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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談到台灣人的財務健康，一般所知的狀況並不能代表全貌。根

據收入與工作機會的分布來看，台灣的經濟實屬多元。因此，

對於民眾如何管理每日收支，如何為買房置產、子女就學、退

休等長期目標做準備，以及如何避免常見的財務風險，很難一

概而論。

為避免刻板印象與概括表述，保德信人壽近期調查了一千名

年齡介於 25 到 70 歲民眾，詢問他們的財務健康狀況。此份

＜2019 保德信台灣民眾財務健全概況調查＞旨在評估每位受訪

者的客觀財務健康狀況，包括資產、負債、收入等，也希望能

夠了解他們對於自身財務健康的看法，例如：自己管理財務的

能力、有沒有把握可以達成重要的財務目標。

這份財務健全調查發現台灣民眾有許多共同點，舉例來說，多

數受訪者認為準備退休儲蓄是重要的財務目標。然而，調查也
顯示了台灣民眾間的極大差異。大多數人有財務壓力，很難同
時兼顧生活開支與為長期目標儲蓄。此外，對於自身財務健康

的認知也有著極大的差異，僅有四分之一的人對未來的財務情

形抱持樂觀態度。屬樂觀那一派的人覺得，在健康允許的情況

下，退休後還是會繼續工作。但退休理應是好好放鬆、享受人

生的時候。民眾也有喜歡拖延的傾向，覺得可以等到明天再為

財務目標努力。整體來看，許多人沒有把握能達成財務目標，

而且對於未來的財務情況也感到相當擔憂。

可以確定的是，不是只有台灣面臨這樣的問題。當人口老化，

高齡人口越來越多，這使得世界各國的政府與企業須因應逐年

成長的退休需求。也因此，現代人更應該提前規劃並管理退休

生活，因為這可能成為財務壓力的來源之一。

所幸台灣民眾對接受財務教育有極大的興趣，想學習如何達到

財務健全。這代表金融服務業和台灣的雇主們有絕佳的機會提

供這類的服務。調查受訪者指出，他們覺得由雇主提供的財務

健全教育課程會很有幫助，而且也會增加他們的留任率。

保德信人壽致力於協助台灣民眾改善財務健康，藉由提供完整

的財務教育課程，並根據個人需求，提供創新的產品與服務。

這不只需要深度了解民眾客觀的財務健康狀況，也需要知道他

們對自身主觀的認知與目標。我們希望可以透過這樣的研究獲

取洞見，讓我們的客戶服務做得更好。

泰迪倫 (Dylan J. Ty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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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題對象為覺得財務是主
要壓力來源的受訪者，受訪
者並且可以複選壓力來源。

三大 
財務壓力來源* 

生活開銷
57%

退休儲蓄
49%

繳納房貸
25%

許多台灣人對自身財務狀況感到擔憂

在台灣，有近三成的人 (29%) 覺得財務吃緊，民眾的前三大壓
力來源分別為：財務問題 (34%)、工作 (27%)、健康 (21%)。
雖說有 61% 的人認為自己財務穩定，但只有 9% 的人認為自己

財務安全。 

目前財務狀況 

財務壓力的主要來源，立即性與長期的擔憂都有：生活開銷 
(57%)、退休儲蓄 (49%)、繳納房貸 (25%)。年紀較輕的族群

(25 歲至 40 歲) 與收入較低之家戶感受到最多壓力，他們的主

要壓力來源為應付日常開銷與退休儲蓄。而隨著年齡增長，健

康則成了最大的壓力來源。

主要壓力來源 

就算是已退休人士也會擔心財務健康。每十位退休人士中就有

將近四位 （38%） 表示退休後的財務狀況較退休前差。

在台灣，每三個人就有一人沒有能支應緊急情況的存款。若

遇到緊急狀況需要支出時，多數人都會轉而使用原本要做其

他用途的儲蓄，這就可能增加財務壓力。有些人可能因無法

應付日常開銷或繳納全額信用卡帳款，而背負高額利息。有

些人可能會動用退休儲蓄以因應緊急開支，犧牲了長期財務

健全。

■ 財務安全

■ 財務穩定

■ 財務吃緊61%

29%

9%

財務

Major Sources of Stress

34%

27%

21%

14%

3% 1%

工作 健康 家庭 感情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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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存款

