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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校自主投資理財說明會 

 自主投資新選擇：人生週期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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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da 

• 人生週期基金介紹 

• 如何達成人生週期規劃 
– 保守型/穩健型/積極型 

• 投資交給專家 生活留給自已 

•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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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週期基金介紹 

2017年9月28日正式開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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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新選擇: 
私校退撫儲金 
人生週期基金 

人生週
期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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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本會投策小組執行秘書 陳登源 博士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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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週期基金概念 

隨著年齡調整配置  符合實際需求 
模擬人生階段，在基金成立初期(如年輕人)，以最大風險的策略運作，獲取最大獲利的機會；
隨著時間過去，慢慢自動調整成較保守的操作，符合年長者需求。 

人生週期基金股債投資比例圖 人生週期基金各類型資產投資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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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早已實際運作 
收集國外的運作現況可發現，美國公務人員退休金TSP、美國教師退休基金會TIAA都有運
用「人生週期基金」的需求。 

從實際運作狀況觀察，不管那一型，近五年的報酬率都在8%以上，確實蠻符合存退休金。 

 
人生週期基金：100%積極型 人生週期基金：100%穩健型 人生週期基金：100%保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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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人生週期基金? 

• 人生週期基金又稱生命週期基金(lifecycle fund) 

– 隨年齡增加而逐漸降低投資風險組合的投資策略 

– 基本投資哲學依據為:高報酬高風險以及低風險低報酬 

– 適合一般非專業投資者且沒有足夠時間或沒有興趣從事
退休金準備投資人士 

– 通常以設定退休年齡為停止正式工作(沒有收入)的年齡(
例如65歲)，退休後之基本生活支出主要依賴在職期間所
累積的退休基金來支應 

– 人生東山再起的能力通常會隨著年齡的增加而逐漸降低 

– 假設退休之後已經沒有能力繼續從事正職工作 

 

 

 

資料來源: 本會投策小組執行秘書 陳登源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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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週期基金組合動態配置圖 

資料來源: 本會投策小組執行秘書 陳登源 博士 

在效率前緣(最適投資組合)中，風險與報酬是為正斜率。 
應因依年齡增加而逐漸降低投資風險部位權重，即往低風險(預期報酬)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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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週期基金組合與年齡關係 
 

• 30歲以下的教職員，100%投資於積極型的投資組合 

• 31 -35歲，積極型投資組合的投資比重調降為80%，其餘20%投資於穩
健型投資組合。依此類推，41-45歲者，積極型與穩健型的配置比例分
別為20%與80% 

• 46-47歲，100%配置於穩健型投資組合 

• 48-49歲，穩健型與保守型的配置比例分別為80%與20%。依此類推，
54-55歲者，穩健型與保守型的配置比例分別為20%與80% 

• 56歲以上者，因已屆退休年齡，此時不適合承擔過多的波動風險，主
要追求本金的保障，故100%配置於保守型投資組合 

 

資料來源: 本會投策小組執行秘書 陳登源 博士 

人生週期基金係以私校退撫儲金現有的保守型、穩健型及積極型三類組合型
基金做為基本成分基金（component funds），並根據基金持有人的年齡
不斷調整三類組合基金的權重(weights) 



10 

人生週期基金特點 
 

• 以私校退撫儲金現有的保守型、穩健型及積極型三類組合型基金
做為基本成分基金來組合成人生週期基金，簡單明瞭且容易溝通 

 

• 依現行規定，參加私校退撫儲金的教職員如果選擇保守型基金，
可以受到兩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的保證報酬 

 

• 如果選擇人生週期基金，只要其中含有保守型基金的部分，也同
樣受到兩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的保證報酬。例如，48-49歲的教職
員，穩健型與保守型的配置比例分別為80%與20%，因此其中
20%的保守型部分仍可以享有兩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的保證報酬。 

 

 

資料來源: 本會投策小組執行秘書 陳登源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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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達成人生週期規劃 
– 保守型/穩健型/積極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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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組合的運用規範 

投資規範 

保守型 
(低風險) 

穩健型 
(中風險) 

