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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國勞退制度的變革 

 

第一節 修法背景 

 

為保障老年退休生活安全，世界銀行自一九九四年起即提出三階層保障機

制：第一層為政府提供的補助及保險，第二層為雇主提供之強制性的企業退休金

制度，第三層則是個人自發性的退休理財行為。至二○○五年，世界銀行之研究

報告則在原有之三層保障基礎上增添了主要目標在消弭貧窮的基礎層（第零層）

社會給付，及第四層非正式的老年生活支持，額外考慮來自家庭的經濟支持、健

康照護及房屋所有權等因素2。我國設立勞工退休制度的原意在課予雇主照護勞

工退休生活之義務，相當於世界銀行提出之第二階層保障機制。然由於我國勞動

基準法中對於退休制度設定嚴格之請領門檻，導致該制度實施至今已二十餘年，

無法領得退休金之勞工比例卻高達百分之九十3，成效顯然不彰，甚有論者認為

該制度實為勞基法強制雇主在每位勞工戴上「金口罩」，唯恐其不夠牢靠，而盡

力幫忙以防脫落，屬於台灣獨創之一種拒絕現代文明，甚是一種接近共產主義或

是傳統父權思想的經社法制，既無益於勞工，亦不利經濟發展4。 

相關政府機關亦觀察到因為退休法令建置之不當所帶來的嚴重問題。根據行

                                                 
2 詳細內容請參考 The World Bank, Old-Age Income Support in the 21st Century: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n Pension Systems and Reform, 2005。全文可見

http://www1.worldbank.org/sp/incomesupportfiles/Old_Age_Income_Support_FM.pdf（最後瀏覽日
期：2006/08/01）其中五階層保障之原文為：a basic (zero) pillar to deal more explicitly with the 
poverty objective; a mandated, unfunded, and publicly managed defined-benefit system; a mandated, 
funded, and privately managed defined-contribution scheme; voluntary retirement savings; and a 
nonfinancial (fourth) pillar to include the broader context of social policy, such as family support, 
access to health care, and housing. 
3 許秀光，勞動基準法解說，中華生產力發展學會發行，民國九十一年再版，頁 354。 
4 郭明政，勞基法資遣費與退休金制度之改革，政大勞動學報，第九期，民國八十九年一月，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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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勞工委員會之提出之「改進勞工退休制度說帖」，舊有之退休制度至少存有

下述幾點缺陷： 

一、勞基法勞工退休制度採行確定給付制，勞工於同一事業單位工作滿二十

五年或滿十五年但年齡五十五歲以上者，始得請領退休金，遇有工作異動或事業

單位關廠、歇業之情形，勞工便不易符合領取條件。 

二、雇主給付退休金成本不易估算，提撥之勞工退休準備金又不得融資，造

成雇主提撥意願偏低。 

三、退休準備金若提撥不足，就難以支付勞工退休金，而少數雇主為減少給

付勞工退休金責任，常以各種不當手段解僱勞工，造成勞資爭議。 

四、現制造成另一個結果是，雇主僱用中、高齡勞工成本相對偏高，導致僱

用意願降低，進而影響中高齡者就業5。 

在這樣的背景下，各界要求改革之聲浪不斷，故勞委會積極規劃建立可攜帶

式之勞工退休金制度，由雇主為勞工個人提繳退休金。民國九十一年朝野研擬勞

工退休制度改革之時，立法委員周清玉委員所提出之勞退條例草案，原係採個人

帳戶制、附加年金制及其他年金保險三制並行的作法，至隔年即九十二年五月再

次交付一讀時，則將後兩制度刪除，改取單一制，將勞退制度全面修正為個人帳

戶制6。最後，始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三十日公告發布「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

「勞退條例」)，確立勞工退休新制採「個人退休金專戶制」為主，「年金保險制」

為輔之體例。 

 

                                                 
5 引自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之「改進勞工退休制度說帖」，全文可見

http://www.cla.gov.tw/cgi-bin/SM_theme?page=434c87b1。（最後瀏覽日期：2006/5/13） 
6九十一年三月第一次提交院會之版本及同年六月初周清玉委員提出之版本均仍維持三制並行的

基本架構。立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字第四六八號，委員提案第八三九六號，民國九十一年三月

九日版本及院總字第四六八號，委員提案第四二六八號，民國九十一年六月一日版本參照。立法

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字第四六八號，委員提案第四九三五號，民國九十二年五月七日版本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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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現行勞退新制 

 

現行勞退新制已確定改採具有確定提撥制精神的退休制度，原則上所有適用

勞基法之勞工均適用可攜性之個人帳戶制，符合一定條件之勞工則可以選擇由雇

主為其投保年金保險代替之。以下擬先就確定給付制與確定提撥制之風險差異進

行分析，其次介紹勞退條例下兩種制度之詳細內容。 

 

第一項 確定給付制與確定提撥制之風險分析 

 

確定給付制與確定提撥制為退休金計畫最主要的分類。確定給付制之雇主承

諾於勞工退休時支付一定薪資水準，或按一定公式計算之固定金額做為勞工退休

金。確定提撥制之雇主則未保證退休金數額，僅按期提撥資金至勞工之個人退休

帳戶，勞工退休時則以該帳戶中累積之餘額作為其退休金。 

對企業主而言，兩種勞工退休制度在風險管理上有極大之差異，主因為在確

定給付制下由企業主承擔大部分之資金運用風險，故健全的風險理財（risk 

financing）為實施確定給付制度之企業主的主要課題。而確定提撥制則大幅改變

確定給付制的風險分配結構7，導致企業需因應此種轉變修正其風險管理行為。

本文以下由風險分配之角度來區別所謂確定提撥制與確定給付制。 

 