綜合上述與本調查的其他發現，在在顯示許多民眾需要協助，

才能增進財務安全，降低財務壓力。

許多台灣人沒有信心能達成財務目標

近半數 （46%） 民眾「非常」或「強烈」擔心自己能存下或投
資足夠的錢，以達到人生目標的能力。這點讓人出乎意料，因

為台灣民眾非常善於存錢，85% 的人有定存或活存的習慣。在

收入高於 120 萬台幣的族群中，有 40% 的人每月存款金額在 

15,000 台幣以上。儲蓄習慣當然值得鼓勵，但考量到台灣的低

利環境，存款利率可能無法抵銷通膨，將大筆資金投入定存和

活存著實令人擔心。應該考慮運用其他投資策略，根據自身的

風險承受度與長短期目標，進行多元投資，創造較高的投資報

酬率。

女性 （50%） 比男性 （42%） 更擔心自己未來的財務狀況。可能

是因為女性壽命較長，因此退休生活也較長，需要較多的資

金。

只有 28% 的人對未來財務狀況抱持樂觀態度，多數人對未來
抱持中立或悲觀態度。除此之外，約 36% 的人認為自己目前

的財務狀況，不如父母在同齡時的狀況。約 39% 的人擔心子

女未來的財務狀況，其中女性擔心的程度高於男性 （為 43% : 

35%）。

對未來財務狀況的看法 

■ 有專為緊急支出設置的帳戶

■ 將應急資金放在其他儲蓄中

■ 沒有為緊急支出設置的帳戶

53%

33%

14%

女性比男性更擔

心自己未來的財

務狀況。

■ 樂觀

■ 中立

■ 悲觀

55%

17%
28%



finwell.prulife.com.tw 4台灣民眾財務健全概況：國人自我評量調查結果

多數台灣人認為退休儲蓄是優先要務。受訪者認為能夠決定退

休後如何生活 （87%），以及有足夠的儲蓄支應退休生活 （86%）
是重要的財務目標。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受訪者都認為上述目

標很重要，即便是覺得退休還很遠、還不需要考慮的年輕族群

都如此認為。

但許多人沒有把握能達成財務目標。41% 的民眾認為自己還沒

為退休準備好。更有 34% 的人擔心自己永遠無法退休，得一

輩子工作。只有 19% 的人有把握能夠按照計畫退休。

支付未來醫療費用 （88%） 和長期照護需求 （86%） 也是重要的
財務目標，但做好計畫的人不多。只有少數受訪者認為自己

可以存夠錢支應上述開銷 （分別為 32% 和 27%），這有可能是

因為大家低估了下列事件的財務風險：早逝、因傷病而收入減

損、須負擔醫療自負額等。若無法避免這些風險，遇到突發狀

況時，日常支出就可能會非常吃緊，也可能需要提前使用退休

儲蓄。

約有 35% 的民眾表示，若失去固定收入，六個月後就無法應
付開銷。有近半數（49%）的人更說，如果失去固定收入，目

前的生活方式最多只能維持一年。

許多人對自己在未來可以達成財務目標抱持希望，但並未積極
行動。許多人似乎認為，要邁向財務目標，明天會做得比今天

好。舉例來說，對於自認為相當重要的財務目標，有自信能達

成目標的人，超過實際在準備的人。這顯示了自信大過於實際

行動。 

        主要財務目標 

四成民眾認為自

己還沒為退休準

備好。

三分之一的台灣

人若失去固定收

入，六個月後就

無法應付開銷。

■ 重要程度 ■  信心程度 ■  準備程度

確保能負擔未來的健康照護需求 

能選擇如何過退休生活

有足夠積蓄支持退休後的生活 

確保有足夠積蓄能支應未來長照所需 

 退休後能維持目前的生活方式 

 即使活得比配偶/伴侶更久也能經濟無虞 

 能完全負擔目前的支出 

 確保即使有任何事發生在我身上，家人仍能維持生活水準

0% 20% 40% 60% 8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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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半數 （52%） 的民眾擔心無法控制的外部因素會影響他們達
到財務目標的能力。例如：低利率、經濟和股市的改變、通貨

