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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者介紹 

鄧盛銘 

宏利投信投資策略部副總經理 

鄧盛銘先生目前擔任宏利投信投資策略部主管，負責市場研究、產品策略擬定與投資策略說
明，與投資部門及業務部門緊密合作，並針對目標客戶就投資產品主要特色，進行適切與效
率之溝通。鄧盛銘先生在投資及產品研究領域之經驗已逾17年，加入宏利投信之前，鄧盛銘
先生任職於新加坡大華銀投信及新加坡大華銀投顧，分別擔任行銷企劃部副總經理以及投資
研究部副總經理，負責投資及產品研究、投資策略說明、產品策略擬定及境外基金研究。整
體在投信、投顧及證券相關領域之經驗逾25年。 

 

鄧盛銘先生擁有美國威斯康辛大學財務分析碩士學位。 

加入宏利 : 2017 

投身業界 : 1993 



長壽風險：亞洲面對的迫切問題 

影響退休年期的三個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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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預期壽命 

延長的速度 

較環球平均為高 

 

獨自退休   

對比 

夫婦共同退休 

 

 婚姻狀況 3 預期壽命 2 

 

退休年齡 

較預期壽命延長的
步伐緩慢 

 退休年齡 1 



退休年齡：未能趕上預期壽命延長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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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官方退休年齡 

地區 退休年齡 

中國 男性為60歲，女性為50至55歲 

香港 並無官方退休年齡 

印尼 58歲 

日本 強制退休年齡為60歲 

馬來西亞 最早60歲 

菲律賓 最早60歲，強制退休年齡為65歲 

新加坡 法定退休年齡為62歲 

臺灣 強制退休年齡為65歲 

泰國 正常退休年齡為60歲 

越南  男性為60歲，女性為55歲 

資料來源：宏利資產管理，個別政府網站資料。 



預期壽命：不斷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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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來四十年，全球人口出生時的平均預期壽命將延長6.0年，而亞洲則額
外延長5.5年  

資料來源：聯合國統計司，2015年。台灣資料來自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2015年人口及住宅普查》 ， 已婚或同居。 

84.5% 84.1% 83.7% 

76.5% 76.3% 76.1% 75.3% 75.1% 
69.5% 68.7% 70.3% 71.4% 

香港 日本 新加坡 中國 越南 臺灣 馬來西亞 泰國 印尼 菲律賓 亞洲 全球 

2012年亞洲人出生時的預期壽命（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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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壽風險：已婚人士須考慮退休後配偶長壽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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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婚夫婦退休之後均在世的年數預計占兩人退休年期總年數的50-75% 

 亞洲夫婦的平均退休年期為27年。 

 考慮到最長壽的另一半，亞洲已婚夫婦退休年期的假設最好增加7至10年 

 

年 

新加坡 臺灣 菲律賓 中國 

泰國 

香港 

越南 

印尼 馬來西亞 日本 

 20.6 23.5 24.3 25.8 27.4 28.9 30.2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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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縮水 

錢縮水  來不及 

* 

*「真正實質回報」是名目存款利率（即銀行利率牌價）減去通膨率，再減去個人利息所得稅和信用風險溢價（反映銀行信用
風險和存款保障計劃的預計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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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者面臨的挑戰： 

 

 如何將儲蓄資產轉化為個人化退休
收入？ 

 

 我的投資組合能否成為退休收入的
保障？ 

 

 如何藉著承擔若干投資風險提高退
休收入？ 

 

 如何在達成目標時有效消除風險？ 

 退休儲蓄計畫通常偏重資產累積階段，但其結果未必足以因應參與者期待的退休
後生活水準。 

 亞洲退休金計畫通常採取退休時一次給付的方式。 

參
與
者
的
財
富

 

時間 

累積財富 動用財富 

退休日期 

2016 年強積金提撥額* (百萬港幣) 

收入   支出 

69,923 22,485 

過
渡
期

 

*資料來源：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MPFA) ─ 強積金計劃統計摘要，2016 年 12 月 

典型的退休投資計劃常忽視財富動用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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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上的各種投資產品 / 方案可因應投資人面臨的若干挑戰。 

 但就實際情況而言，亞洲投資人明顯偏愛銀行存款，退休後尤其如此。 

下圖為目前市場上常見的投資產品： 

傳統共同基金： 

• 股票 / 債券基金 

• 平衡型基金 

• 目標日期基金 

收益基金： 

• 定期配息的共同基金 

解決方案完整列表 傳統式 結果導向式 

退休人士的現有選擇： 
宏利「熟齡亞洲」研究結果顯示 

• 亞洲國家在投資方面偏重銀行存款的情況相當普遍 

• 亞洲銀髮族家庭現有積蓄帶來的收入，遠低於美國家庭 

保險產品： 

• 年金 / 變額年金 

• 捐贈基金計畫 

市場常見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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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P(Automatic Saving Plan) 宏利SMART 子母雙
利投資計畫 
 

 RSP(Regular Saving Plan) 宏利定期定額計畫 
 

 GDAA(Global Dynamic Asset Allocation) 宏利全球
入息動態組合基金(本基金之子基金得投資於非投資
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結果導向式 

宏利投信的建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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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P(Automatic Saving Plan) 宏利SMART 子母雙利投資計
畫適合哪種投資人? 

