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已经还清房屋贷款

什么是退休?
退休意味着您可以决定是否要继续工作。若您尽早规划

退休生活，您将可以更顺利地决定何时退休。您可参考以下几点
来考虑您是否已为退休做好准备，例如您：

有足够的医药保险

有足够的储蓄或被动收入
来维持您的退休生活

没有未偿还
的债务

那么或许现在是时候来考虑退休规划了。请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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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应该什么时候开始您的退休规划呢? 
答案很简单: 越快越好。

退休规划理应在您收到第一份薪水后就开始。您越早开始
规划，您就会有越多的时间来培养良好的习惯以及增加
储蓄，为退休生活做好准备。然而退休规划什么时候开始都并
不太晚。以下是您在规划退休生活时应该考虑的一些事项。

退休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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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您目前的情况

审查和估算您退休时将会拥有的储蓄、公积金储蓄和投资总额。

制定一个退休计划

设置您的退休目标 —— 您打算什么时候退休? 您估计
自己需要多少钱才能过您向往的退休生活? 您可以使用

退休计算器来计算。

扫描这里打开
CPF退休计算器

如果您出生于1958年或之后，并且公积金退休户头在
您达到可领取入息资格的6个月前有6万元以上，您将会
自动被纳入公积金终身入息计划*。您可以使用公积金
终入息估算器来查看您每个月可获得的入息金额。

您正在考虑购买房屋或者仍然在偿还房屋贷款吗?

 如果您正在考虑购买房屋，请选择您可以轻松负担的房屋，以便留下更多的
储蓄来应付未来退休生活所需。

 如果您正在使用或打算使用公积金普通户头( )的储蓄来支付
  房屋贷款，请注意公积金分配率会随着您的年龄增长而改变，
  这将影响您的房贷分期付款可动用的公积金储蓄。

扫描这里查看
最新的公积金分配

扫描这里打开公积金
终身入息估算器



如果您目前在偿还房屋贷款，您可以应考虑偿还部分则您可
以考虑偿还部分贷款，以减少贷款的利息总额。如果您购买房屋
时使用了建屋局贷款，提前偿还部分贷款时无需缴付任何罚款。

如果您在购买房屋时使用了银行贷款，那么您可以向银行查询提前偿还部分
贷款的步骤以及所涉及的费用。

审查您现有的保单——您的保单是否涵盖突发或慢性疾病、意外或残疾
情况下的医疗费用?

您的保险需求和保费可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改变，因此您应当花点时间了解和
审查您的保险所涵盖的范围。您也应当了解保单是否含有自付费用或在选择医院
或病房类别上是否有任何的限制。

记得同时考虑到终身健保计划、乐龄健保计划和终身护保计划 (从2020年起)
的承保范围。

终身健保是一项基本医疗保险计划，旨在帮助所有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
无论年龄或建康状况，应付日后所需支付的大笔医疗费用。

乐龄健保是一项基本的长期护理保险计划，一旦罹患重度残障，每月能获得
现金赔付。

终身护保是一项全国性的长期护理保险计划，旨在为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
提供基本保障，如果他们罹患重度残障，特别是在年老时，能够支付长期
护理费用。1980年或之后出生的30岁以上国人将于2020年中旬自动被纳入终
身护保计划。1979年或更早出生的国人则在2021年中旬可选择参与计划。

您可通过以下方式了解更多有关新加坡
各项医疗保健援助计划及津贴的资讯：

扫描这里查询如何
偿还部分贷款

无债务的退休生活

力求做到在退休前还清您的房屋贷款。尽可能提早偿还，
这样从长远来看可以省下大笔贷款利息。



缩小储蓄差距

您退休后的储蓄足够满足您的退休生活所需吗?
您可以考虑通过以下方式缩小两者之间的差距:

填补公积金存款可增加您的退休储蓄。此外，您也可将普通户头里的
储蓄转至特别户头(55岁以下)或退休户头(55岁及以上)，其顶限分别为
全额存款或超额存款。

您的公积金储蓄可赚取丰厚年利息，最高为每年5% 
(55岁以下)及6% (55岁及以上)。以现金填补自己的公
积金户头 (顶限为当前的全额存款) 还可享有每年高达
8000元的税务扣除。

扫描这里了解
更多详情

审查您的财务状况，确定其是否能帮助您达成退休目标。

您可考虑利用退休辅助计划（ ）来增加您的退休
蓄。 是一项自愿计划，旨在鼓励国人除了公积金储
蓄以外，更多地为退休进行储蓄。 的投资回报在
提取之前无需缴税。若是在退休时提取您的 退休储
蓄，那么您只需为其中的50%缴付税费。 扫描这里了解