（一）投資風險（Investment Risk） 

                                                 
7 Edward A. Zelinsky，The Defined Contribution Paradigm，Yale Law Journal，114 Yale L.J. 451 
(2004)，pp459-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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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風險係來自於退休資產之報酬率不足，無法支應退休所需。在確定給付

制下，係由雇主承諾特定金額之退休給付，故倘計畫資產之報酬不如預期，雇主

必須另行提撥資金以完成承諾之給付。另一方面，確定提撥制之雇主卻於提撥時

起即將投資表現不佳的風險轉移給勞工。勞工享有之權利以其個人帳戶之餘額為

限。 

基於下列原因，由雇主藉由確定給付計畫來吸收投資風險是較為有利的8。

第一，雇主可將用於確定給付之資產投資於具風險分擔性質之退休金資產，較勞

工個人進行小額投資而言，可產生規模經濟之效果。交易成本既由大筆資本共同

分擔，由雇主實施確定給付計畫進行投資，可獲得比勞工自行投資更高之淨報酬

率。縱然在理論上，前述規模經濟亦可透過集中運用確定提撥制之資產來達成，

但倘若計畫規定勞工就個人帳戶之資產有運用自主權，例如美國盛行之 401(k)

計畫9，則仍無法達到分散交易成本之目的10。 

其次，時間長短亦為決定投資風險之關鍵性要素。由於雇主之投資年期（time 

horizon）較長，因此確定給付計畫之資產可投資於高風險高報酬之標的，以求最

後獲得較高之利潤。相對的，確定提撥計畫之參與者若投資於上述高風險高報酬

之標的，由於投資年期較短，可能因個人退休年齡屆至或財務需求，而被迫在較

不利之時點退出市場，造成所謂的「時間風險」（temporal risk）11。 

確定提撥制之參與者倘考慮到此項時間風險，則可能採取兩種應對行為。其

一為投資選擇趨於保守，導致整體之投資報酬降低。其二為利用其個人帳戶之資

                                                 
8 Daniel Halperin，Employer-Based Retirement Income - the Ideal, the Possible, and the Reality，The 
Elder Law Journal，11 Elder L.J. 37, 61 (2003)，p63。（Employers have much greater capacity than 
employees to absorb the risks associated with investment performance. Besides benefiting from 
economies of scale, the employer can average out investment results among cohorts of retirees, so it 
need not worry about a temporary market downturn.） 
9 見後述有關美國確定提撥制度之類型介紹。 
10 Edward A. Zelinsky，supra note 7，p460。 
11 Ibid，p461。(Temporal risk is the time-based danger associated with riskier investments because such 
investments' variability may strike on the downside at an inopportune time in the individual's life span, 
i.e., when she needs her retirement resources to 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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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向擁有較長投資年期之保險公司購買年金保險，藉著保險公司的積極投資提高

可獲得之年金給付12。但由個別勞工向保險公司購買年金保險，無法獲得團體年

金保險之優勢降低保費，仍有其缺點。 

 

（二）資金風險（Funding Risk）13 

資金風險係指應供作退休給付之用的資產未能足額提撥至退休計畫而言。在

確定給付計畫，由於雇主承諾給予一定金額之退休給付，即使提撥之資金不足，

雇主亦需依退休計畫之約定負起給付退休金之責，且在美國 ERISA之規範下，

倘雇主發生財務困難、破產、支付不能等情況，勞工之退休給付尚受到退休終止

保險之保障。然而在確定提撥計畫，倘雇主不配合如實提撥，將直接影響勞工個

人帳戶之收益，縱然建立勞工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之求償機制，勞工亦將面臨難

以舉證投資收益之問題。 

 

（三）長壽風險（Longevity Risk） 

顧名思義，長壽風險即勞工之生存期間，超出其為退休生活所準備之金錢所

造成的風險。確定給付計畫因以年金方式給付，勞工於退休後可固定請領一定金

額直至死亡，較無長壽風險的問題14。然確定提撥制多半採取一次給付之方式，

並無上述保障。或謂參與確定提撥計畫之勞工可自行購買年金保險，但由於個別

購買年金保險可能產生逆選擇之情形，保險公司將以提高保費之方式解決之，對

參與確定提撥計畫之勞工較為不利。 

                                                 
12 Ibid，p461。 
13 其實質意義為資金短缺之風險，本研究將其簡稱為資金風險，亦有學者將”Funding”一詞譯為
「積儲」，參余雪明，比較退休基金法，元照出版，民國九十年八月初版，頁 205。  
14 但如該年金金額無法反映物價調整，固定給付之實際價值會逐年降低，難以支應退休所需。

參 Edward A. Zelinsky，supra note 7，p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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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確定給付制與確定提撥制在風險分配上有極大差異。不論採取任

