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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退休狀況調查報告
東亞退休狀況調查報告是全球人口老化先行準備專案（ Global  Aging  Preparedness  Project ）的一部分。
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以下簡稱 CSIS ）於2010年發起
該專案，同時發佈全球人口老化先行準備指數（ The Global Aging Preparedness  Index ）。這項指數是評
估全球退休制度的財政永續性及收益充足性相當獨特的新方法。當該專案主管理查•傑克森（ Richard 
Jackson ）於 2014 年初離開 CSIS 並成立全球人口老化研究所（ Global Aging  Institute，以下簡稱 GAI ）
時，該專案也一併移轉。從那時起，該專案在 GAI 的支持下繼續發展。自 2010 年以來，英國保誠集團
（ Prudential plc ）一直與理查•傑克森合作發展該專案，並繼續支持由GAI 推出的各項研究。

隨著全球社會人口老化，政府和企業都嘗試展望未來，預測未來日益增加的老年人口的需求。在這個方
面，東亞地區面臨無與倫比的困難，這個地區的快速發展，正在改變傳統的退休態度與期待；家庭在退休
保障方面起的作用逐漸式微，而退休金及個人儲蓄的重要性則日益上升。東亞地區的退休民眾在因應這
些轉變方面表現的有多好？上班族為將來的退休生活做了多少準備？如果有機會選擇，人們實際上會偏
好哪一種退休制度？

目前進行東亞退休狀況的第二輪調查，就是為了協助回答這些問題。於 2010 年夏季進行的第一輪調查，
選取來自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馬來西亞、新加坡、南韓和台灣的上班族和退休民眾做為代表性樣本。第
二輪調查於 2014 年夏季展開，選取來自第一輪調查中的六個國家加上印尼、菲律賓、泰國和越南**  的上
班族和退休民眾做為代表性樣本。這項調查發現，雖然不同地區之間存在許多重要差異，不過也顯示了整
個東亞地區的民眾至少有兩個重要的共同點，他們都擔心退休前景，也都急欲改善退休前景。

第一輪調查結果發表在《傳統與現代的平衡：東亞的退休前景》（華盛頓特區：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2012

年）當中。第二輪調查結果發表在整體專案報告《從挑戰到機會：東亞退休狀況第二輪調查報告》及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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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p.globalaginginstitute.org.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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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報告

東亞退休狀況第二輪調查結果

臺灣

臺
灣的退休體系正處於快速轉
型的時期。隨著社會的發展
和日趨現代化，傳統上對家
庭應負責奉養退休老人的期
望正在減弱。然而，儘管政府

努力強化正式的退休制度，取代家庭角色的替代
工具仍未完全發展完成。如同其他轉型時期經常
出現的情況一樣，正在浮現的新現實狀況也引發
了新的疑慮。現在的退休民眾擔心會花光他們的
積蓄，上班族也擔心不能為將來的退休生活做好
充分的準備。

臺灣人口結構的轉變，使得確保未來退休
保障的這項挑戰更為棘手。臺灣的生育率只有
1.3，遠低於維持穩定人口所需的2.1（這是指
每位女性一生中生育子女的平均數）。因此，在
未來數十年，臺灣的人口將大幅老化。臺灣老年

人口佔總人口的比重會逐漸增加，至2040年，
老年人口比重將由目前的19%提高一倍至38%

。民眾擔心，這種狀況會加重上班族及家庭的負
擔，也擔心政府在幫助現在的上班族做好退休準
備方面做得不夠，同時他們也擔心政府承諾的國
家退休金給付欠缺保障，因為隨著提撥的上班族
相對退休的受益者比率逐漸下降，國家退休金的
給付將變得越來越困難。

然而在很多方面，臺灣民眾已為迎接新的現
實環境做好準備。臺灣民眾擁有高度市場導向
的文化，如今，接近四分之三的上班族希望在退
休後透過金融資產（如保險、年金產品及／或股
票、債券或共同基金）獲得收入。他們對就業和退
休抱持靈活務實的態度，十分適應他們身處人口
老化社會的需要。他們也支持各種具有建設性的
退休改革，包括強化貧困老人的基礎保障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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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指六十歲及以上、有成年子女的老人。
 2 「依靠」指只能從子女處獲得經濟來源。
 3 國家退休金制度包括勞工保險及公務人員與軍人退休金。
 4 金融資產包括保險和年金產品，以及股票、債券和共同基金，但不包括銀行存款。
 5 指已有或期望有子女的上班族。