膨脹。多數人也提到兩項個人可以稍微掌握的項目：收入多

寡、維持最基本的日常開支。

除了擔心退休外，許多人也對目前與近期的財務狀況感到擔
憂。約三成的受訪者表示，自己的財務狀況吃緊，只有 44% 

的受訪者表示自己能夠輕鬆支應目前食衣住行與其他必需品的

開銷。

退休金縮減、家庭型態改變等，都會造成財務壓力

有四項關鍵因素讓個人越來越難為退休做有效的計畫和管理： 

1. 退休金縮減；2. 壽命增長；3. 家庭型態改變；4. 知識缺口。

退休金縮水

大約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對退休金能夠支應退休後所有的需求有
信心。台灣大幅縮減了軍公教退休金。1 約有四分之一的受訪

者表示，勞工退休金、國民年金保險這類社會福利的變動，使

得達成財務目標更為困難。因此，大約只有 26% 的民眾認為

退休金能夠支應所有的退休需求。整體來說，與男性和較年長

的族群比起來，女性與年輕族群特別沒把握。 

擔心退休金不足，因此需要利用其他方式，增加退休儲蓄與收
入。若退休金不足以支應退休後的基本開銷，就必須從儲蓄和

投資中另闢可靠的收入來源。對於年輕族群，由於他們的退休

金可能更少，就更需要仰賴理財諮詢與退休收入的保障。

壽命增加與低估平均壽命

台灣人活得越來越久。過去幾十年來，由於醫療技術的進步、

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傳染與非傳染疾病的減少，台灣人的平均

壽命顯著升高。根據台灣保險局的年金生命表顯示，60 歲女性

的平均壽命從 1997 年的 84 歲增加到 2011 年的 94 歲，在十四

年內增加了 10 歲；60 歲男性的平均壽命則增加了 8 歲，從 82 

歲到 90 歲。2 若不考慮延後退休，他們勢必要為長壽創造更多

的退休收入。

1
2018 年 6 月 22 日《台北時報》－＜總統就年金縮減表達歉意＞。新聞源於《陸海
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修正案通過後，蔡英文總統在2018 年 6 月 20 日於總統府
召開記者會的談話。

2 平均壽命由保險局在 1997 年和 2011 年所頒布之年金生命表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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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逐漸提高的壽命  

但是台灣人對於實際壽命的預估比真實情況少了十年。根據

美國壽險行銷研究協會 （Life Insurance and Market Research 

Association, LIMRA） 與精算師協會 （Society of Actuaries） 的資

料顯示，平均來說，台灣人認為自己可以活到 82 歲，3 這個數

字比男性實際壽命還少 8 歲，比女性實際壽命更少了 12 歲 （以 

2011 年資料計算）。平均壽命是平均值，這代表許多退休人士

其實會活得更久，也代表了他們需要為退休做更多準備。

要儲蓄多少和投資多久才足以支應退休生活？許多人都算錯
了。平均來說，民眾期待的退休年齡為 62 歲，這代表每個人

的退休儲蓄至少要能夠支應 30 年的開銷──甚至可能需要更

多。

太早退休也會消耗儲蓄。約有 30% 的受訪者因為失業或健康

問題而比他們預期的還早退休，他們就遇到了兩個挑戰：第

一、必須支應較長的退休生活；第二、退休時擁有的資產較

少，因為他們累積的時間較短。

即使這些現實就擺在眼前，但仍約有 30% 的年輕族群 （25-40 
歲） 預計在 55 歲時退休。這樣算來，他們就需要能支應 40 年

退休生活的收入來源。

綜合上述可看出，許多人需要外部協助，也需要了解壽命增長

與退休生活帶來的財務影響。他們可能需要存更多錢，工作得

更久，退休時才不會坐吃山空。

家庭型態改變

退休人士來自的家庭支援逐漸減少。家庭提供給退休人士的支

援通常隨著國家發展愈趨成熟而降低。除了南韓，這個現象在

3 ＜退休焦點：台灣＞，2018 年壽險行銷研究協會／精算師協會

■ 1997

■ 2011

資料來源：基於保險局於 1997 年和 2011 年所頒布之
    年金生命表而推算出的平均壽命。

男性 女性

Taiwan’s Increasing Longevity 1997-2011

81.9
89.9

84.0
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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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發生得特別快速，尤甚東亞各國。4 傳統上，台灣的退休