何一種制度，均應體認上述之風險特性而為全面之規範。針對我國勞工退休制度

之改革應採行何種制度，各界意見紛歧，論者有主張揚棄確定給付制者15，有認

為確定提撥制不足者16，甚有將其比喻為左派與右派意識型態之爭者17。關於此

制度上之爭論，本文囿於研究篇幅，不擬採取特定立場，僅就現行勞退新制之規

範進行法律分析。然而，目前勞退新制既已採取確定提撥制之立場，吾人於檢視

勞工退休之各項規定之時，不得不謹記勞工在確定提撥制下所面臨之投資風險、

時間風險、資金風險及長壽風險，建立相關配套措施予以適度分散或移轉，始能

確實保障廣大勞工之權益。 

 

第二項 個人帳戶制 

 

勞退條例第六條規定，雇主應為適用本條例之勞工18，按月提繳退休金，儲

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並於同法第十四至三十四條規範勞工退

休金專戶之提撥、運用與給付等規定，作為我國勞退新制之主軸－「個人帳戶

                                                 
15「我國舊勞退制度之問題在於其設計均是採確定給付制而不是採確定提撥制，為此，在未來有

關國民退休制度的設計上，我們應改採確定提撥制的制度設計，才是正途，也才能真正保障老人

的經濟安全。」見單驥，老人經濟社會安全保障，社會(研)091-008號，國政研究報告，民國九
十一年三月八日，全文可見http://www.npf.org.tw/PUBLICATION/SS/091/SS-R-091-008.htm。（最
後瀏覽日期：2006/5/13） 
16 參林炫秋，臺灣、德國與美國企業退休給付法制之比較研究，政治大學法律研究所博士論文，

民國八十九年，頁 473-474。同此見解，郝鳳鳴，勞工退休金條例之組織規範，月旦法學雜誌第

一一七期，民國九十四年二月，頁 172。 
17 林志信，我國勞工退休金制度之研究－以勞工退休金條例為例，國立中正大學勞工研究所碩

士論文，民國九十四年，p104。 
18 新制之適用對象可分為強制適用者與自願參加者兩部份，前者係指受僱於適用勞動基準法之

事業單位之本國勞工，包括定期契約工、工讀生、部份工時者；後者包括實際從事勞動之雇主及

經雇主同意為其提繳退休金之不適用勞動基準法的本國籍工作者或委任經理人。詳參劉麗茹，談

勞工退休金制度，萬國法律第一四一期，民國九十四年六月，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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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依制度類型而言，個人帳戶制為一種確定提撥制的退休金型態，亦屬一種

公積金制；在財務處理上，係採完全提存方式辦理，具有其適足的退休準備財源；

而在支付方式上，主要係採一次給付制的退休金型態為主19，但我國勞退條例之

個人帳戶制則因應我國國情及勞動結構有若干差異性之規定，分述如下。 

  

第一款 提撥方式 

  

承前所述，個人帳戶制度係一種由勞資雙方依勞工工資按月提存一定百分比

作為公積金，採本金加利息儲存的一種強制儲蓄制度。依現行勞退條例之規定，

個人帳戶中之資產可能來自於（一）雇主強制提撥；（二）勞工自願另行提撥；

及（三）非強制適用者之自願提撥三種，以下茲分述之。 

 

第一目 雇主強制提撥 

 

依本條例第六條之規定，雇主有按月為勞工提繳退休金之義務。依同條例第

十四條第一項應由雇主按月以不低於勞工薪資百分之六之金額，儲存在設於勞工

保險局之個人退休金專屬帳戶。倘雇主未按時提繳或繳足退休金者，自期限屆滿

之次日起至完繳前一日止，每逾一日加徵其應提繳金額百分之三之滯納金，至應

提繳金額之一倍為止，仍不繳足者，自次日起按月加徵應提繳金額二倍之滯納金

                                                 
19 見柯木興、林建成，淺談因應長壽社會下的個人帳戶制，社會(析)093-001號，國政分析，民
國九十三年六月二十四日，全文可見

http://www.npf.org.tw/PUBLICATION/SS/093/SS-B-093-001.htm。（最後瀏覽日期：2006/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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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繳足為止；其按月加徵之滯納金，未滿一個月部分，按比例計算20。 

然勞退條例之規定，並未明訂雇主每月負擔之強制提繳部分，可否針對不同

勞工採行不同之提繳率。針對此點，勞委會表示雇主採行不同之提繳率需於申報

時逐一填報，不單增加雇主作業負擔，亦易引起勞工質疑提繳率不公引發勞資糾

紛，故於勞退條例施行細則中訂定同一雇主所屬勞工以適用同一提繳率為原則

21，倘雇主欲對較有貢獻度之勞工給予較高退休金提繳率者，可參酌國外成例，

另行投保一般商業退休金保險即可22。 

 

第二目 勞工自願另行提撥 

 

另一方面，為鼓勵勞工自行提撥退休金提早規劃其退休生活，勞退條例亦定

有勞工自願提撥之規定23勞工可在雇主為其提繳之金額外，自願提繳其薪資之一

定比例至個人帳戶中累積生息。但由於勞工提繳之部分得自當年度個人綜合所得

總額中全數扣除24，享有賦稅上之優惠；同時該帳戶係由國庫擔保其最低收益

率，故規定勞工最多僅能以其工資之百分之六自願提繳至其個人退休專戶。  

 

第三目 非強制適用者之自願提撥 

 

                                                 
20 勞退條例第五十三條參照。 
21 勞退條例施行細則第十六條規定：「雇主依本條例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每月負擔之勞工退休金

