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壽保險的傳統觀念﹐也有一誤區﹕越是富有，便越不需

要保險｡  這和其他許多公認的“真理”沒分別﹐看起來是

合理的﹐但是仔細的想想﹐你會發現是另一回事｡  

以典型的成功企業家為例﹕一對富裕的中年夫婦﹐孩子已

經長大｡  他們擁有一個美麗的家園﹐公司的業務還發展得

很好﹐為他們提供寶貴的資產﹐和每年穩定的收入｡  25年

前﹐當他們的債務率很高﹑孩子還小的時候﹐人壽保險對

夫妻來說﹐是必不可少的保護｡  但今天﹐他們再沒有抵押

貸款﹐有的是數以百萬計的投資和公司資產﹐看來他們對

保險的需要﹐似乎已經大大降低了吧｡  

但真的是這樣嗎﹖

雖然這對夫妻現在有足夠的財務安全度﹐來滿足他們的

基本生活需求﹐但原來他們可以從人壽保險中獲得的 

效益﹐卻比以前更大了｡  

傳統觀念的背後有多少是真的﹖

有些根本就經不起時間的考驗｡   

例如﹐父母怕孩子著涼﹐總是一

相情願地給他們穿暖穿厚｡  但是

醫學專家已經發現﹐冷空氣是不

會讓人生病的﹐走出了這種傳統

觀念的誤區｡  

重要觀點﹕

1.  保險有助於保存富裕的生活方式

2.  永久壽險可以保護或提高財力資本

3.  永久保險是值得考慮的資產類別

給富人的人壽保險 

探討與保險利益有關的誤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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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yne G. Miller 

BMATH, ASA, ACIA

永明金融 

全國性帳戶和戰略業務發展部 

區域副總裁

韋恩·米勒﹙Wayne Miller﹚是加拿大永明

金融個人保險分銷部的區域副總裁｡  他是 

受人尊敬的業界專家和倡導者﹐致力於 

幫助別人走出一些常見的誤區和對保險的

誤解﹐希望最終有助於提高顧問的實務 

水平｡  除了與大大小小的顧問群體分享

他的見解外﹐米勒更致力於為企業和顧問

們﹐開發最佳的實踐方法﹐幫助他們確認

保險的價值﹐並把保險和其他業務﹐整合

為完整的商業模式｡

米勒於 1990 年加入永明金融﹐參與設定

個人產品的價格｡  而通過一次又一次被

提升﹐他更從不同的崗位﹐迅速接觸到營

銷﹑分銷等各個商業領域｡  米勒於 1998 年

被晉升為區域副總裁﹐為我們重視的戰略

合作夥伴﹐建立了緊密的支持團隊﹐是讓

合作夥伴增長永明人壽保險業務不可分割

的共同体｡  

米勒於 1986 年從滑鐵盧大學畢業﹐主修精 

算學﹐獲得數學的榮譽學士學位｡  同年﹐ 

他取得了精算師協會（ASA）的會士資格｡   

他除了是加拿大金融顧問協會（Advocis）

﹑加拿大國際保險經理人協會（GAMA 

International Canada）和高級壽險承保會

（CALU）的會員﹐更曾擔任加拿大人壽

及健康保險協會公司（CLHIA）各個工作

組的主席和成員｡  

財富增加了﹐對錢和持續現金流的需要﹐是不會減少的｡  這些需要只有跟著要

維持東西的數量來增加﹐例如豪華車﹑高端旅遊等｡  退休前的個人收入越高﹐

如果要退休後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需要替代收入的比例就越大｡  

人力資本利益

保護個人創收潛力﹙income earning potential﹚的價值｡

富裕人士購買壽險的兩個主要益處﹕

財力資本利益

增長和保護個人已經擁有的資產﹐和個人名下的房產﹑公司﹑投資

等資產的淨值｡

誤區﹕富人不需要人壽保險

真相﹕保險有助於保持富裕的生活方式

個人簡介

人壽保險﹐就是財富保障

總財富

財力資本人力資本

以
元
計

為未來建立財富 退休時準備退休

總財富 = 人力資本 + 財力資本
人力資本是個人未來創收潛力的價值 
財力資本是個人淨資產的價值

客戶越富有﹐

可能失去的 

東西便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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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估計﹐個人年收入超