 	附註：除人口數據來自聯合國人口司發佈的《世界人口展望：2012年修
訂版》（聯合國：紐約，2013年）外，其他所有數據均來自東亞退休狀況第
二輪調查報告。「關於退休養老挑戰的觀點」這一部分的問題採用5分量
表，1為非常不同意，5為非常同意。「同意」=4+5，而「不同意」=1+2。

調查概況 臺灣
現
在
的
退
休
現
實
狀
況

現在的退休民眾符合下列狀況的百分比
六十歲前退休 61

與成年子女共同居住1 61

經濟上依靠成年子女 2 16

透過國家退休金制度獲得收入 3 44

透過金融資產獲得收入 4 50

透過工作或經商獲得收入 42

已接受專業的理財建議 18

現在的收入比工作時大幅減少 47

比三年前更擔心耗盡積蓄 45

未
來
的
退
休
前
景

現在的上班族符合下列情況的百分比
期望六十歲前退休 33

期望與成年子女共同生活5 41

期望經濟上依靠成年子女 2 6

期望透過國家退休金制度獲得收入 3 68

期望透過金融資產獲得收入 4 73

期望透過工作或經商獲得收入 72

已接受專業的理財建議 41

退休收入比現在大幅減少 37

退休儲蓄比三年前增加 37

關
於
退
休
養
老

挑
戰
的
觀
點

支持	(Z)	及反對	(X)受以下各觀點的百分比 Z X
贊成奉養日益成長的老年人口將會成為以下人士的重大負擔

未來的上班族及納稅人 53 19

未來的家庭 65 15

人們可以信任金融服務公司幫助他們做好退休準備 30 38

政府盡力幫助上班族做好退休準備 13 61

關
於
改
革
選

項
的
觀
點

受訪者認為政府應該做出下列措施的百分比

加稅，將基本退休金提供給需要經濟資助的老年人 72

增加上班族對政府退休金計劃的提撥 64

提高退休年齡 40

規定上班族為退休而增加儲蓄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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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工作機會。或許最重要
的是，絕大多數臺灣民眾支持政府鼓勵和規定上
班族為了退休而增加儲蓄的新措施。

現在的退休現實狀況
目前這一代的退休民眾正處於臺灣退休制度發
展的十字路口。只有16%的退休民眾表示在經
濟上要依靠成年子女，由此可見，家庭肩負為退
休老人提供經濟支持責任的傳統角色已經逐漸
式微。然而，能夠取代家庭的政府和市場替代工
具仍未得到充分發展。現在只有44%的退休民
眾獲得勞保老年年金給付或公務人員退休撫恤
基金給付，領取國家退休金的比例低於其他任
何接受調查的地區。即使加上由雇主贊助的勞
工退休金和勞退金新制帶來的給付，該比例也
只上升到64%，這意味著現在三分之一的退休
民眾沒有享受到任何一種正式的退休給付。毫
無疑問的，現在獲得資產收益的退休民眾所佔
比例在東亞地區內屬於較高水準。50%的退休
民眾反映至少可以從保險或年金產品及／或股
票、債券或共同基金中獲得一些收入，該比例高
於其他的地區（新加坡除外）。然而，大多數獲得
資產收入的退休民眾都享有退休金福利。

隨著時代的快速發展，老年人經常發覺自己
在經濟上被邊緣化。臺灣老年人的家庭收入中
間值相當於所有家庭收入中間值的71%，由此
可見，與東亞標準相比，他們的相對生活標準算
不上特別低。不過，他們的經濟狀況通常極不穩
定。現在47%的退休民眾表示，與先前工作時相
比，他們現在的「收入大幅減少」，這個數字超過
了香港及韓國除外的其他任何地區。雖然有三
分之一的退休民眾表示現在正在獲得通過資產
調查的老人社會救助，但前景似乎並無改善。當
問及對比他們當下的情況與三年前的情況時， 
61%現在的退休民眾表示他們的收入有所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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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歲及以上人口所佔比例