提繳率，除向勞保局申報以不同提繳率為個別勞工提繳外，應依相同之提繳率按月提繳。未申報

提繳率或申報未達百分之六者，依本條例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之最低提繳率百分之六計算。」 
22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勞工保險局，勞工退休金業務手冊，民國九十四年，頁 165。 
23 參勞退條例第十四條立法說明。 
24 勞退條例第十四條第三項之規定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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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提撥方式係針對依勞退條例第七條第二項規定自願參加退休制度之

人。其實際操作上，依該條例第十四條第四項，係比照個人帳戶制之提撥率、月

提繳工資及自行提繳退休金之範圍辦理25。 

惟此自願參與之規定卻引發其可能成為「高所得者之避稅天堂」的疑慮，行

政機關意識到未來施行後可能產生之問題，為避免無雇用事實，而藉由該規定以

圖稅賦優惠的弊端，故在施行細則訂定之研擬過程中，設計不同之方式以防止以

上弊端26。依現行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二十條之規定，實際從事勞動之雇主及不

適用勞動基準法之本國籍工作者或委任經理人自願提繳退休金時，其提繳率不得

高於百分之六。然而針對其中不適用勞動基準法之本國籍工作者或委任經理人，

雇主得在百分之六之提繳範圍內，另行為其提繳。 

此細則規定有兩點需予釐清。第一，對自願適用勞退新制之相關人員而言，

所謂雇主提撥之適用範圍，僅及於不適用勞動基準法之本國籍工作者或委任經理

人。亦即，倘實際從事勞動之雇主自願參加勞工退休制度，則該事業單位不得在

雇主個人自願提撥之金額外，另依其薪資比例為其提繳27，應予注意。第二，細

則規定自願參加者不論雇主提撥或自願提撥，均不得超過百分之六。其中勞工自

願提繳之部分受到百分之六之上限限制，其理由已如前述。惟其將雇主提撥之金

額做出上限規定，顯與母法第十四條之規定相抵觸，引起論者對其妥適性之質

疑，並建議應修正本條例第十四條第四項，對於無勞基法適用之工作者為更細膩

之規定，採取與其他有勞基法適用者同等之權益，方能真正符合勞退條例第一條

                                                 
25 勞退條例第十四條： 

「雇主每月負擔之勞工退休金提繳率，不得低於勞工每月工資百分之六。 
前項規定月提繳工資分級表，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報請行政院核定之。 
勞工得在其每月工資百分之六範圍內，自願另行提繳退休金。勞工自願提繳部分，得自當

年度個人綜合所得總額中全數扣除。 
依第七條第二項規定自願提繳退休金者，依前三項之規定辦理。」 

26 楊景勛，個人帳戶制－勞退金提繳相關問題研討，萬國法律第一四一期，民國九十四年六月，

頁 53。 
27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 94 年 6月 16日勞動 4字第 0940031503號函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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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勞工退休生活保障之本旨28。 

 

第二款 給付內容及請領方式 

 

雇主依前述方式提撥之資產，係儲存於勞工個人退休專戶中，交由依勞退條

例成立之勞工退休基金監理委員會（下簡稱「監理會」）管理運用。依該條例第

三十三條規定，監理會亦得委託金融機構代為辦理。且為保障勞工退休生活，依

該條例提繳之勞工退休金運用收益，不得低於當地銀行二年定期存款利率；如有

不足由國庫補足之。 

退休金之領取可分為一次領取與按月領取兩種方式。勞工年滿六十歲，工作

年資滿十五年以上者，得自行選擇上述請領方式，一次領取或請領月退休金29。

惟年資未滿十五年者，由於所累積的退休金額過少，如以月退休金方式發給將徒

增行政成本支出，並無實益，故本條例規定應請領一次退休金。 

在勞退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一項之規定下，月退休金之計算方式，是依勞工個

人之退休金專戶本金及累積收益，依據年金生命表，以平均餘命及利率等基礎計

算所得之金額，做為定期發給之退休金。倘勞工選擇請領月退休金，則應於開始

請領月退休金時，提繳一定之金額投保年金保險，作為勞工存活年限超過平均餘

命之年金給付之用，此種為因應其後續生活來源所需所作之準備，亦稱為延壽年

                                                 
28 邱駿彥、林虹均，勞工退休金條例釋義與若干疑義之檢討，萬國法律第一四一期，民國九十

四年六月，頁 36。 
29 由法條用語為「得」請領月退休金觀之，選擇月退休金或一次請領之權利在於勞工。同此見

解，邱駿彥、林虹均，同前註，頁 39；但亦有勞委會官員認為個人退休金帳戶請領方式是以領

月退休金為原則，一次退休金為例外，而非由勞工自行選擇領取方式，而稱年滿六十歲以上年資

達十五年之勞工由勞保局依其專戶發給月退休金，見劉麗茹，前揭註 18，頁 24。實則，該勞委

會官員之見解明顯與法條文義相左，應予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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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30。一次退休金之金額則包括勞工個人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 

 

第三款 遺屬給付 

 

或係本於勞工退休金之強制儲蓄性質31，勞退條例規定勞工於請領退休金前

死亡者，應由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請領一次退休金。已領取月退休金勞工於未到

達平均餘命前即死亡者，停止給付月退休金。其個人退休金專戶結算剩餘金額，

由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領回32。本條例並於第二十七條規範請領給付之遺屬順

位，倘無該條所定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者，該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

