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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機構通路部 
November, 2018 

私校基業長青專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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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約優質退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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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金多少才夠用 

報導來源：中央社2018/08/27 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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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工具的選擇 

年金保險優點： 

活到老領到老 

降低投資風險 

移轉長壽風險 

報導來源:工商時報2017/05/13 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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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金保險是強化老年經濟安全的最佳選擇 

 
高齡化、少子化 

壽命延長 

退休金規劃不再是單純理財，是必需品 ! 

退休需要1,617萬！註 

年金小知識 

第一層是政府辦理的「
強制性社會保險」 

第二層的「企業退休金制

度」，則由雇主來負責， 

軍公教退休俸 

國民年金、勞保 

勞退新舊制 

企業年金 

第三層是「自願性商業保險儲
蓄制度」，責任在個人。 

 短時間累積~離退休約10年 

 青壯年族群~ 提早開始、長期準備 

躉繳或短年期繳、短期內

大筆或多筆投入年金保險 

年金保險，保障退休後穩定的固定收入 

期繳，定期定額投入年金保險 

每月提存，提早分散退休壓力 

個人 

雇主  

政府  

世界銀行1994年提出~ 

    「三層式老年經濟保障模式」 

註：依1111人力銀行2018年9月<上班族退休壓力調查>，超過八成三的上班族，擔心退休金不夠用，且為了維持退休生活，認為要存1,617萬元
才敢動念退休。 

中央社 /2018/9/27 

請參考勞保局102.04.22 ─ 三層式退休保障才是完整的退休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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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校年金保險商品說明 

依據107.04修正之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管
理委員會推動私立學校教職員個人專戶自主投資運用實施計畫，
管理委員會得提供經該會評選之年金保險商品，供年滿55歲 之教
職員選擇。 
南山人壽於107/09/28通過私校退撫儲金管理委員會評選，取得
提供年金保險商品資格。107/11/12以後，年滿55歲之私校教職
員，即可選擇將庫存的退撫儲金轉入南山人壽私校年金保險商品。 

打算以年金商品銜接所累積的庫存退撫儲金，並希
望未來退休時，以年金給付，即可透過中國信託私
校退撫金平台進行移轉。 

已年滿55歲 

可先就南山人壽私校年金商品進行了解；待屆滿55
歲，即可將庫存退撫儲金進行移轉。 

即將滿55歲 



GP-04-1070021/第8頁,共21頁 

107年12月版 

註1:宣告利率非固定利率，會依南山人壽定期宣告而改變，宣告利率之下限亦可能因市場利率偏低，而導致無最低保證，南山人壽不負最低
宣告利率保證之責。 
註2.本商品目前暫不開放期繳 

Add text 

in here 

Add text 

in here 

• 可依個人資金運用 
• 一次或彈性分期繳費 

• 保障退休生活樂無虞 
• 兒女輕鬆無負擔 

• 退休時可選擇一次領取、
分期領取 

• 年金商品可活到老領到老 
     (最高可領取至110歲) 

私校年金保險商品特色 

※本簡介僅供參考，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之規定；南山人壽保留最終承保與否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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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說明 

年金保單 
價值準備金 
累積期間 
(至少需6年) 

一次領取 
選擇一次提領所有價值後，本契約即行終止。 

分期領取 
可選擇以下方式按月/年領取，退休養老免煩腦： 
1.保證金額年金型 
2.保證期間年金型：保證期間10年、15年、20年 
 

年 金 給 付 期 間 

年金給付開
始日 

最
高
領
至       

歲 

110 

年金累積期間： 

1.期繳(註1) 

2.不定期增額(註2) 

 

 

 

 

 

投保年齡: 保險年齡55-80歲； 

保單生效滿6年即可選擇年金化。 

年金給付開始保險年齡不得超過86歲， 

如未選擇則以保險年齡70歲作為開始日。 給付項目： 
年金、返還年金保單價值準備金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中華民國107年11月12日(107)南壽研字第164號函備查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1049台北市信義區莊敬路168號  
電話：(02)8758-8888 免費申訴電話：0800-020-060 

以私校基業長青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為例: 