人士都會稍稍仰賴子女及其他家人奉養，取得收入、醫療照

護、長期照護等。本調查顯示，49% 的受訪者還是會提供財務

支援給雙親、配偶父母，或其他親戚。 

對家庭期望日漸降低，使得只有 14% 的受訪者認為退休時可

以獲得家人的支援。造成這種改變的原因包括家庭結構縮小、

社會發展快速，以及較以個人為中心的「西方」價值觀。不論

原因為何，未來的退休人士會更需要運用個人儲蓄、投資、退

休金，和其他退休計畫，來支應退休生活。5 

知識缺口

對於財務決策缺乏信心可能會讓人壓力更大。受訪者認知到他

們需要更多教育與資訊，才能了解該如何達到財務目標與財務

健康。如下圖所示，近半數的人不知道要存多少錢才能夠支應

退休生活，也不知道退休後每個月需要多少收入。更有超過三

成的人不確定如何評估投資與理財方式。

           我不知道…… 

雖然多數人沒把握能做好財務決策，但仍然未尋求財務專業人
士協助。受訪者表示專業人士是最可靠的財務資訊與諮詢來

源，但仍約有 70% 的受訪者表示未尋求專業人士之建議，進

行投資管理與退休儲蓄。透過專業的諮詢與教育，可協助民眾

補足知識，掌握退休計畫。

4 ＜從挑戰到機會：台灣的退休未來＞，2015 年全球老齡化研究所
5 ＜從挑戰到機會：第二波東亞退休研究調查＞，2015 年全球老齡化研究所

未來的退休人士

會更需要運用個

人儲蓄、投資、

退休金，和其他

退休計畫，來支

應退休生活。

Knowledge Gaps

17%

20%

23%

28%

35%

56%

49%

要為退休存下多少錢

退休後每個月需要多少錢

如何評估各項投資理財選擇

家中有誰善於投資理財

投資理財相關的術語

有哪些投資理財選擇

在哪裡或向誰可取得投資理財建議

透過專業的諮詢

與教育，可協助

民眾補足知識，

掌握退休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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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是──民眾想學習更多財務知識

民眾願意接受財務教育。過半數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想要學習

更多知識與資訊，了解如何在退休後發展新的職涯，並投資能

長期成長的標的，以支應未來的長期照護和醫療需求，以及能

夠決定何時退休。他們對下列資訊也十分有興趣：如何減少卡

債、如何支付大筆開銷、如何存夠錢以支應退休需求、若活得

較配偶或伴侶長時如何能財務無虞、若意外發生時如何維持家

庭生活水準。

民眾感興趣的財務規畫主題 

67%

65%

63%

60%

58%

57%

57%

56%

54%

54%

53%

52%

52%

51%

51%

在老年時能選擇新事業

進行能長期成長的投資

確保有足夠積蓄支應長照所需

確保有足夠積蓄負擔未來的醫療照護需求

能選擇何時退休

提供有特殊照護需求的家人經濟援助

還卡債，以及做房產以外的重大投資及花費

有足夠積蓄支持退休後的生活

即便自己傷殘，事業依然能運作

即使有任何事發生在自己身上，家人仍能維持生活水準

即便活得比配偶或伴侶更久，也能經濟無虞

能選擇退休後的生活地點

退休後能維持目前的生活方式

能選擇退休生活的方式

留下遺產



finwell.prulife.com.tw 9台灣民眾財務健全概況：國人自我評量調查結果

相較於年長族群，年輕族群對財務教育更感興趣，這可能是因
為他們正經歷人生的變動期，如：結婚、買房、生子。承前所

述，多數年輕族群的財務壓力來源為管理日常支出與退休儲

蓄，這代表有許多人需要詳細完善的財務諮詢。

這些發現都在在顯示金融服務業有絕佳的機會幫助台灣民眾，

藉由提供完整的財務教育與諮詢課程，鼓勵大家以更積極的方

式管理財務，以改善民眾的財務健康，降低財務壓力。 

結語

隨著未來不斷改變，民眾更需要自行規劃並管理退休生活。完

整的財務規畫教育和諮詢，對於幫助民眾達成人生目標、達到

財務健全來說十分重要。協助民眾改善財務健康將有絕大的好

處，保德信將其稱之為「健全效益」（The Wellness Effect™）。

這不僅能幫助個人，對家庭、公司、社會也都有所助益。 

相較於年長族

群，年輕族群對

財務教育更感興

趣，這可能是因

為他們正經歷人

生的變動期，

如：結婚、買

房、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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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健全是什麼？ 