則全數歸入勞工退休基金。 

 

第三項 年金保險制 

 

依勞退條例之規定，雇主除依該條例第六條規定將勞工退休金提繳至勞工退

休金個人專戶外，符合一定條件之雇主，亦得依該條例第三十五條以下之規定，

按月提繳不低於勞工薪資百分之六之金額充作保費，為勞工投保年金保險。故以

下本文先釐清年金保險之概念，分別闡述其與年金、附加年金制及帳戶年金化之

差異；次詳述年金保險制之制度內涵。 

 

                                                 
30 參勞退條例第二十五條之立法理由。有關延壽年金之相關實施辦法，勞委會刻正研擬中。 
31 關於遺屬給付之給付基礎及妥適性，本文將另於第四章第四節討論。 
32 勞退條例第二十六條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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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年金保險概念之釐清 

 

依保險法對年金保險之定義，所謂年金保險，係指保險於被保險人生存期間

或特定期間內，依照契約負一次或分期給付一定金額之責的保險33。核其性質，

係屬一種人壽保險34。故我國保險法中專為年金保險設計之立法僅有四條，其餘

均以準用人壽保險規定之方式為之。欲釐清年金保險之概念，自可透過比較其與

人壽保險之差異來達成。相較於人壽保險而言，年金保險至少在以下幾個方面具

有其特色35： 

一、保險人給付條件 

年金保險係在所有保費繳清後，保險人才有給付年金之義務；保險契約之射

倖性主要存在於給付期間開始之後。壽險只要在契約有效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

不論保費是否繳清，保險人即有給付保險金之義務。 

二、財務結構規畫性質 

年金係將累積之資產作一有系統之清結。換言之，保險人將要保人所繳之保

費累積後，以科學之方法分配於危險共同團體內之各被保險人。壽險則是將未來

所需之資產作一有系統之累積，即對危險共同團體之被保險人補償所需之資產透

過精算之方式分散由各要保人負擔。 

三、核保手續 

年金不需有核保手續，因為不健康的人投保對保險人有利，而非常健康的人

投保，保險人亦不能因此拒保或加收保費。壽險則為避免逆選擇，故須有核保手

                                                 
33 保險法第一百三十五條之一參照。 
34 劉宗榮，保險法，三民書局總經銷，民國八十六年三月，頁 478。 
35 田祚貞，個人年金保險之研究，政治大學保險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八十一年六月，頁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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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四、終止契約權利之存在時間 

年金一旦開始給付，為避免死亡率與財務上的逆選擇，要保人已無終止契約

領取解約金之權；壽險之要保人則可於契約有效期間內隨時終止契約，有保單價

值者，尚可請領解約金。 

綜上可知，所謂年金保險，乃係一不需有核保手續，由保險人將累積之資產

作一有系統之清結的生存保險，且其射倖性主要存在於給付期間開始之後，故一

旦開始給付要保人即無終止契約之權。 

 

第一目 年金與年金保險 

 

實務上雖然常將年金與年金保險相互混用，但兩者在法律上實具有不同之意

涵。所謂「年金」原係指每年定期支付年金之意，然演變至今日已泛指一連串之

定期支付36。年金僅為一種按照約定期數與金額的連續支付方式，並不具備不確

定因素，與具有分散危險功能之保險制度有異。部分人士常將年金誤認為是一種

保險，事實上，年金也可用信託方式來購買。且由年金的本質而言，其僅為一種

給付方式，本身並不絕對具有社會性或商業性，除透過前述商業形式外，年金也

可以用救助或津貼的形式來提供，此宜在概念上加以澄清37。 

「年金保險」則為一種透過保險方式提供定期性金額支付的制度，亦即在被

保險人的生存期間每年給付一定金額的生存保險，支付期數視年金受領人生存與

否而定。年金保險可為即期年金保險或遞延年金保險，前者於一次繳納保險費後

                                                 
36 方明川，個人年金保險新論，著者發行，現代保險雜誌社經銷，民國八十四年初版，頁 82。 
37 柯木興，社會保險，中國社會保險學會發行，民國八十九年修訂版，頁 17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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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開始分期給付；後者則分為「年金累積期間」及開始給付後之「年金給付期間」，

必須在訂立契約後經過若干年或被保險人到達某一年齡時，保險人始為年金之給

付，通常遞延的期間越長，保費繳付之彈性越大38。 

 

第二目 年金保險制與附加年金制 

 

