休金每月需拿出多少錢來自存退休金！！！！



退休理財規劃關鍵因子退休理財規劃關鍵因子退休理財規劃關鍵因子退休理財規劃關鍵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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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時間時間時間：愈早開始，愈輕鬆

�複利複利複利複利：利滾利，若投資報酬率為7%，10年本金多出1倍

�報酬率報酬率報酬率報酬率：微利時代，慎選投資標的

�儲蓄力儲蓄力儲蓄力儲蓄力：提升儲蓄為創富作準備

�資產配置資產配置資產配置資產配置：：：：

(1)了解各類資產本身的特性

(2)不同資產類別間的相關性

(3)量身打造屬於自己的最佳資產配置組合 (依年齡調整)

(4)注意分散風險(5)以提升長期投資績效為主



長期投資複利效果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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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定額存到第一個1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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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規劃

常用的理財工具

19



20

投資理財工具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退休基金協會網站

投資是在風險與報酬中取得平衡投資是在風險與報酬中取得平衡投資是在風險與報酬中取得平衡投資是在風險與報酬中取得平衡
報報
酬酬
率率

風險風險低低低低 高高高高

高高高高

• 銀行存款

• 股票型基金股票型基金股票型基金股票型基金、績優股
• 房地產

• 成長型股票
• 投機型股票

• 跟會

• 賭博
• 期貨、選擇權、預售屋

• 政府公債
• 貨幣市場工具

1

2

3

4 • 公司債券、債券基金債券基金債券基金債券基金
5

6

7

8

9

10

11



理財工具理財工具理財工具理財工具

．資金變現容易

．資金運用彈性高

．報酬率較高 ．風險較高

  股

．需研究產業前景

  業財務狀況定期

  場,調整資產組合

．可依景氣變化調整

  穩健投資人．依不同年齡需求，

  配置不同風險程度

  投資

  功能性工具

  保障

低 ．★．人生不同階段可受 ．較無彈性

．選擇總類多 ．稍微能承受風險

中等 ．★

★

．需要定期注意市

．資金可做不同期/

  同幣別定存

．利息所得超過27

  計入個人所得計

保險保險保險保險

．安全性高 ．臨時需要資金時 ．適合年齡層客戶

優點優點優點優點 缺點缺點缺點缺點 適合民眾適合民眾適合民眾適合民眾 風險風險風險風險

定存定存定存定存

．安全性高 ．較無法累積資金 ．保守型客戶

低 ．★

高 ．★★

★
股票股票股票股票

基金基金基金基金

  股研究以興趣者

．適合積極型，且

  財經產業動態、

  持股

．隨時可以進出場

21

退休族投資理財工具

資料來源：Smart致富月刊密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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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基金幫你穩穩賺



基金之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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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投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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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數年數年數年數 

單年報酬率單年報酬率單年報酬率單年報酬率 
5 年年年年 10 年年年年 20 年年年年 

8% 739,667 1,841,657 5,929,472 

10% 780,824 2,065,520 7,656,969 

12% 824,864 2,323,391 9,991,479 

 25

定期定額投資 點滴累積財富

以複利計算以複利計算以複利計算以複利計算，，，，每月投資每月投資每月投資每月投資10,000元的累積成果元的累積成果元的累積成果元的累積成果（（（（元元元元））））

選擇績效穩健的投資標的定期定額投選擇績效穩健的投資標的定期定額投選擇績效穩健的投資標的定期定額投選擇績效穩健的投資標的定期定額投
資資資資，，，，時間越長時間越長時間越長時間越長、、、、複利效果越驚人複利效果越驚人複利效果越驚人複利效果越驚人，，，，小額小額小額小額

也能累積大財富也能累積大財富也能累積大財富也能累積大財富！！！！

假設每月存假設每月存假設每月存假設每月存10,000元元元元，，，，即一年存即一年存即一年存即一年存12萬元萬元萬元萬元，，，，在年報酬率在年報酬率在年報酬率在年報酬率8%、、、、10%、、、、12%情形下情形下情形下情形下，，，，經過五年至二十年累積的財富情形經過五年至二十年累積的財富情形經過五年至二十年累積的財富情形經過五年至二十年累積的財富情形。。。。



掌握定期定額獲利的重要觀念

26

耐心長期投資耐心長期投資耐心長期投資耐心長期投資，，，，才能達到原先預設的理財目標才能達到原先預設的理財目標才能達到原先預設的理財目標才能達到原先預設的理財目標，，，，
享受資產成長的複利效果享受資產成長的複利效果享受資產成長的複利效果享受資產成長的複利效果。。。。