「當父母與子女經濟獨立時，雙方的幸福感會更強」

「理想情況下，誰應該對為退休人士提
供經濟收入負起主要責任？」

各國受訪者
所佔比例

政
府

退
休
人
士
自
身

成
年
子
女

前
僱
主

中國 63 9 11 16

香港 41 44 6 8

印尼 45 18 11 25

馬來西亞 43 34 8 10

菲律賓 66 10 8 17

新加坡 30 48 13 2

韓國 23 61 10 2

臺灣 36 40 6 16

泰國 66 18 10 4

越南 62 22 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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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這個數字超過了新加坡和泰國除外的其他任
何地區，同時有45%的退休民眾表示擔心積蓄耗
盡，這個數字超過了韓國除外的其他任何地區。

未來的退休前景
對於現在身為上班族的一代人而言，退休展望要
理想得多。預期退休金領取率將會大幅上升，僅
國家退休金制度一項就可達68%，如加計雇主
贊助的勞工退休金及勞工退休金新制，退休金
將持續攀升至89%。就現在的退休民眾而言，獲
取資產收益比率已經相當高，而且預期還會大幅
上升。有73%現在的上班族預期在退休後可自保
險或年金產品及／或股票、債券或共同基金獲得
收入，其比例微幅高於香港及新加坡的上班族。

雖然出現這些正面的趨勢，但現在的上班族
仍對他們的退休保障表示擔心，他們最擔心事
情之一，就是政府將會削減他們的退休金給付。
考慮到現在的社會正快速步入人口老化階段，
加上隨收隨付退休金制度佔據主流，這種擔心
不無道理。有73%現在的上班族對此表示擔心，
並有41%的人表示非常擔心，這個數字超過菲律
賓及韓國除外的其他地區，而這兩個國家也實行
隨收隨支退休金制度。儘管預期領取退休金及獲
得資產收益的比率上升，但由於擔心臺灣國家退
休金制度的永續性，如今仍有37%的上班族預期
與當今的收入相比，退休時「收入會大幅減少」，
這個比例高於香港及韓國除外的其他地區；也
因為如此，30%現在的上班族表示，與三年前相
比，他們現在對「為退休做好充足的準備」缺乏

退休不安全感在臺灣十分普遍
對於認為退休後「收入大幅減少」，現在的退休民眾及上班族受訪者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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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人居多。雖然支持由個人負責的受訪者並未呈
現年齡變化趨勢，但多為富裕及受過良好教育的
人士，這意味著支持這種觀點的比例可能會不斷
上升。

對金融市場及服務的態度
兩代人之間對臺灣金融市場及金融服務業的態
度有所不同，與年長一代相比，年輕一代可能
抱持更正面的態度。當被問及「將儲蓄投資於股
票、債券或共同基金是否是人們規劃退休生活
的好方法」，表示不同意的臺灣民眾是表示同意
者的兩倍，二者差距高於其他任何受調查地區。

信心，這個比例只高於泰國。很值得注意的一點
是，有別於對由國家全數贊助的國家退休金給
付的態度，臺灣上班族比較不擔心雇主退休金給
付降低的可能性，因為雇主退休金是有提存的，
與沒有提存的國家退休給付制是不同的。

家庭角色的改變
隨著國家的發展及現代化進程，家庭在退休保障
方面的角色逐漸式微。與韓國除外的其他東亞國
家相比，臺灣在這個方面的轉變特別顯著。臺灣
民眾中認為子女成年後「應孝順父母，並應竭盡
所能奉養父母」（30%）的比例低於其他任何地
區，認為「父母與子女經濟獨立時雙方幸福感更
強」（68%）的比例高於其他任何地區。現在的老
年人有61%與成年子女同住，比例仍然相當高。
不過在現在的上班族當中，只有41%的人希望在
退休時與成年子女同住，低於中國及韓國除外的
其他任何地區。如果在退休後變為行動不便或飲
食起居需要有人照料，在現在的上班族當中，只
有48%的人希望由自己的子女親自照顧，這個
比例與韓國大致相當，但只比其他任何地區的
一半高一點。就退休收入而言，只有6%的臺灣
民眾認為主要應由成年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員負
責提供。目前，退休者讓成年子女申報為所得提
供者，和退休者申報自己為所得提供者的比例
已不相上下。

提供退休收入的責任
如果不是家庭，那麼，在理想情況下，主要應由
誰來負責為退休民眾提供收入？臺灣民眾對於
理想的退休制度持不同意見。多數受訪者認為，
主要應由退休民眾透過自己的儲蓄提供退休收
入（40%），也有眾多受訪者支持應由政府負責
（36%）和雇主負責（16%）。支持由政府負責的
以較年長的人士居多，而支持由雇主負責的以年