現行勞退條例之年金保險制，係來自第一階段之「其他年金保險制」，其與

於最後階段遭到刪除的「附加年金制」概念相近，均寓有提供勞工終身保障之宗

旨。惟其運作方式及背後之精神實有相當大的不同，吾人不可不辨。 

所謂附加年金制，原係相對於基礎年金而言。基礎年金的功能通常為保障國

民最低經濟生活，故多由政府以國民年金之方式辦理，基本上為社會安全制度中

最低保障觀念的延伸39。附加年金在社會保險年金制度中除提供老年基礎年金

外，有些國家的制度在設計上尚按被保險人投保薪資及保險年資等因素訂定所得

比例給付制度，以維持受雇勞工較適當的老年生活水準40。 

我國附加年金制的名稱則緣起於當初研議勞動基準法勞工退休金之改制

時，原擬於勞工保險條例之老年給付外，另以專章「勞工老年附加年金保險」處

理之，本質上係由勞動基準法有關勞工退休金之規定轉變而來，此種制度屬於一

種以社會保險取代原有雇主責任制之替代制度，基本上乃是本於社會保險精神之

制度。據此，只要雇主繳納此等社會保險之保費後，即不再負有個別給付之責任，

而不致承擔不確定給付之風險41。然而，其後由於修法受阻，又擬將勞工退休金

制度抽離勞動基準法，單獨立法為勞工退休金條例，草案中將退休金改以社會保

                                                 
38 江朝國，保險法論文集（二），瑞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八十二年，頁 128。 
39 王秋寅，探究附加年金制退休金制度，僑光學報第二十一期，民國九十二年七月，頁 186。 
40 柯木興，同註 37，頁 178。 
41 郭明政，社會安全制度與社會法，勞動法與社會法叢書一，民國八十六年，頁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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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年金給付的方式辦理，稱為附加年金制，與基礎年金更不相干42。論者並主張，

在前述附加年金與基礎年金之架構下，倘將原有的附加給付部分改制於民營企業

退休金體制、原有的企業退休金或企業年金內，因其已與社會保險老年年金制度

分開辦理，不能再將其年金稱為附加年金，而認為我國勞退條例草案將其稱做附

加年金的作法有待商榷43。 

附加年金制之內容，為將雇主按員工薪資比例提撥的準備金成立一基金，監

理會每三年精算一次，當財務不足時則需強制勞工提撥，年滿六十歲且年資十五

年以上之勞工可終身、每月定期請領。若虧損則以調整費率或給付因應。依行政

院勞委會最初規劃之勞工附加年金制之給付標準，係以勞工參加附加年金制期間

每月之工資，除以當月全體勞工之月平均工資所得之權值予以加總後所得總額，

再除以勞工實際參加附加年金制之月數，再乘以請領當月起前三年全體勞工之月

平均公司、參加年資及年金給付率（千分之八）所得之金額核發44。但由於此方

案規定基金虧損時強制勞工提撥，提出後受到各方質疑。且研究發現，以同屬確

定給付制之勞工保險老年給付提撥狀況觀察，附加年金制潛藏之財務危機極高，

認為勞工退休金採取附加年金制之作法值得商榷45，故九十二年五月勞退條例再

次交付一讀時，即將附加年金制刪除。 

 

第三目 年金保險與個人帳戶年金化之區辨 

 

依勞退條例第二十三條規定，選擇個人帳戶制之勞工對退休金之給付方式可

選擇以「月退休金」或「一次退休金」形式領取。其中一次退休金係由勞工一次

                                                 
42 王秋寅，同註 39，頁 187。 
43 柯木興，同註 37，頁 178。 
44 見行政院勞工委員會，改進勞工退休制度說帖，同註 4。 
45 龐寶宏、林倫豪、陳憶柔，勞工退休金採勞保附加年金制之主張的商榷，長榮學報第六卷第

一期，民國九十一年六月，頁 202-207。 



 20

領取其個人退休金專戶中之本金及累積收益，交由其自行運用。而選用月退休金

方式之勞工，其所得領取之月退休金數額，係依據年金生命表以平均餘命及利率

等基礎計算所得。論者謂此種規劃為「給付年金化」46。此種月退休之給付方式，

應與勞退條例下之年金保險制明確區辨，茲將其主要特色分述如下： 

 

（一） 純就領取退休金之計算標準而言，月退休金之給付方式為年金化的

確定年金型態（annuity certain） 

所謂年金化，係指將原一次給付方式的老年退休金轉化成為定期性年金給付

方式的一種處理過程，而以躉繳保費方式（single premium）購買年金（非指年

金保險）而言。兩者間的費用成本相同，透過保險精算上的利率、薪資等因素及

年金生命表（死亡表）中的平均餘命數值加以換算成為一種確定年金型態47。確

定年金與人的生存機率無關，僅為一種給付方式的變形，在概念上與以被保險人

生存為條件之終身年金保險並不相同。 

（二） 年金化後之月退休金僅在一段特定期間內為給付，故尚需配合躉繳

延壽年金保險之購買，始得確保終身退休生活之安全。 

雖然一次給付與年金化給付的費用成本相同，惟從其意涵功能上觀察，年金

化後的年金給付，在特定期間內的退休生活仍具有避免投資風險的功能。同時亦

可避免一次給付退休金可能導致勞工投資運用不善的困擾問題。另從個人消費行

為上言，年金化卻具有控制個人消費行為的機制功能，較不至於受到外部環境的

誘惑而增加其個人的消費支出，以滿足其短暫的慾望，導致退休老本受到破損而

耗費殆盡48。 

                                                 
46柯木興，談個人帳戶制與年金化，壽險季刊，第一三五期，民國九十四年三月，頁 37-39。 
47柯木興，談社會保險年金與退休金的一些概念，保險實務與制度，第一卷第一期，民國九十一

年三月，頁 6。 
48 柯木興，同前註 37，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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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值得注意者是，勞退條例第二十五條規定，以月退休金方式領取退休金之