逆勢操作逆勢操作逆勢操作逆勢操作，，，，低檔加碼扣款低檔加碼扣款低檔加碼扣款低檔加碼扣款，，，，在市場悲觀時定期定在市場悲觀時定期定在市場悲觀時定期定在市場悲觀時定期定
額持續扣款額持續扣款額持續扣款額持續扣款，，，，或增加扣款金額或增加扣款金額或增加扣款金額或增加扣款金額，，，，以累積更多單位以累積更多單位以累積更多單位以累積更多單位
數數數數，，，，以達攤低投資成本的效果以達攤低投資成本的效果以達攤低投資成本的效果以達攤低投資成本的效果。。。。

定期檢視投資狀況定期檢視投資狀況定期檢視投資狀況定期檢視投資狀況，，，，建議每建議每建議每建議每3~6月定期檢視自己的月定期檢視自己的月定期檢視自己的月定期檢視自己的
投資狀況即可投資狀況即可投資狀況即可投資狀況即可。。。。

選擇適合的基金選擇適合的基金選擇適合的基金選擇適合的基金，，，，建立適合自己的核心投資組建立適合自己的核心投資組建立適合自己的核心投資組建立適合自己的核心投資組
合合合合。。。。沒有達到理財目標前沒有達到理財目標前沒有達到理財目標前沒有達到理財目標前，，，，不輕言贖回不輕言贖回不輕言贖回不輕言贖回。。。。

選擇好的基金選擇好的基金選擇好的基金選擇好的基金，，，，基金規模夠大基金規模夠大基金規模夠大基金規模夠大，，，，績效要好績效要好績效要好績效要好，，，，而且而且而且而且
基金公司富有信譽基金公司富有信譽基金公司富有信譽基金公司富有信譽，，，，基金才不容易被清算基金才不容易被清算基金才不容易被清算基金才不容易被清算。。。。中華民國退休基金協會中華民國退休基金協會中華民國退休基金協會中華民國退休基金協會



定期定額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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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定額--平均成本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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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不同階段如何投資基金



�定期定額方式能分攤市場下跌風險，投資標的可以波動度大
的股票型基金為主。

31

定期定額可優先選擇股票型基金



∗ 以100減掉投資人的年齡，則為應投資於股票型基金
的比重

∗ 若再將風險屬性考慮進來，則較積極者酌增10%，較
保守者酌減10%；

∗ 最後，再加上多頭酌增10~20%，空頭酌減10~20%的
調整，成為該投資人合適的投資組合。

32

年齡投資法



∗ 小張40歲，以100-40=60，可建議投資60%資金於股
票型基金

∗ 若小張之風險態度屬於較積極者，且小張對未來的
經濟情勢中度樂觀的話，則可建議投資：

60%（年齡法）+10%（積極者）+10%（對盤勢樂觀）

=80%於股票型基金

∗ 若小張屬風險保守者，且對未來股票市場不看好，
不妨建議投資：60%（年齡法）−10%（保守者）−10%
（對盤勢悲觀）=40%於股票型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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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年齡投資法



2015/5/134

核心vs.衛星架構

生化醫療

高科技

新興市場

成熟市場

•波動度大
•投資比重低
•調整頻率高

•比重≦30%

衛星型衛星型衛星型衛星型

•波動度小
•投資比重高
•調整頻率低

•比重≧70%

核心型核心型核心型核心型

投
資
策
略
層
面

投
資
執
行
層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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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基金的條件分析基金的條件分析基金的條件分析基金的條件

1.選擇基金公司：經營績效、服務及規模

2.基金經理人：學、經歷背景、操作經驗及個人操守

3.投資區域：該區域的經濟前景

4.投資標的：是否有獲利潛力

5.操作績效：投資報酬率及基金排名

6.所需費用：比較不同基金收費標準



如何選基金(1)—跟景氣循環挑基金

36



如何選基金(2)—利用基金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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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挑基金(3)—利用4433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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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網官網官網官網：：：：投信投顧公會投信投顧公會投信投顧公會投信投顧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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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網官網官網官網：：：：投信投顧公會投信投顧公會投信投顧公會投信投顧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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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績效評比基金績效評比基金績效評比基金績效評比



定期定額投資之迷思

42

�隨時買,隨便買,不要賣?

�長期投資,買了就不要管?

�一旦出現虧損,就停扣?

�獲利了結後,換另一檔基金扣款?

�現在流行什麼就買什麼一定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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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F簡介、特色、優勢、風險

－ETF的管理方法



面對投資，您是否也擔心…



�不論是股票或基金，可投資標的均已超過上千檔，到底要買那一檔?

�當標的越來越多、類股輪動越來越快，如何從中挑選會為您帶來獲利的標的?

股票股票股票股票股票股票股票股票、、、、、、、、基金基金基金基金基金基金基金基金....何者較佳何者較佳何者較佳何者較佳何者較佳何者較佳何者較佳何者較佳 ??