(註1)因自主投資專屬平台之系統限制，本商品目前暫無提供期繳 
(註2)每筆不得低於新台幣1萬元 
 



GP-04-1070021/第10頁,共21頁 

107年12月版 ※本簡介僅供參考，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之規定；南山人壽保留最終承保與否之權利。 

私校基業長青年金商品優點 

                             

保單價值
穩健成長 

庫存金轉
入超彈性 

費用率低 

• 目前宣告利率2.56% 

• 宣告利率不得為負值 

• 一筆移轉+不定期增額移轉 

• 即刻移轉，退休年金化 

• 不定期移轉，庫存金靈活運用 

費用成本低 

• 低保費費用率，一律0.8% 

• 低固定解約費用率 

以私校基業長青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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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費方式 
單筆移轉 

200萬元 

第 10 保單年度 

年金保單價值準備金 
2,554,593 

第 15 保單年度 

年金保單價值準備金 
2,898,758 

※本簡介僅供參考，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之規定；南山人壽保留最終承保與否之權利。 

規劃案例一 

建議規劃方式： 

1.從庫存金轉入200萬元投保。 

2.未來可採用不定期增額方式，將庫存金分次轉入。 

曾老師,55歲,欲進行中長期規劃，以投保私校基業長青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
(CISA2RP)為例: 

 規劃重點：穩健的理財配置，穩當保全資產價值 
                    靈活調配資金，無定時定額繳交壓力 

55歲 

200萬 

2,554,593 

65歲 70歲 

2,898,758 

宣告利率2.56% 

※本範例首期繳費200萬元，以宣告利率為2.56%，投保日期
107年11月12日，並假設每年宣告利率維持不變進行規劃。 

本商品為利率變動型商品，其年金保單價值準備金依宣告利率變動。上表各年度之宣告利率係為假設值，實際宣告利率並非固定利率，會隨南山人壽定期宣
告而改變，宣告利率之下限亦可能因巿場利率偏低，而導致無最低保證，南山人壽不負最低宣告利率保證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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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費方式 
第7保單年度 

年金保單價值準備金 

期初單筆200萬元 
347.96萬 

(以實際建議書數字為準) 第3-4年,每年50萬 ※本範例以首期繳費200萬元，第3年及第4年年初單筆增額各50萬元，
以宣告利率為2.56%，投保日期107年11月12日，並假設每年宣告利
率維持不變進行規劃。 
 

※本簡介僅供參考，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之規定；南山人壽保留最終承保與否之權利。 

59歲 

200

萬 

50 

萬 

66歲 
退休年金化 

(一旦在保證期間內不幸身故，身故受益人可以按以預定
利率按年複利折算未支領之年金餘額後之現值獲得給付) 

70歲 80歲 110歲 

選擇20年保證期間領回，每年約可領回15.32萬。 
活到老領到老，最高可達110歲。 
一共轉入保費300萬元，至保險年齡80歲時， 
被保險人已約領回229.7萬元 

… 

規劃案例二 

許主任,59歲,女性,高資產實力族，單筆+不定期增額，投保私校基業長青利率變動型年
金保險(CISA2RP)為例: 

 

建議規劃方式： 
1.從庫存金單筆轉入200萬元投保。 
2.採用不定期增額方式,於第3-4年轉入各50萬元。 

規劃重點：加強進行退休準備，強力快速累積退休金提高所得替代率。 

每
年
領
回     

萬 

15.32 

每
年
領
回     

萬 

… 

每
年
領
回     

萬 

61歲 

最高可領回 
673.9萬元 

15.32 15.32 

本商品為利率變動型商品，其年金保單價值準備金依宣告利率變動。上表各年度之宣告利率係為假設值，實際宣告利率並非固定利率，會隨南山人壽定期宣告而改變，宣告利率之
下限亦可能因巿場利率偏低，而導致無最低保證，南山人壽不負最低宣告利率保證之責。上述年金金額係以假設預定利率(2.00%)及假設預定死亡率(第二回年金生命表的100%)進
行試算，計算內容僅供參考，所得金額均為假設數值。 
 

50

萬 

6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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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算結果 

保單 
年度 
(末) 

保險 
年齡 

當年度 
基本保費 

當年度基本 
保費費用 

(註8) 

當年度 
增額保費 

當年度增額 
保費費用 

(註8) 