財務健全的定義有許多面向，保德信透過客戶研究，並從在美國長期提供財務健全解

決方案中累積經驗，發展出財務健全的定義，幫助個人達到財務安全。保德信認為財

務健全有三要素：

管理日常財務　 控制預算，減少負債，以管理日常財務。了解並採用這些方

法，可協助個人與家庭達到心靈平和，且更能達成人生目

標。

達成財務目標　 累積足夠的儲蓄和投資，以達成買房、子女教育基金、退休

等長期目標。要達到這些目標，及早準備是致勝關鍵。倘若

拖延，需要投入的心力和成本就越高。

避免財務風險　 諸如因傷病死亡所造成的收入損失，或是意外醫療支出。再

者，若能善用可避免這類風險的產品，即便意外發生，還是

能幫助個人管理日常財務，成就長期財務目標。

這三項財務健全的要素環環相扣，改善其中一項將有助於改善另一項。舉例來說，若

能好好管理日常財務，就比較有可能掌握好資源，從而達成重要的財務目標，避免財

務風險。

台灣保德信人壽此份調查證實，我們對財務健全的定義是正確的。從調查中也了解到

台灣民眾對於學習更多財務知識的高度興趣。結合本調查發現與在美國成功推行財務

健全的經驗，保德信金融集團將透過台灣保德信人壽，在台灣推行財務健全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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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雇主也應關心財務健全？

財務健康對公司和員工都有好處，經由＜2019               台灣民眾財務健全概況調查＞確

認，許多民眾對於自己的財務健康感到擔憂。許多研究也顯示，員工財務壓力所造成

的影響可能會被帶到工作中，而這會造成生產力下降、員工參與度低落、缺勤等問

題。

您的雇主是否提供任何財務健全相關的資訊和協助呢？ 

好消息是，台灣的雇主們有機會協助員工改善財務健康。目前只有 14% 的雇主提供財

務健全服務，而 68% 的受訪者認為，若雇主提供財務健全課程，將對他們很有幫助。

下列關於雇主提供財務健全資訊和協助的敘述，您的同意程度為何？ 

■ 是

■ 否

■ 不知道

77%

9% 14%

Does your employer offer financial wellness solutions and services including 
educational classes, literature, or webinars about financial planning topics?

在財務方面，我希望能得到所有可能的幫助

我認為這些資源十分有用，因為我在其他地方未曾看過類似的資訊或建議

要不是我的雇主提供這些資源，我可能得自己花錢去找了

74%

67%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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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結果與保德信金融集團在美國做的調查不一而同。在美

國，員工漸漸認為雇主是能夠提供解決方案的可信賴的對象，

認為雇主能夠協助員工維持財務健全，同時雇主也認為提供財

務健全課程能有助於員工達成財務健全。雇主也了解，這些財

務健全課程不僅能降低員工的壓力，更可幫助公司延攬人才、

增加員工留任率，並提高生產力。在台灣，有 77% 的受訪者
表示，若雇主提供財務健全資訊與服務，將提高他們的留任意
願。 

若雇主提供財務健全相關的資訊和服務，
會增加您留在該公司的意願嗎？ 

保德信人壽在財務

健全解決方案居領

先地位，一直以來

致力於協助台灣民

眾善用資產，希望

能成就民眾的整體

財務健康。面對瞬

息萬變的世界，保

德信人壽透過此財

務健全平台，解決

民眾的財務挑戰，

讓眾人的生活更加

美好。

會
77%

不會
23%

研究背景  

保德信與尼爾森針對介於 25 至 70 歲的 1,002 位台灣民眾進行調查，受訪

者的地區分布具全國統計效力。未滿 55 歲的受試者採線上填答，而 55 歲

以上的受試者則以面談方式進行。為確保調查結果具市場代表性，資料以

年齡、性別、區域、家庭年收入進行加權。調查時間為 2018 年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10 日，誤差範圍為 +/- 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