上市股票 758 檔

上櫃股票 549 檔

興櫃股票 235 檔

想買股票? 想買基金?

合計合計 1,5421,542 檔檔 合計合計 1,5301,530 檔檔

境內基金-股票型 174 檔

境內基金-其他類型 352 檔

境外基金 1,004 檔

資料來源：證交所、櫃買中心(2010/04) 資料來源：投信投顧公會網站(2010/04)



您確定買到的蘋果都是好的嗎您確定買到的蘋果都是好的嗎您確定買到的蘋果都是好的嗎您確定買到的蘋果都是好的嗎您確定買到的蘋果都是好的嗎您確定買到的蘋果都是好的嗎您確定買到的蘋果都是好的嗎您確定買到的蘋果都是好的嗎??

資料來源：Lipper，寶來投信整理(2010/03)   註：基金分類以各類國內股票型基金為準

國內上市股票型基金各年度績效連續擊敗大盤檔數統計國內上市股票型基金各年度績效連續擊敗大盤檔數統計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基金總檔數基金總檔數基金總檔數基金總檔數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1998 64 59 46 26 18 9 1 0

1999 86 65 38 29 10 2 0

2000 100 53 35 10 2 0

2001 120 88 33 7 3 2 0

2002 129 45 10 6 5 2 1 0

2003 138 25 8 6 2 1 0

2004 144 47 43 16 7 1 0

2005 147 141 63 35 12 4 3

2006 150 66 37 14 5 3

2007 156 101 48 19 10

2008 169 68 30 13

2009 181 92 29

2010 185 46

� 每年能擊敗加權指數的基金皆不同，而能連續五年以上擊敗指數的基金更是寥寥可數！

� 以1998年為例，當年度64檔基金當中，績效優於大盤者共計59檔，

� 1999年持續擊敗大盤者剩46檔，2000年再持續擊敗大盤者僅26檔，自1998年起連續五年績效

擊敗大盤者僅有9檔基金。



∗ ETF，英文原文為Exchange Traded Fund，中文簡稱
為「指數股票型基金」

∗ ETF的意思就是此基金以貼近某指數為目標，讓投資
人投資ETF就像是投資該指數一樣，可以直接參與指
數的報酬表現，並且又可以像買賣股票一樣交易基
金。

ETF的基本介紹的基本介紹的基本介紹的基本介紹



∗ 與共同基金一樣，是由一籃子的標的組成，所以有
風險分散的效果

∗ 可在集中市場進行交易，交易方式和交易時間完全
與股票相同

∗ 具有共同基金投資標的多元化的優點，又有股票靈
活交易的特性

股票與基金的綜合體股票與基金的綜合體股票與基金的綜合體股票與基金的綜合體
特色一特色一



ETF是追求與追蹤指數績效相同為目標，重點在與指
數的連動性上，不因經理人主觀判斷或其它消息
面、政治面因素而改變持股內容，好處在於能夠大
幅降低管理費用

∗ 下圖是國內一般基金與ETF的管理費比較

被動式管理被動式管理被動式管理被動式管理

表格 1 國內 ETF 與一般共同基金之平均管理費用比較 

基金類型 ETF 股票型基金 債券型基金 平衡型基金 

年管理費 0.3%~0.40% 1.15%~1.6% 0.40%~0.45% 1.00%~1.20% 

    

特色二特色二



∗ 交易方式就像股票一樣，價格隨市場供需機制跳動，投資
人只要透過一般股票經紀商，不論是融資融券或是當沖都
可以操作

類似股票的交易方式類似股票的交易方式類似股票的交易方式類似股票的交易方式
特色三特色三



∗ 以複製指數表現為目標，其投資組合內容與標的指數成分
一樣，可讓投資人清楚的知道自己到底買了什麼產品，相
較於不夠透明的一般傳統基金，ETF可算是相當令人放心
的商品。

投資組合透明度高投資組合透明度高投資組合透明度高投資組合透明度高特色四特色四



次級市場交易：ETF & 股票交易機制異同

股票股票股票股票 比較項目比較項目比較項目比較項目 ETF

週一至週五上午9:00至下午1:30 交易時間交易時間交易時間交易時間 週一至週五上午9:00至下午1:30

可透過任何合法證券商下單買賣 買賣方式買賣方式買賣方式買賣方式 可透過任何合法證券商下單買賣

7% 漲跌停限制漲跌停限制漲跌停限制漲跌停限制 7%

千分之三 交易稅交易稅交易稅交易稅 千分之一

上市六個月之後 信用交易信用交易信用交易信用交易 一上市即可

不可(台灣50指數成份股除外) 平盤以下融券放空平盤以下融券放空平盤以下融券放空平盤以下融券放空 可

申報時間為交易日下午1:40~2:30，於

下午2:30集合競價。申報價格及漲跌

幅與當日普通交易相同。

零股交易零股交易零股交易零股交易

申報時間為交易日下午:40~2:30，於下

午2:30集合競價。申報價格及漲跌幅與

當日普通交易相同。

新台幣50以下為0.05元

新台幣50以上為0.1  元 升降單位升降單位升降單位升降單位
新台幣50以下為0.01元

新台幣50以上為0.05元

千分之1.425以內(由證券商自行訂定) 手續費手續費手續費手續費 千分之1.425以內(由證券商自行訂定)