假設宣告利率 

2.41% 2.56% 2.71% 

年金保單 
價值準備金 

解約金 
年金保單 

價值準備金 
解約金 

年金保單 
價值準備金 

解約金 

1 59 2,000,000  16,000  0  0  2,031,814  2,011,496  2,034,790  2,014,442  2,037,766  2,017,388  

2 60 0  0  0  0  2,080,781  2,059,973  2,086,881  2,066,012  2,092,989  2,072,059  

3 61 0  0  500,000  4,000  2,638,882  2,612,493  2,649,003  2,622,513  2,659,151  2,632,559  

4 62 0  0  500,000  4,000  3,210,432  3,178,328  3,225,515  3,193,260  3,240,655  3,208,248  

5 63 0  0  0  0  3,287,803  3,254,925  3,308,088  3,275,007  3,328,477  3,295,192  

6 64 0  0  0  0  3,367,040  3,333,370  3,392,775  3,358,847  3,418,678  3,384,491  

7 65 0  0  0  0  3,448,186  3,448,186  3,479,630  3,479,630  3,511,324  3,511,324  

許主任,59歲,高資產實力族，投保私校基業長青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CISA2RP) 
為例  1.單筆轉入200萬元方案2.採用不定期增額方式,於第3年及第4年各轉入50萬元。 
3.投保日期107年11月12日 

年金保單價值 
準備金逐年成長 

規劃案例二-試算表 
 

※本簡介僅供參考，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之規定；南山人壽保留最終承保與否之權利。 

※本試算表之內容僅供參考，其宣告利率及所得金額均為假設數值，不代表保單之實際年金保單價值準備金、
解約金及年金金額，實際年金保單價值準備金、解約金及年金金額可能較高或較低。另上表於年金給付開始
日前如有未揭露之各年度末年金保單價值準備金或解約金，其計算方式請詳保單條款之約定。 
※保費費用： 
自所繳之基本保費或增額保費扣除其金額之百分之0.8%作為保費費用。 
※解約費用： 
要保人依保單條款約定終止契約或減少年金保單價值準備金時，南山人壽依收到終止契約通知當日或申請減少之年金保單價值準備金 
，乘以下列比率所得之金額作為解約費用。各保單年度解約費用率如下:保單年度第1~6年:1%、 保單年度第7年及以後: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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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於私校儲金會 

官方網站表單 

填寫移轉年金意願 

由南山服務人員聯繫教

職員並協助完成要保文

件填寫 

教職員於每月1-15日前

於中信平台完成單位數

轉出 

年金保單於次月1日生效 

教職員可聯繫服務人員

協助不定期單位數移轉

增額 

投保私校年金商品流程說明 

※本簡介僅供參考，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之規定；南山人壽保留最終承保與否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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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在第七保單年度以後無任何解約費用，若在第七年度前減少年金保單價值準  

         備金時，則按照減少金額×下表各保單年度解約費用率 

 

 

 

 

 

 

 

保單年度 1 2 3 4 5 6 7及以後 

解約費用% 1% 1% 1% 1% 1% 1% 0% 

FAQ 

Q1：購買南山人壽私校基業長青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CISA2RP)是否 
          需收取保費(基本保費/增額保費)費用， 收取比例為何？ 

A1：是，保費費用率如下表 

Q2： 南山人壽私校基業長青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CISA2RP)減少年金 
          保單價值準備金之金額，是否須扣部分解約費用？ 

 保費費用率：                                                                                                              
     基本保費及增額保費：0.8%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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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依保單條款第二條第八項規範，宣告利率是指本公司於本契約生效日，或 

         各保單週年日當日宣告並用以計算該年度年金保單價值準備金之利率。該 

         利率係根據本公司運用此類商品所累積資產的實際狀況，並參考市場利率 

         所訂定且不得為負，於每月第一個營業日宣告，同一保單年度內均適用該 

         保單年度首月之宣告利率。 

FAQ 

Q3：如何得知其目前之年金保單價值準備金？ 

A3：保戶可洽0800-020-060保戶服務專線進行查詢。 

Q4：宣告利率有無底線，會不會變負值？ 

Q5：完成首期單筆投保後，想要進行單筆增額，應與誰聯繫？ 
         如何進行？ 

A5：可聯繫當初協助您進行轉換年金的南山服務人員，來幫您完成增額作業並在 
         中信自主投資平台中選擇再投入單位數，即可進行本年金商品的單筆增額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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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年金商品是真正適合退休用途的商品，年金商品可降低長壽風險並提供
養老之保障；南山人壽私校基業長青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可以配合私校教
職員的退休時間規劃，在投保六年以後，保戶即可依個人需求選擇是否進
行年金化，最高可領取到110歲，真正實現活得愈久、領得愈多。 