積極型 
(高風險) 

股票型基金佔組合比重限制 
股票型基金： 
不高於20% 

股票型基金：
30%~50% 

股票型基金：
40%~70% 

個別基金佔組合比重限制 ≦10% ≦15% ≦15% 

個別基金佔該基金已發行受
益權單位總數比重限制 

≦10% ≦10% ≦10% 

個別基金績效排名限制 
過去三年期績效 

前50% 
過去三年期績效 

前50% 
過去三年期績效 

前50% 

銀行存款之存放金融機構限
制 

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BBB)以上 

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BBB)以上 

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BBB)以上 

再平衡(Rebalance)資產配置
調整頻率 

3個月 2個月 1個月 

運用損益 
不得低於二年期定期存款

利率＊ 
自負盈虧 自負盈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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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型投資組合績效 

本報表之個別基金淨值係依「信託業會計處理原則」採最近可取得之單位淨值為計算基礎。 

保守型組合適合於即將退休與著重本金波動低、追求債息收益的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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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型投資組合配置 
帳戶操作策略 : 主要由全球債券型基金、國內貨幣市場型基金與定期存款組成，搭配較
高殖利率的高收益債券型基金，並可能投資部分的股票型基金，股票型基金上限不超逾20%。
兼顧流動性及收益性。在充分分散風險下，建構最具價值且低風險的投資組合。每三個月進
行再平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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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健型投資組合績效 

本報表之個別基金淨值係依「信託業會計處理原則」採最近可取得之單位淨值為計算基礎。 

穩健型組合需承擔適量風險，投資傾向著重風險與報酬並重，以追求穩健報酬。
適合能承擔中度波動性、追求適度報酬之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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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健型投資組合配置 
 帳戶操作策略 : 採全球股債配置的中度風險組合；在追求長期資本增值的同時，
也將報酬率的波動控制在一定的水準之內。個別基金占組合比重不高於15%，股票
型基金投資部位比重30%~50%。每二個月進行再平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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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型投資組合績效 

本報表之個別基金淨值係依「信託業會計處理原則」採最近可取得之單位淨值為計算基礎。 

積極型組合需願意承擔較高風險以追求獲利。適合可承受大幅度價格波動、追求
較大長期資本利得之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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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型投資組合配置 
帳戶操作策略 : 全球股債配置的較高風險組合；積極追求長期資本利得，以期能
提升整體報酬率，然而相應的波動風險也較高。個別基金占組合比重不高於15%，
股票型基金投資部位比重40%~70%。每一個月進行再平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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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守型帳戶雖具有資產保護的效果，然而在考量長期通膨及投資效益等因素
之下，建議師長們在選擇「投資組合」的配置時，可以配置一定比例的「穩
健型組合」、「積極型組合」，以達到增進投資報酬率的效果。 
新增「人生週期型基金」投資組合，同時考量風險承受度及投資效益，作為
退休基金自主投資的更佳選擇。 

私校退撫儲金近三
年投資績效統計 

一年期 
2016-2016 

二年期 
2015-2016 

三年期 
2014-2016 

保守型 1.28% 3.09% 6.26% 

穩健型 1.93% 6.02% 14.67% 

積極型 2.49% 6.32% 16.17% 

資料來源: 本會投策小組執行秘書 陳登源 博士 

三種投資組合操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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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規劃的好選擇 
 
 

私校自主 
投資組合平台 

欲了解更多自主投資 (法令、投資流程、投資報表..) 
請參考-    http://www2.t-service.org.tw/bin/ho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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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交給專家  

生活留給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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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人生週期的下一步 
規劃退休後 Big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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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Can! 遊山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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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May !重拾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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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be ~ 挑戰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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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幸福，都有兼顧到嗎？ 
退休後幸福的三「好」要件
為： 

健康好自由 
社交好自由 
財務好自由 

 
施羅德投信推出全台第一個
參考OECD（經濟合作暨發
展組織）設計的退休幸福指
數，結果發現台灣退休族的
退休幸福指數平均達73.4分，
健康分數超過80分最高，但
財務分數最低僅65.9分。隨
著年齡增加，年長者擔心手
邊經濟不能負擔未來一輩子
生活的憂慮度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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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相隨 - 我的退休財務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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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財務規劃 
第一步就是 

退休財務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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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聯合報，2016/9/12 

退休金多少才夠？好命節儉比比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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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平均壽命，Do you know? 