勞工，尚需搭配延壽年金之購買，為其老年生活提供連續不中斷之保障。亦即，

倘勞工選擇月退休金之請領方式，則開始請領月退休金時應一次提繳一定金額投

保年金保險，作為超過平均餘命後之年金給付之用。此處之年金保險，與上述年

金化之機制不同，係真正具有危險共同團體分散風險之功能的躉繳遞延年金保

險。換言之，選擇月退休金給付方式領取退休金之勞工，可透過此種年金保險之

購買，某程度上達到真正轉移老年風險之目的。惟該年金保險所承保者係被保險

人「超過」平均餘命之期間，未達平均餘命之期間仍需由個人帳戶中之儲蓄負責，

其是否能真正移轉老年風險，仍須視個人退休金帳戶中累積之金額於扣除應一次

支付之年金保險費後，是否尚足以支應達平均餘命前之老年生活支出而定。 

 

第二款 年金保險之現行規範 

 

年金保險，乃是勞退條例第六第二項所稱雇主不得以其他自訂之勞工退休金

辦法，取代個人帳戶制度之例外。但針對擬採行年金保險制之雇主與勞工，勞退

條例於年金保險章設有一定之條件，勞委會亦頒訂「勞工退休金條例年金保險實

施辦法」(下稱「年金保險辦法」)詳細規範之。 

另外，為使相關保險業者於制訂保單條款時有所依循，勞委會業於九十四年

十一月二十九日就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所研擬提報之示範條款予以核定。分為

「勞退企業年金保險單示範條款（非投資型保險）」及「勞退個人年金保險單示

範條款（非投資型保險）」兩版本，惟由於兩者間之主要差異僅在於，後者之要

保人係由原開辦年金保險之雇主，變更為由勞退企業年金保險契約轉換至個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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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保險之勞工49，其餘規定均無重大差別。為論述方便，以下本文論及示範條款

之規定係以勞退企業年金保險單之條次規定為準。以下即就其適用對象、提撥方

式、給付內容與領取及勞工轉職之處理數個層面析述之。 

 

第一目 適用對象 

 

依勞退條例第三十五條規定，僅僱用勞工人數在二百人以上之事業單位始得

實施年金保險制，以代替雇主為勞工提繳退休金之義務。且該事業單位需經工會

同意，未設有工會者，需經二分之一以上勞工同意後，即可實施年金保險制。 

年金保險實施辦法則擴大得實施年金保險之企業範圍，規定依金融控股公司

法成立之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其個別公司人數達二百人以上者，亦得分別

申請實施年金保險。另外，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所僱用之勞工人數合計達二

百人以上者，得經金融控股公司工會同意，金融控股公司無工會者，經金融控股

公司及其子公司全體勞工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後，併同申請實施年金保險50。至於

一般集團關係企業，勞委會則以公司法規定之關係企業，係屬於不同的事業單

位，而非同一事業單位下的分支機構，所以雇用的勞工人數應該分開計算。亦即，

即使同屬一集團經營，符合公司法關係企業之定義，亦無法以關係企業的名義將

所雇用之勞工人數合併計算51。 

勞工人數之計算係以事業單位申請實施年金保險之當月一日投保勞工保險

之本國籍勞工人數(包括適用勞工退休金新、舊制之本國籍勞工)為準，不含外籍

                                                 
49 參勞工退休金條例年金保險實施辦法第三十五條第二項。 
50 勞退條例年金保險實施辦法第九條參照。 
51 參林燕翎，年金保險門檻 集團各企業人數獨立計算，經濟日報，民國九十四年三月七日。網

路全文可見http://www.ctclife.com.tw/HTML/news/news77.htm。（最後瀏覽日期：2006/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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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52。另應注意者是，前述多數決之機制僅用於決定事業單位是否有開辦年金

保險制之資格，並非謂通過實行年金保險制之事業單位，該制度即一體適用於該

事業單位之所有勞工，個別勞工仍有選擇加入與否之自由。 

 

第二目 提撥方式 

 

在年金保險制下，雇主每月負擔之年金保險費之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

工資百分之六53。雖勞退條例中並未有年金保險制之勞工自行提繳之規定54，但

於年金保險實施辦法第二十三條規範勞工另行自願提繳之扣繳事宜可知，參加年

金保險制之勞工亦可如同個人帳戶制之勞工一般，於雇主提撥之金額之外另行自

願提繳。另外，由於年金保險制並未準用個人帳戶制中有關提繳部分得自當年度

所得扣除之稅賦優惠規定，目前年金保險實施辦法中並未對勞工自行提繳之部分

做出上限規定，選擇另行提繳之勞工僅能依所得稅法第十七條之規定，在每年二

萬四千元之保險費扣除額度內列舉扣除。 

針對非強制適用，但自願參加勞工退休制度之人，透過勞退條例第三十九條

的準用規定，亦允許實際從事勞動之雇主及不適用勞動基準法之本國籍工作者或

委任經理人自願參加年金保險制提繳年金保險費；年金保險實施辦法第二十一條

亦重申，該等人員得依本條例第七條第二項自願在每月工資百分之六範圍內提繳

年金保險費，其中針對不適用勞動基準法之本國籍工作者或委任經理人，雇主尚

                                                 
52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 94 年 9月 16日勞動 4字第 0940052046號函。 
53 勞退條例第三十六條第一項參照。 
54 論者有謂勞工另行自願提繳之部分雖未明訂，原則上似不應禁止，但實務上如何將雇主法定