過 15 萬元的﹐如果在
退休後想要維持的自己

生活方式﹐便需要替代

原來收入的 84%｡  

見 Aon Hewitt 在 2012 年為退休收入行
業協會﹙Retirement Income Industry 
Association﹚所做的報告｡  

一對年齡

歲的伴侶﹐有﹕

65
1 見 2013 年的永明加拿大健康指數﹙Sun Life Canadian Health Index™﹚｡  

71%

82%

的機會在退休後其中一人患上重大疾病｡  

的概率其中一個需要長期護理｡  

人力資本利益 
收入和生活方式的保障

在接近個人創收期結束的時候﹐保護

人力資本的需要通常會下降｡  但對仍

然有幾年時間創收﹐和有喜歡的生活

方式要保持的富人來說﹐保護個人的

人力資本還是很重要的｡  在個人仍然

可保的時候﹐便跟顧問談保險﹐這也

是非常重要的｡  

例如﹐一對成功的夫妻每年從生意

裡得到了豐厚的收入﹐並且不打算

在未來 10 年退休｡  對他們來說﹐定

期壽險是成本最低的保險形式﹐在一

個特定的時間段裡﹐為過早死亡提供

生意收入流的保障｡  

同樣地﹐如果夫妻其中一個不幸地

成了殘疾人﹐無法再正常地工作﹐

殘疾保險也可以保護生意收入流｡  

最後﹐重病保險可有助於支付一些

來自疾病的高昂費用｡  在被診斷患

上重大疾病並通過所需的等待期﹐

便會獲發一次性給付金｡  保險賠付

可以用來資助自己請假﹑在家裡或

在工作中僱用工作人員﹐或用來控

制持續的信貸成本｡  這還有助於保

護這對夫妻已經建立起來的投資養

老金｡  

富人也有他們希望保持生活方式﹐

所以不應該低估大病的影響｡  超過

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說大病或意外

令他們的生活方式﹐發生了明顯的

改變｡1

富裕人士需要保護什麼﹖

3

來源﹕慕尼黑再保險公司﹙Munich Re﹚2011 年資訊｡  



財富增長﹐對產業﹑公司和生

活方式規劃的需要也會增加｡

財力資本利益﹕ 
產業﹑公司和生活方式規劃

“人力資本”﹐是需要評估和保護的｡  但富人會忽略

的﹐卻是保護“財力資本”的利益｡  這通常是被“壽

險是不適合他們的”這誤區影響｡  

財富增長﹐對產業﹑公司和生活方式規劃的需要也會

增加｡  人壽保險在規劃戰略中發揮的重要作用﹐不僅

在於保護財富﹐同時也可以增長財富｡  

保險可以用來實現客戶的產業和其他財務規劃目標 

以外﹐也是保護或提高財力資本挺好的方式｡  下面是

這方面的一些概述｡  

保險作為安全投資目標的另類資產類別

當我們談及投資資產類別時﹐我們通常會想到股票﹑

債券﹑房地產及現金投資｡  但是終身或萬能壽險等永

久壽險保單﹐如果終生有效的話﹐可以比擔保投資證

（GICs）或政府債券等較傳統﹑保守的投資﹐提供更

卓越的回報率｡  

一旦個人已經用盡了註冊退休儲蓄計劃（RRSPs）﹑個

人養老金計劃（IPPs）和免稅儲蓄帳戶（TFSAs）等避

稅儲蓄的機會後﹐延稅或節稅的選擇便有限｡  如果擁