台灣人民 

80.2 歲 

男性 女性 

77.01 歲 83.62 歲 

截至：2016/09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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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退休年齡，Do you know? 

資料來源：中國時報2016年10月30日 

項目別  
男性  

實際  官方  

韓國  72.9  61.0  

日本  69.3  65.0  

紐西蘭  67.2  65.0  

瑞士  66.1  65.0  

美國  65.9  66.0  

澳洲  65.3  65.0  

加拿大  64.5  65.0  

英國  64.1  65.0  

丹麥  63.0  65.0  

荷蘭  62.9  65.2  

中華民國  62.8  60.0  

德國  62.7  65.0  

西班牙  62.2  65.0  

盧森堡  61.9  60.0  

義大利  61.4  62.5  

法國  59.4  61.2 

項目別  
女性  

實際  官方  

韓國  70.6  61.0  

日本  67.6  65.0  

紐西蘭  67.0  65.0  

美國  64.7  66.0  

瑞士  64.5  64.0  

西班牙  63.1  65.0  

澳洲  63.0  65.0  

德國  62.7  65.0  

加拿大  62.4  65.0  

英國  62.4  62.5  

荷蘭  61.9  65.2  

義大利  61.1  62.0  

盧森堡  60.8  60.0  

中華民國  60.7  60.0  

丹麥  60.6  65.0  

法國  59.8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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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後餘命= 
平均年齡 – 退休年齡 

男性 女性 

14.21 22.92 

註：退休餘命=平均年齡-實際退休年齡 

退休餘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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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1,000萬元退休金 
需要多少的投資報酬率? 

• 假設每月提撥10,000元到您的基金帳戶 

• 假設提撥期間為35年(工作期間要夠長)  

• 假設退休後一個人每月基本經濟需求金額為3萬元
(餓不死的底線也不能生大病) 

• 答案: 35年提撥期間的平均年報
酬率需要是4.0% 
– RATE(35*12,-1.0,,1000,1)*12 =4 % 

• 但是保守型組合基金投資報酬酬率通常小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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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本會投策小組執行秘書 陳登源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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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投資規劃退休 

每天辛苦工作、忙碌度日，您是否常常想著早早退休、愜意過活？或是夢想退休後環
遊世界、享受人生？然而，實現理想生活需要各種主客觀因素支持，除了身體健康，
擁有足夠的「財富」更是首要條件。 
根據內政部的統計資料，國人的平均壽命約 80 歲，面對退休後長達 20-30 年的生活，
應何時該開始存退休金、如何累積足夠的財富？建議掌握投資四大要訣 ，循序漸進打
造您的理想退休規劃。 

下定決心 持之以恆 



35 

註：此報酬試算僅為假設情境模擬計算下的簡單示意，並非投資組合之預期報酬，投資人仍須視己身風險承
受度。以上僅為歷史資料模擬投資組合之結果，不代表本投資組合之實際報酬及未來績效保證，不同時間進
行模擬操作，其結果亦可能不同。另模擬報酬率之假設為根據成立日至2017/9/30止該投資組合之年化報酬
率為試算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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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後 十年後 十五年後 二十年後 

保守型投資組合 穩健型投資組合 積極型投資組合 
報酬模擬試算(註) 

保守、穩健及積極型投資帳戶成立以來年化報酬率分別為 1.68% 、 
5.18%、4.91%。此為模擬試算，僅供參考。 

結   論: 投資交給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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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熱情(HOT)，退休生活天天晴 

Health：健康 
 

Old Friend：摯友 
 

AsseT：資產 

基金教母「蕭碧燕」認為 
快樂退休生活的三大要素 

結   論: 生活留給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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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敬請指教 

投資顧問諮詢專線: (02)2706-07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