更多详情

投资合适的金融产品   将您的工资的一部分存起来以积累金额至少为
每个月开销3到6倍的应急储蓄后，便可进行定期投资以利用复利的原理赚
取更多的回报。

如果安稳且灵活的长期储蓄方式比较适合您，您不妨考
虑新加坡储蓄债券( )。 是一种由新加坡政府
全额担保的政府证券。您至少可以全数拿回您的投资本
金，不会有任何的本金亏损。

扫描这里了解
更多详情



让您 (“授权人”) 委任至少一名您信赖的人 (“被授权人”)，在您
失去心智能力以及决策能力时，代替您处理个人福利与／或产业与财务事
宜。

尽早订立 会确保您在失去心智能力后，仍会得到妥善的照顾。若您
没有在失去心智能力前订立一份有效的 ，您的近亲将无法代表您处理
您的个人福利, 尤其您的产业及财务事宜。他们必须向家事法庭申请代理
令状，获得授权管理您的事务的法律权。这个过程往往会花费更多的时间
和金钱。

订立LPA其实非常容易，而且不昂贵。凡是在2023年3月31日
之前申请订立 ( ) 的新加坡公民，可免除申请费
(75新元)。

您可以通过释放您的政府组屋的价值套现来增加退休收入。

只需做一些额外规划，
您的政府组屋便可以成
为一份稳定收入的来
源，满足您的退休
需求。

订立一份持久授权书 ( )

规划您的遗产

扫描这里了解
更多详情

扫描这里查看
如何订立



预先医疗指示 ( ）

如您不希望患上不治之症且陷入昏迷状态时借助任何维
持生命的治疗来延长生命，您可事先将这个决定通知您
的医生。这将会减轻家庭成员在面对这种情况时不得不
做出艰难决定的压力。

复苏和生命维持

高风险手术

永久性胃管喂食 

入住加护病房

预先护理计划 ( ）

您可以提前制定ACP让您的家人和医生了解您在生病又无法表达您想要的护理
方式时想要得到怎样的疗护。 ACP 是一系列关于疗护的自愿性讨论，让您事
先决定未来的护理方式，并和亲人分享和讨论其原由和价值观。讨论可包括: 

登录 
，

利用网页中的ACP规划工
具作为与您亲人对话

的开始。

预约到任何一间
处所会见一名合格的

协调员，并让其
记录您的意愿。

您可以浏览 

查看 处所列表。

您也可向您的医疗看护
或医生了解 详情。

无论年龄或身体状况，任何人都可制定这项计划。您可通过以下
三种简单方式写下您的意愿：

扫描这里查看
如何制定



立遗嘱

遗嘱能根据您的意愿分配您的财产(公积金储蓄除外)，
帮助您的家人节省金钱和时间，避免纠纷。

您可以自己立遗嘱而无需律师的协助。然而，遗嘱内容若拟
定不当或含糊不清，将来可能会受到质疑或被视为无效。您
可以咨询律师确认您的遗嘱是否有效。遗嘱可以随时更改。

如果您没有遗嘱，您的财产将根据新加坡的无遗嘱遗产继承
法令或回教徒管理法令(如果您是回教徒)进行分配。

扫描这里查找律
师或律师事务所

扫描这里了解
更多资讯

提名公积金受益人

公积金提名让您自由决定如何分配您的公积金储蓄，以及每名
受益人可获得的金额比例。一般来说，您的公积金储蓄会以
现金方式分配给您提名的受益人。

您可以到公积金局的网站提名您的公积金受益人，或者亲临
任何一间公积金局服务中心进行提名。

如果您没有提名任何受益人，公共信托局会根据新加坡的无
遗嘱遗产继承法令或回教徒管理法令(如果您是回教徒)对您
的公积金存款进行分配，并会收取一笔行政费。公积金提名
将确保您的受益人能更快、更方便地领取您的公积金储蓄。

扫描这里了解
更多资讯

扫描查询如何提
名公积金受益人



如果屋主去世，他/她的政府组屋应该如何处理？

与屋主同住的受益人（如配偶或子女）若符合资格，将能够保留组屋。
如果没有任何人有资格保留组屋，而组屋也已符合最低居住年限，那么
组屋便可在公开市场出售。

扫描这里了解
更多资讯



退休之际

退休之际，您应该注意些什么? 
了解各种选择将能帮助您准备您的退休生活。



审查您的退休计划

当您接近退休年龄时，您可能会考虑完全退休或继续工作。

在做出决定之前，您需要确保自己制定了一份周全的退休计
划，好让退休生活能安枕无忧。花点时间评估您退休生活的需
求和偏好，以及目标。 

退休往往意味着生活方式的重大改变，因此您应该考虑您想要
如何过渡到退休生活。有些人认为与其完全停止工作，不如逐步减少工作
时间。 因为这样可以慢慢习惯较少的工作量，腾出更多时间培养自己的
兴趣或爱好。如此一来，您也可以在退休前累积更多的退休储蓄。