現在的上班族退休後, 退休金比
率及獲得的資產收入將上升

現在的退休民眾及上班族受訪者獲得國家退
休金制度及金融資產收入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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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年齡介於20至39歲的年輕一代中，認同
這種方法的民眾與不認同者比例相當。當被問
及是否「可以信任金融服務公司來幫助人們規劃
退休生活」，表示同意的年輕一代佔的比例，是年
長一代佔的比例的將近兩倍。與所有其他東亞社
會一樣，臺灣民眾壓倒性地相信自己就是主要決
定準備退休儲蓄投資的人，而非仰賴專業投資人
士。然而，現在的上班族中，有41%的人表示已就
如何投資其退休儲蓄接受專業金融意見，而現在
的退休民眾中只有18%的人這麼做。上述所有的
調查結果顯示，有關金融市場及金融服務業的觀
點可能會隨著時間推移而穩定地朝向正面的方
向轉變。

對工作及退休的態度
臺灣民眾對工作及退休的態度與其人口老化中
社會的需求相當一致。絕大多數臺灣民眾認為「
人們應按本身的能力及意願，自由決定開始或
停止工作」（78%），這個比例遠高於其他受調查
地區；只有一小部分民眾認為人們應「在固定年
齡退休，不再工作」（17%）或「只要有工作能力，
就應繼續工作」（5%）。此外，自2011年展開第一
輪調查以來，對工作及退休的靈活觀點表示支持
的受訪者人數大幅增加。儘管臺灣目前的退休年
齡相對年輕，但現在的退休民眾中有61%表示他
們在滿60歲前便已退休，而對於現在的上班族
而言，預期退休年齡將會提高，這個群體當中只
有33%的人預期會在這個年齡退休。與臺灣民

就誰應對退休收入負責，
臺灣民眾的意見分岐

「在理想的情況下，誰應對退休民眾提供收入
負最主要的責任？」臺灣受訪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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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化社會的需求一致。

「哪種關於工作及退休的觀點跟你的想法
最接近?」臺灣受訪者認為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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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對待工作及退休越見靈活的態度一致，就希
望於退休後仍能從其職位或生意中至少獲得若
干收入的人士而言，現在的上班族（72%）佔的
比例遠高於現在的退休民眾（42%）。

從挑戰到機會
臺灣民眾十分擔心人口老化的影響。當被問及是
否「認為老年人人數的不斷成長將對未來的上班
族及納稅人造成沉重負擔」，53%的民眾表示同
意或非常同意，而只有19%的民眾表示不同意
或非常不同意，三比一的懸殊比例，高於韓國除
外的其他調查地區。當被問及此舉是否「對未來
的家庭造成沉重負擔」，65%的民眾表示同意或
非常同意，而只有15%的民眾表示不同意或非常

不同意，四比一的懸殊比例仍高於韓國除外的其
他調查地區。

臺灣民眾也十分擔心政府現有政策未能令
整個社會做好因應退休挑戰的準備。當被問及「
在幫助現在的上班族規劃退休方面，政府的作
為是否足夠」，61%的民眾表示不同意或非常不
同意，而只有13%的民眾表示同意或非常同意。
在東亞的其他地區，只有香港及韓國民眾表達同
等程度的擔心。或許這並非偶然，因為只有香港
及韓國步入老化階段的人口與臺灣不相上下。

值得慶幸的是，臺灣民眾正急欲因應退休挑
戰，並已做好準備，以迎接各項具有建設性的改
革，就算是相關改革需要他們做出個人犧牲。多
數臺灣民眾願意支持加稅以對有經濟困難的老
年人提供基本退休金給付（72%），以及要求上

臺灣民眾對退休改革的看法
臺灣受訪者表示政府應該或不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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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族向政府退休金計劃做出更多提撥（64%）
。與此同時，雖然臺灣民眾對延遲退休年齡的支
持度相對較低（40%），但是對要求雇主向老年
人提供更多工作機會的支持度相對較高（78%

）。或許最重要的是，絕大多數的臺灣民眾不僅
支持政府鼓勵上班族增加儲蓄以因應自身退休
所需的新措施（91%），也支持政府規定上班族
增加儲蓄以因應自身退休所需的新措施（85%