有足夠的儲蓄來資助自己的退休收入需求﹐並希望盡

可能少交稅和把產業價值最大化﹐永久保險可以提供

顯著的利益﹕

一般來說﹐壽險的死亡給付為遺產帶來的利益﹐在任

何時間都比非註冊投資帶來的明顯大得多｡  既然每個

人都會死﹐把永久人壽保險當是一個資產類別﹐真的

是值得考慮｡  

即使還活著便需要用上自己的儲蓄﹐人壽保險提供了

和債券投資組合相近的流動性﹐而且還波動更少｡  

富人需要保護的是什麼﹖

4

免稅的死亡給付﹙death benefit﹚

保單投資收益享有稅收庇護

避免遺囑驗證等遺產結算費用

1

2

3



提供更多的免稅退休收入

永久壽險保單是建立產業價值的好方法﹐也為退休收入

提供了額外的節稅方法效益｡  

使用保險單來節稅﹐最常用的方法是把保單的現金解約

價值作為抵押品來向金融機構貸款｡  金融機構以保險單

這抵押物﹐為個人提供一系列的貸款｡  根據現行稅法﹐

貸款本金是免稅的｡  

貸款雙方可以安排在借款人去世前不支付利息｡  在借款

人死亡後﹐一部分的死亡給付將用於清償貸款﹐而餘額

將免稅發給指定的受益人｡  

投保人還可以通過提款﹑或直接向保險公司申請保單貸

款﹐來獲取保單的現金價值｡  但是﹐提款或保單貸款可

能因保險單的調整基準而引發稅務後果｡  也正因為如

此﹐所以從第三方金融機構的貸款安排﹐是得到額外退

休收入最常用的方法｡  

來源﹕2013 年投資者經濟學的家庭資產負債﹙Investor Economics - Household Balance Sheet﹚資訊｡

8% 77%
家庭

控制

金融財富

所有
的

財力資本利益﹕ 
產業﹑公司和生活方式規劃

富人需要保護的是什麼﹖

充分發揮慈善捐贈的作用

雖然許多富人都想對不同的慈善事業﹐在自己的年度支

持金額以上﹐作更大量多的捐款﹐但他們自己或本身的

產業﹐可能沒有足夠的流動現金來做到這一點｡  利用人

壽保險來作慈善遺贈﹐是一個經濟實惠的解決方案｡  

要使用保險來捐贈﹐首先要申請永久保險｡  當保單被

批准﹐便可以轉讓保險單的所有權給自己選擇的慈善機

構﹐而相同的機構﹐也被指定為受益人｡  捐贈人每年都

支付保費﹐並得到相當於保費金額的稅務收據｡  

只要捐贈人一直支付保費﹐該慈善組織是保證會得到死

亡給付金額的｡  此外﹐由於保險金是在遺產之外支付

的﹐所以慈善機構很快便會收到款項﹐並無需支付遺囑

驗證費｡  

另一種方法﹐是事先安排在去世時才捐贈保險金｡  只要

在遺囑中指明作直接的慈善遺贈﹐便可以用慈善稅收減

免來減少應繳的遺產所得稅｡  保險金會支付給子女或其

他受益人來抵消慈善捐贈的金額﹐確保他們得到遺產的

全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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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好遺產稅責任或平分遺產