 

 

FAQ 

Q6：選擇以年金商品進行退休規劃的好處？ 

Q7：如欲查詢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管理委員會之相關 
          業務資訊及法令？ 

A7：私校退撫儲金管理委員會連結網址如下，可供相關資訊之查詢 
         http://www1.t-service.org.tw/bin/ho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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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請詳南山人壽企業網站之南山人壽企業與團體保險私校儲金專區。  

         

FAQ 

https://www.nanshanlife.com.tw/NanshanWeb/static/?p=../PublicW
eb/QuickSign/BusinessGroups/Deposit/deposit.html 
 

Q8：是否可提供南山人壽有關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之進一步資 
          訊？ 

A9：您可聯繫南山的服務人員，將提供更詳盡的商品資訊予您參考。 

  

         

Q9：我想進一步了解私校基業長青年金保險商品的內容，可否提供聯絡窗口？ 

【注意事項】 
本簡介僅供參考，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之規定；南山人壽保留最終承保與否之權利。 
本商品為保險商品，受保險安定基金保障，並非存款項目，故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投保後解約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宣告利率非固定利率，會依南山人壽定期宣告而改變，宣告利率之下限亦可能因市場利率偏低，而導致無最低保證。利率指標會隨經濟環境而有波動，南山人
壽不負最低指標利率及宣告利率保證之責。 
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及年金保險之確定年金給付於被保險人死亡後給付於指定受益人者，依保險法第112條規定不得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惟如涉有規避遺產稅
等稅捐情事者，稽徵機關仍得依據有關稅法規定或稅捐稽徵法第12條之1所定實質課稅原則辦理。相關實務案例請至南山人壽企業網站/實質課稅原則說明查閱。 
消費者於購買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預定附加費用率(保費費用率)最高/最低0.8%；如要詳細了解其他相關資訊，請洽本公司業務員、服務據
點（免付費電話：0800-020-060）或網站（網址：http：//www.nanshanlife.com.tw），以保障您的權益。 
南山人壽財務及業務等公開資訊，歡迎至南山人壽企業網站<http://www.nanshanlife.com.tw>查詢，或電洽南山人壽電話客服中心:0800-020-060詢問，或
至南山人壽各分支機構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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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山人壽私校基業長青利率變動型年金保
險(甲型）商品說明 

• 南山服務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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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人壽私校基業長青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甲型)商品說明 

免體檢，免告知 

年金保單價值準備金累積期間 至少6年 

投保年齡 55~80歲 

 解約費用率： 

保單年度/ 

參加保險年度 

1 2 3 4 5 6 
第7年 

及以後 

1% 1% 1% 1% 1% 1% 0% 

*每次減少之年金保單價值準備金不得低於新台幣1萬元，且減額後的自費年
金保單價值準備金不得低於新台幣1萬元。 

 保費限制          單位：新臺幣元 

最低 

繳費 

金額 

基本保費 

月繳 1,000元 

季繳 3,000元 

半年繳 6,000元 

年繳 12,000元 

不定期增額保費 10,000元(每次) 

最高 

繳費 

金額 

累計最高「基本保費＋增額保費」≦ 8,000

萬元 

*南山人壽保留調整上述投保規則規則之權利。詳細投保規則，請洽
南山人壽業務員。 

 宣告利率：2.56%(107年11月) 

※本簡介僅供參考，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之規定；南山人壽保留最終承保與否之權利。 

給付項目： 
年金、返還年金保單價值準備金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中華民國107年11月12日(107)南壽研字第164號函備查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1049台北市信義區莊敬路168號  
電話：(02)8758-8888 免費申訴電話：0800-02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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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