）。此外，所有年齡組別及所有收入及受教育程
度的受訪者對全新強制性儲蓄的支持度都同樣
的高。

臺灣面臨的挑戰或許十分艱巨，但臺灣民
眾對於工作及退休的坦然態度，高度且持續成
長的市場導向，再加上民眾支持退休改革的強
烈意願，凡此種種，都顯示台灣的退休前景十分
光明。

技術摘記

樣本數及誤差範圍

樣本數 誤差範圍
（＋或－）*

中國 1512 2.5

香港 749 3.6

印尼 1023 3.1

馬來西亞 990 3.1

菲律賓 997 3.1

新加坡 750 3.6

韓國 997 3.1

臺灣 998 3.1

泰國 1008 3.1

越南 995 3.1

*	誤差範圍為95%的信心水準。

東亞退休狀況第二輪調查報告是由全球人口老
化研究所（Global Aging Institute，簡稱GAI）
設計，並由全球知名的抽樣調查公司Ipsos Ob-

server於2014年夏季展開。抽樣調查範圍涵蓋中
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
新加坡、韓國、臺灣、泰國及越南。所有抽樣調查
樣本均為隨機選擇並具有全國的代表性（只有
中國、印尼、菲律賓、泰國及越南的樣本是限於都
市地區除外）。訪談是透過電話進行，只有在菲律
賓、泰國、印尼及越南是面對面訪談除外。調查範
圍涵蓋年齡為20歲或20歲以上家庭「主要賺取
收入者」，包括在職的主要賺取收入者及退休的
主要賺取收入者。GAI使用人口普查資料以及
其他標準的全國及國際統計資料，按年齡、性別
及受教育程度對原始調查數據進行評估，並使
用SPSS統計軟體進行分析。

十個國家中有七個的樣本大小介於990份
至1,023份之間，中國為1,512份，香港及新加

坡分別是749及750份。抽樣調查的誤差範圍是
95%，抽樣誤差是正負2.5%（中國），正負3.6%

（香港及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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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有名詞
老年人：在本報告中，老年人的定義是年齡滿60

歲以上的人士。
金融資產：在本報告中，金融資產一般指保險及

年金產品以及股票、債券及共同基金，除特別
指出，否則不包括銀行存款。

提存退休金制度：提存退休金制度，指上班族根據
該制度做出的提撥將被儲蓄及投資，所得收益
從累計資產中提撥。

家庭收入：家庭收入指所有家庭成員的收入。就
跨代家庭內的退休民眾而言，家庭收入因此
包括其已成年子女的收入。

市場導向：市場導向指金融市場的參與程度。市
場導向的國家或社會指在該國家或社會內有
大量及／或快速上升的人口投資於金融市場
並擁有金融資產。

通過資產調查的社會救助：通過資產調查的社會
救助指收入或資產低於若干限額的人士才有
資格獲得給付的社會救助項目。

隨收隨付退休金制度：隨收隨付退休金制度指上
班族所做提撥直接用於支付退休民眾給付的
制度。

替代率：替代率指退休金給付替代上班族收入所
佔的百分比。如屬於一整筆支領而非每月分期
支付給付，則指退休金給付年金化後將替代收
入所佔的百分比。

退休人士及上班族：將受訪者分為「現在的退休
人士」及「現在的上班族」是基於受訪者的自
我認同。在被告知「退休人士」是指「不再工作
或比年輕時工作量減少以及預期不會再全職
工作的人士」後，受訪者方會選擇是否屬於「
目前已退休」。

國家退休金制度：在本報告中，國家退休金制度是
指由政府設立的所有強制性退休金制度或退
休儲蓄制度，不過該等制度是提撥而且不是（
通過資產調查的）社會救助的制度。在中國，國
家退休金制度包括城鎮基本養老保險制度、靈
活就業養老、新農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及公務
人員退休撫恤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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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瀚亞投資
瀚亞投資是亞洲領導的資產管理品牌，旗下的零售與法人
資產管理規模共計達1340 億美元(2015/06/30)。瀚亞投
資是全球最大的金融服務公司之一-英國保誠集團旗下的
成員，自1994 年在亞洲成立。

我們在亞洲有深厚的在地優勢，在亞洲的10 個主要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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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設施等。

根據《亞洲資產管理》2014 的年度調查，瀚亞投資是亞洲
最大的零售資產管理公司，並於同年被《亞洲資產管理》提
名為 2014 年「亞洲最佳資產管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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