提繳義務部分與勞工自願提繳部分區分，使得該保險契約不因勞工未能提繳而受到影響，仍有待

進一步之討論。詳參郭玲惠，勞工退休金條例年金保險爭議問題初探，台灣本土法學第七十三期，

民國九十四年八月，頁 58。勞保局亦肯定參加年金保險之勞工自願提繳年金保險費，但倘勞工

選擇參加年金保險即不能再自願提繳退休金至個人專戶。見勞工退休金業務手冊，行政院勞工委

員會勞工保險局，民國九十四年，頁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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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在每月工資百分之六範圍內另行為其提繳55。惟此準用規定產生諸多疑義，將

於本文第四章討論之。 

 

第三目 給付內容與領取 

 

為保障選擇年金保險制之勞工的權益，勞退條例規定年金保險之平均收益率

不得低於個人帳戶制之最低標準，亦即不得低於當地銀行二年定期存款利率。至

於給付型態原則上可交由各保險公司依保險商品之特性自行設計，惟應符合相關

法令規定56。 

關於遺屬給付之部分，在年金保險係以被保險人身故給付之方式為之。依年

金保險辦法規定57，年金保險契約「得」約定勞工死亡者，由其指定受益人請領

保險金；未指定時，由遺屬請領積存之保單價值準備金。由此觀之，該辦法似未

強制保險人給予遺屬給付。惟在企業年金示範條款中，在年金給付期間開始前死

亡之勞工，其身故受益人至少可以獲得當時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在退休金請領日

後身故者，身故受益人則可獲得保證給付期間內尚未領取之退休金。被保險人身

故時，要保人其後所繳之保險費，保險人應無息核發予身故受益人58。故被保險

人遺屬之權益事實上亦受相當程度之保障。 

 

                                                 
55 年金保險辦法第二十一條： 

「實際從事勞動之雇主，及經雇主同意其提繳年金保險費之不適用勞動基準法本國籍工作

者或委任經理人，得依本條例第七條第二項自願在每月工資百分之六範圍內提繳年金保險

費。不適用勞動基準法之本國籍工作者或委任經理人自願提繳者，雇主並得在每月工資百

分之六範圍內另行為其提繳。 
前項雇主自願提繳時，應與所僱用之勞工併同辦理。」 

56 參照勞退企業年金保險單示範條款第十四條之條文說明。 
57 年金保險實施辦法第四十二條第三項參照。 
58 企業年金保險示範條款第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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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目 勞工轉職 

 

倘參加年金保險之勞工離職後再就業，且新雇主亦辦理年金保險者，所屬年

金保險應由新雇主擔任要保人，繼續提繳保險費，若繳納之保費不同時，除雇主

願意自行負擔外，需由勞工自行補足該部分。倘勞工之新雇主未開辦年金保險，

則該新雇主應為勞工提繳個人帳戶制之退休金，除雙方另有協議，該勞工原有之

保單應由其自行負擔。而勞工離職後未就業，或離職後再就業選擇參加新雇主所

投保之年金保險，原年金保險之要保人，應轉換為勞工本人，勞工並得選擇繼續、

停止繳費或辦理減額繳費，依轉換當時保單價值準備金繼續累積收益。若勞工不

願或是無法繼續提繳保險費，其年金保險相關問題，依保險法規及保險契約辦理

59。 

 

第四項 舊制與新制之過渡規定 

 

由於勞退條例係針對勞動基準法退休制度的改制，故如何顧及新制施行時仍

在職之勞工權益60，令其不致因退休制度之改革而受不利影響，亦為本次勞退新

制的規範重點。惟由於其涉及複雜年資計算、結清及資遣費調整等問題，引起實

務界及學界的不少爭議。本文研究重心在於年金保險制之相關法律規範，故對前

述過渡規定之爭議略而不論，僅依現行法之規定略述如下。 

 

                                                 
59 勞退條例第三十八條參照。 
60 依勞退條例第八條之規定，僅該條例施行前已適用勞動基準法之勞工，於施行後仍服務於同

一事業單位者，有權選擇繼續適用勞基法之退休金規定；倘於離職後再受雇者，一律適用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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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擇新制之勞工 

 

勞退條例規定雇主應於該條例公佈後至施行前一日之期間，以書面徵詢勞工

對於新舊退休金制度的選擇。對於選擇新制之勞工，其適用前之工作年資應予以

保留，適用後之年資則重行起算。於勞動契約終止時，雇主應以契約終止時之平

均工資計算保留之年資，加計該勞工之個人帳戶在新制下所積存之金額，作為該

勞工之退休給付。再者，為迎合事業單位及勞工之不同需求，於原勞動契約繼續

存續之前提下，勞雇雙方可自行協商以不低於勞動基準法第五十五條及第八十四

條之二之給與標準，約定結清適用新制前工作年資之退休金。 

 

（二）選擇舊制之勞工 

 

選擇適用舊制之勞工，則繼續適用勞動基準法中有關退休金請領之規定。依

勞退條例第十三條之規定，雇主亦應繼續依勞動基準法第五十六條之規定提撥，

且需於五年內足額提撥退休準備金，如未繼續提撥或足額提撥者，將遭受罰鍰之

處分。惟此處之足額提撥係指新制施行以後，雇主須為事業單位內仍具有舊制工

作年資者，繼續按月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以作為未來發給勞工退休金之用61。 

                                                 
61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 94 年 3月 15日勞動 4字第 0940012420號函參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