您的储蓄、公积金存款和投资所得将会是您的退休资金 。 您需评估您的
退休资金，看看它是否能维持您的退休生活所需和日常生活开支。

考虑套现您的组屋以增加退休收入。

从2022年7月1日起，重新雇佣年龄将调高
到68岁。 这意味着雇主必须为年龄介于
62到68岁且符合条件的员工提供重新
就业机会，让其能够继续工作。

扫描这里查看您
是否符合条件

在您年满55岁时，您的特别和普通户头的储蓄将会转入您的退休户头
成为您的退休存款（转入金额以全额存款为顶限)。您可以通过全现金，
或至少基本存款的现金与您名下的房产1达到全额存款。

您可在55岁后，随时从普通或特别户头提取多达5千元， 或超出全额
存款或基本存款2的余额 (以较高的款项为例)。 使用 跨银行转账
服务，您所提取的公积金存款可几乎立即转入您的银行户口。

提取您的公积金存款

您的房产所剩余的屋契必须可以让您至少住到95岁。
不包括公积金填补、利息及任何政府津贴。



您在公积金户头的储蓄可享有高达5% (55岁以下) 或6% (55岁及以上）
的年利率。您应该考虑将您的储蓄继续保留在公积金户头里，以备不时
之需，在真正需要时才动用。

您可以选择在可领取入息年龄（目前为65岁）和70岁之间的任何时候申请
领取每月入息。选择延迟领取您的公积金入息，能让您积累更多的利息，
增加未来的退休收入。

如果您到了70岁仍然没有指示公积金局启动每月入息，公积金局将会
自动开始将您的每月入息发放给您（适用于那些在2017年之后年满70岁的
会员)。

制定一个月度预算，记录您每个月的开支，这样您就能
量入为出。 同时留意那些高支出的项目，并考虑是否能
减少这些项目的支出。

理财有方，保持健康

如果您即将年满55或65岁，您可预约参加公积金退休规
划服务（ ），进一步了解您有哪些选择。 有关如
何注册CRPS的详情，请参阅公积金局在您年满55或65岁
的6个月前寄给您的信函。

在这里温馨提醒您：即使偶尔购买4D万字票、多多博彩或与朋友小赌，也
会积少成多，也可能养成嗜赌的习惯。您可以考虑申请本地赌场和私人俱
乐部老虎机房的禁门令，以保障自己。

扫描这里了解
更多资讯



保持身体健康、积极活跃及扩大生活圈子。 保持健康和积极
的生活方式，多参与社交活动，能让您的生活有所寄托。 

强健的体魄也可减少去看医生的次数和不必要的医疗支出。

保健促进局的“定期体检，益您一生”计划为符合
条件的国人提供体检补贴。 请按照您的年龄和性别选择
适当的体检项目。

您可以使用公积金的保健储蓄支付指定的疫苗注射和体检
费用。

如果您有空余的时间，不妨考虑做一名志愿者。 通过
志愿服务，您可以分享您宝贵的生活经验、知识和技能，
为社会做出贡献。

提防诈骗

在网上购物或将钱转到海外账户时要格外小心，
时时保持警惕。

为避免您的个人资料、银行账户、信用卡/借记卡、电子邮件账户等信息
外泄， 请不要与任何人分享这些资料。

不要把钱转账给您不认识的人。 如果您接到声称是政府机构打来的电
话，请记得要保持冷静，核实来电者的身份。 然后，再通过官方热线或
电邮与该机构联系。 政府机构永远不会通过电话向您索取任何钱财。 如
有疑问，请拨打全国罪案防范理事会反诈骗热线 查询或
浏览 。

扫描这里了解
更多资讯

扫描这里了解
更多资讯

扫描这里了解
更多资讯

扫描这里了解
更多资讯

如果您怀疑身边的家人或朋友有嗜赌方面的困扰，您可
以拨电 或通过网站
联络《全国预防嗜赌理事会》。



资讯截至2022年1月准确无误。

中央公积金局（公积金局)

保健促进局（保健局）

建屋发展局（建屋局）

理财通识学院

卫生部     

全国罪案防范理事会

公共受托局 

各政府机构的联络方式

通过参加理财通识学院 
举办的免费讲座/工作坊来加深您的金融知识。

登录 了解更多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