有 除權除權除權除權 無

有 除息除息除息除息 有



指數化投資致勝之道

名目成本 指數基金 一般股票型

基金經理費基金經理費基金經理費基金經理費 0.70% 1.60%

基金保管費基金保管費基金保管費基金保管費 0.10% 0.15%

指數授權費指數授權費指數授權費指數授權費 0.05% 0

申購手續費申購手續費申購手續費申購手續費 0.80% 1.50%

小計 1.65% 3.25%

隱藏成本 指數基金
一般股票型

平均 最高

基金週轉率基金週轉率基金週轉率基金週轉率買進買進買進買進 118% 340% 1937%

賣出賣出賣出賣出 40% 305% 1904%

小計 0.35% 1.83% 11.19%

資料來源：投信投顧公會網站，2009年
註：指數型以寶來加權股價指數基金為例；一般股票型以2009年統計國內股票型基金173檔為例。

台灣經營之神王永慶：「賺一塊錢還不是你的，省一塊才是。」台灣經營之神王永慶：「賺一塊錢還不是你的，省一塊才是。」



ETF投資運用與交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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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氣對策信號投資法景氣對策信號投資法

∗∗區間交易投資法區間交易投資法

∗∗定期定額投資法定期定額投資法

∗∗定期定額定期定額++停利機制投資法停利機制投資法

∗∗定額定價法定額定價法



景氣對策信號—投資環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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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愈簡單愈好」—邱沁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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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0050ETF(台灣50強指數)
• 搭配「景氣對策信號分數」
• 法則:212買,282賣

212買法則:買上一之景氣高峰時燈號分數最
高的1/2,且連續出現2次(個月),買進點

282賣法則:當月景氣對策分數出現28分以上

,且一連出現2次,表示景氣可能已趨熱
,可開始獲利了結(賣出)。



區間交易投資法
利用事件操作法

�台股容易受到非經濟因素的影響,造成指數的超漲超跌 !

�非經濟因素利空所形成的超跌景況，往往是市場醞釀下一波反彈的機會。

資料來源: Bloomberg



區間交易投資法

利用事件操作法

資料來源: 寶來投信整理



區間交易投資法
�當貨幣供給M1b突破零軸趨勢向上時，買進指數型商品；反之亦然。

利用經濟指標操作法

資料來源: Bloomberg



投資風暴下的避風港-定時定額



「定期定額＋停利機制」投資法

無論是規劃子女的教育基金或是退休金，定期定額都是積少成
多的簡單投資術，如再配合停利機制，下列各段期間都有多次
10％停利的機會，在經歷多頭�空頭�多頭股市循環時，雖然
大盤出現負報酬，不過長期的「定期定額＋停利機制」投資仍
然可以提供您獲取正報酬的機會。

時間 指數區間 趨勢方向 大盤漲跌
定時定額累

計報酬率
扣款次數

期間累計報酬率

在10%以上次數

84/8~86/8 4,474~10,256 空空空空����多多多多 102.84% 55.36% 25 17

86/8~89/2 10,256~10,393 多多多多����空空空空����多多多多 -3.29% 22.54% 31 5

89/2~93/3 10,393~7,315 多多多多����空空空空����多多多多 -33.07% 19.35% 50 4

90/10~93/3 3,412~7,135 空空空空����多多多多 67.09% 27.09% 30 13

資料來源: Bloo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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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價定額法 (標的:0050)

∗台指落在6000~9000點(42~63): 每個月買一
張

∗台指低於6000:每個月買2張

∗台指高於9000:每個月賣1張

∗台指跌破4000(<30):可把全部之錢買0050

只買一支股票,勝過18%--施昇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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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型基金是定期定額的最佳投資工具

以投資「波動性」角度

�指數投資乃典型靠天吃飯的產品，而指數化投資收益跟隨市場波

動，高波動的產品可透過定期定額來降低風險。

以投資「紀律性」角度

�指數型基金操作方式以複製標竿指數為主，可避免經理人主觀判

斷追高殺低。

以「長期投資」角度

�指數型基金長期收益穩定，可作為分享經濟成長的投資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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