 

       最適合有一定資金財務基礎的投資人，希望能自選加碼
標的，由系統 自動停利，進行貼近個人理財需求的長期投
資 
 

       結合債券與股票型基金，穩健、積極雙效配置，並參酌
理財顧問建議，攻守兼備 

 

       追求中長期的投資目標 

ASP(Automatic Saving Plan)  

宏利SMART 子母雙利投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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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三大法寶 解決三個困擾 
 
加入宏利『Smart子母雙利投資計畫』！ 

『宏利Smart子母雙利投資計畫』設定紀律自主的投資機制，善用穩健型基金和積極型基金
的優勢，可望兼享穩健收益與成長潛力，幫您輕鬆達成個人的財富目標！ 

母基金 

子基金 

子基金 
每月定時 

轉申購子基金 
每月最少一次、最多三次 

設定自動停利機制 
實現獲利回到母基金 

子基金參與積極獲利 

母基金追求報酬 

持續規律投資，創造
累積財富的正向循環 

製圖：宏利投信 16 



RSP(Regular Saving Plan) 宏利定期定額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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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定額投資法」一次解決您三種投資恐懼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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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圖：宏利投信 

• 「定期定額投資」一次解決你的三種投資恐懼症 

• 不論市況高低，我就是定期扣款「攤平成本」 

• 不論市場波動，我就是堅持「長期投資」的信念 

• 不論市面上的產品包裝多麼精美，「選對投資組合」就對
了！ 

不知道什麼時候該進場 

今天之前 

天天都是進場日 

從今以後 
透過今天的報告 



結果導向式 

GDAA(Global Dynamic Asset Allocation)  

宏利全球入息動態組合組合基金(本基金之子基金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
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GDAA(Global Dynamic Asset Allocation) 宏利全球入息動態
組合組合基金(本基金之子基金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
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適合誰? 

 

       最適合沒時間挑選投資標的的投資人，完全委任投資經
理管理，經理人將依市況調整至最適當風險標的 
 

       透過團隊模組的最適配置，投資組合在市場上漲時可望
參與漲幅，下跌時相對抗跌 

 

       可固定配息，動態資產配置投資標的，並建立下檔保護
機制，避免大幅損失 

19 



 

固定收益 

股票 

現金 

市場循環 

通膨循環 

衰退期 復甦期 成長期 爆發期 趨緩期 

動態資產配置投資策略 

動態資產配置且資本保護 

新型態投資概念：動態資產配置投資策略 

資料來源：宏利投信 

囊括全球股債等資產，依市況動態調整持股股債比率受限少，必要時可零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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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老齡化是跨地區現象，我們低估了退休時間長及壽命風險 

 退休的時間費用極高，不可忽視 

 亞洲的新興資本市場仍具更快速開放及發展的空間 

 常規市場投資產品是必要的，但只提供了工具，沒給答案 

 重點是建議可行的退休計畫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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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語 

23 

本資料僅供參考，請勿將本資料視為買賣基金或其他任何投資之建議或要約。本公司相信此資料均取自可靠之來源，惟並
不保證其係絕對正確無誤。但如有任何錯誤，本公司及員工將不負任何法律責任。另，本公司就此資料中發表其意見及看
法，日後可能會隨時作出修改。未經授權不得複製、修改或散發引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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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基金應負擔之費用已揭露於基金之公開說明
書，投資人可至公開資訊觀測站http://mops.twse.com.tw下載或查詢。本基金投資涉及新興市場部份，因其波動性與風
險程度可能較高，且其政治與經濟情勢穩定度可能低於已開發國家，也可能使資產價值受不同程度之影響。本文提及之經
濟走勢預測不必然代表本基金之績效，本基金投資風險請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投資人應注意本基金投資之風險包括利率
風險、債券交易市場流動性不足之風險及投資無擔保公司債之風險；本基金或有因利率變動、債券交易市場流動性不足及
定期存單提前解約而影響基金淨值下跌之風險，同時或有受益人大量贖回時，致延遲給付贖回價款之可能。個股/債僅作基
金資產配置說明，非為個股/債推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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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基金配息組成項目，投資人可至宏利投信官網www.manulife-asset.com.tw下載或查詢。本基
金配息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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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淨值可能因
市場因素而上下波動。為協助投資人瞭解基金年化配息率之計算，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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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本基金之年化配息率為估算值。投資人投資以高收益債券為訴求之基
金不宜占其投資組合過高之比重，由於高收益債券之信用評等未達投資等級或未經信用評等，且對利率變動的敏感度甚高，
故本基金可能會因利率上升、市場流動性下降，或債券發行機構違約不支付本金、利息或破產而蒙受虧損。本基金不適合
無法承擔相關風險之投資人。風險報酬等級分類係基於一般市場狀況反映市場價格波動風險，無法涵蓋所有風險，不宜作
為投資唯一依據，投資人仍應注意所投資基金個別的風險。本基金未受存款保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障機制之保
障。本基金投資一定有風險，最大可能損失為投資金額之全部，本基金所涉匯率風險、基金風險報酬等級之歸屬原因及其
它風險詳參公開說明書或投資人須知。本文提及之經濟走勢預測，不必然代表基金之績效。如因基金交易所生紛爭，台端
可向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或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提出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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