在稅務上﹐人死去會被當作是出售所有的

財產﹐必須從遺產中支付任何資本利得

稅｡  此外﹐除非把 RRSPs﹑RRIFs 等註冊計

劃﹐滾存給配偶﹑未成年子女等合格的受

益人﹐否則這些計劃亦會失去了避稅地

位﹐需要全面徵稅｡  

其他可能出現的費用還包括遺囑驗證費｡   

遺產必須支付遺囑驗證費給政府﹐以確認

遺囑的有效性﹐費用則取決於居住的省

份﹐可高達數千元｡  遺囑驗證費在魁北克

省是不適用的﹐但還是要支付法院核實非

公證遺囑的費用｡  

保險金也是支付部分或全部遺產開支的理

想方式｡  死亡給付是不納稅的﹐可以給遺

產提供方便使用的流動現金﹐確保無需出

售別墅﹑公司等非流動性資產﹐來支付遺

產的負債｡  

這流動現金也可以用來在受益人之間平分

遺產｡  舉例來說﹐如果一個人擁有一家 

公司﹐並想要其中一個孩子來繼承公司的 

所有權和控制權﹐便可以用保險金來為 

其他受益人﹐提供與公司價值同等份額的

遺產﹐無需為平分遺產而要出售公司或 

其他資產｡  

保險的商貿用途

對企業來說﹐保險可以在許多方面﹐發揮關鍵的作用﹕

為買賣協議供資﹕如果公司有多個企業主﹐可以在

買賣協議訂明條件﹐如果企業主之間出現死亡﹑殘疾或

因重病而無法為公司作出貢獻等情況﹐其中一名企業主

有權購買其他企業主的所有權份額｡  

如果要買賣協議有效益﹐協議的供資方式﹐必須不會對公司或被收

購的合作夥伴﹐造成任何的財政困難｡  要做到這一點﹐其中一個

最有效的解決方案﹐便是為每一位企業主購買壽險﹑殘疾和重病保

險｡  當其中一名企業主去世﹑殘廢或生重病﹐公司或尚存的企業主

（具體情況取決於保險單的安排）﹐可以使用保險金來買斷合作夥

伴的商業利益｡  

提供關鍵人保險﹕因為死亡﹑殘疾或重大疾病而失

去了關鍵的企業主或員工﹐可以對公司業務有顯著的影

響｡  失去了重要一員的參與﹐公司可能會有客戶流失﹐

債權人也可以收回融資｡  此外﹐公司還有可能要在招聘﹑培養合適

的替代人選方面﹐支付高昂的費用｡  

關鍵人壽險﹑殘疾和重病保險﹐在公司關鍵人物遭受意想不到的疾

病﹑意外或死亡時﹐可以為公司保持業務運作的連續性﹐提供必要

的資金｡  該公司是保險的受益人﹐保險金可以用於任何業務目的﹐

如招聘或培訓替代人選﹑為業務收入下降提供補充的現金流或支付

供應商｡  

有稅務效益的轉移﹕在保險安排上﹐公司可以把部

分或全部保險金﹐用於為一個或以上的股東﹐發放免稅

的資本紅利｡  具體的安排還有許多變化﹐要取決於情況

和業務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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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力資本利益﹕  
產業﹑公司和生活方式規劃

富人需要保護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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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便是時候﹐打破保險在富人的投資組合沒有地位的誤區了｡  隨著

年齡和財富的增長﹐必要的保險支出﹐變成了非常有價值的財務契機｡

保險產品能為可保的企業主和富人多方面增值﹕提高退休後的收入﹑保護公司﹑保

存遺產和作節稅的財富轉移｡  這真是一個值得為富人探討的投資｡  

保險的契機

7

富人不需要保險 
但他們肯定想要保險｡

需要 定期保險
 （保護人力資本）

想要 永久保險
 （保護財力資本）

如果養家者或關鍵人過早死亡或

殘廢﹐用來替代收入

滿足股東之間的買賣協議責任

低風險的資產類別

把資產從公司﹐作有稅務效益的

轉移

跨代轉移

慈善饋贈

為稅務負擔提供資金

平分遺產的工具

生病時保護投資組合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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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有助於保持富裕的 
生活方式

對金錢和持續現金流的需要﹐是不會

隨著財富增長而減少的｡  有豪華車﹑

高端旅遊等多個項目要維持﹐這需要

只會增加｡  個人退休前的收入越高﹐

要保持生活方式﹐所需要的替代收入

便越大｡  

永久壽險可以保護或提高 
財力資本

隨著財富的增長﹐對產業﹑公司和生活

方式規劃的需要便會增加｡  人壽保險可

以在保護財富﹑甚至增長財富等規劃戰

略中﹐發揮重要的作用｡  

永久保險是個值得考慮的 
資產類別

通常情況下﹐如果客戶把部分原來買

非註冊投資的錢﹐用來買永久壽險﹐

死亡保單金會為遺產帶來的利益是顯

著更大的｡  既然死亡是必然的﹐永久

壽險絕對是值得考慮的另一種資產 

類別｡  

給富人的人壽保險 
打破誤區的利益

提供的信息僅供您參考｡  加拿大永明人壽保險公司不為顧問或他們的客戶﹐提供法律﹑ 

會計﹑稅務或其他專業意見｡  在您就這些信息﹐代表客戶採取任何的行動前﹐請要求客戶

諮詢合資格的專業意見﹐包括對客戶的具體法律﹑稅務情況﹐進行全面的檢查｡  加拿大 

永明人壽保險公司﹐是永明金融機構集團的成員｡  

© 加拿大永明人壽保險公司 (Sun Life Assurance Company of Canada), 2014｡ 
870-4134-10-14

加拿大財務規劃機構（CIFP）視這份白皮書簡述的理念，是給顧問和客戶 

用來建立退休計劃的可信的﹑有充分研究的見解｡  要了解更多關於 CIFP﹐ 

請訪問﹕www.cifp.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