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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美國確定提撥計畫相關法制 

 

我國勞退制度之改革自民國八十五年開始至今歷經十餘年的爭論，始於民國

九十三年六月通過公佈以可攜式個人帳戶為主之勞退新制。美國對於勞工退休制

度之重視，亦展現在其冗長的立法過程中。觀諸其勞工退休制度之發展，自確定

給付制發展為確定提撥制之轉變與我國發展過程非常相似，我國於研議勞退新制

時亦參酌 ERISA中之若干制度，引進我國之勞退條例中，其相關規定及背後之

立法精神，實值吾人進一步研究探討。 

故以下之章節脈絡，係先以文獻回顧之方式，介紹美國歷史上與退休金計畫

相關之立法，兼論在 1974年「勞工退休所得安全保障法(Employee Retirement 

Income Security Act)」此部全面性規範勞工退休計畫法案實施後，確定給付計畫

與確定提撥計畫兩種退休金計畫制度的演化與消長。由於本研究重心在於具有

「確定提撥制」性質之勞退新制，故於第二節的部分將先找出美國企業實務較常

使用之確定提撥制計畫，研究其中與我國勞退新制內容相近之數類型，進一步介

紹 ERISA法案及相關稅法適用於該等計畫類型之規範內容。最後，本文將針對

其中爭議較大之問題，進行討論分析。 

 

第一節 美國退休金計畫之法制發展 

 

美國的企業退休金計畫之濫觴為 1875年的美國通運公司（American Express 

Company）所提出之第一個正式的退休金計畫。早期美國通運公司之計畫只適用

於「永久失能（permanently incapacitated）」的勞工，凡年滿六十歲且服務年資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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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以上，經由經理階層推薦且董事會核准者，每年可獲得最高五百元美金不

等之給付62。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勞工退休計畫呈現高度快速的發展，由於當時

勞工工會組織發達，與雇主集體協商之能力增強，故幾乎所有受雇於主要製造商

之勞工均享有退休保障63。 

當時美國有關退休金計畫之法制主要有兩個規範領域。其一為勞動保障領

域。亦即建立一個法定標準，以確保雇主資助之退休計畫能廣泛的推行至全體勞

工不僅獨厚特定階層，且確保大多數參與之勞工於退休屆至時均有資格獲得給

付。另外，為落實對勞工的保護，亦應規範最低給付標準及遺屬給付，且勞工亦

應有權取得退休計畫之相關資訊。第二個規範重點在於財務領域。即便勞工獲得

上述規範保障，仍可能因為退休計畫資產不足而無法獲得足夠保護。美國企業退

休金計畫之資金來源不採隨收隨付制（pay as you go）或帳面準備之方式，而係

以公司本身之資產保證計畫之實行，透過投資證券的方式來進行資金準備。因

此，退休金信託計畫不論在資金來源層面或投資層面均受到法令的規範64。 

 

第一項 ERISA制定前之退休計畫相關立法 

 

原則上，美國的退休金計畫均為企業為照顧員工老年生活所自願創設，起初

政府僅利用稅法上之優惠規定鼓勵企業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並未強制企業成立

退休金計畫或介入規範退休金計畫之實質內容。但經由內地稅法（Internal 

Revenue Code）不斷的修正，政府逐漸要求企業自訂之退休金計畫必須落實「分

離原則」及「平等原則」。其中分離原則(no diversion)來自於一九三八年的修正，

                                                 
62 Greenough William C.，King Francis Paul，Pension Plans and Public Polic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 edition，p28（hereinafter Greenough et al.）。 
63 Edward A. Zelinsky，supra note 7，p316。 
64 OECD Social Policy Studies No. 10，Private Pensions in OECD Countries-the United States，1993，
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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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退休計畫交付信託之準備金，在清償所有信託對勞工及其受益人之責任前，

不得移作他用65。一九四二年稅法大幅修正之時，有鑒於當時稅法對退休計畫之

優惠均集中在所得較高之部分員工之事實，故修法要求退休計畫不得獨厚高級主

管，而需普及於各部門員工。 

在勞動法方面，1947年制定的勞資關係法（Labor Management Relation Act）

是第一部直接規範退休計畫基金管理的聯邦法律。該法要求以團體協約成立的退

休計畫，必須由勞資雙方等數代表成立受託人委員會，共同管理退休計畫。為了

解決退休計畫遭到濫用的問題，國會在 1958年復訂定「補助與退休計畫揭露法

（Welfare and Pension Plan Disclosure Act）」，提供退休計畫參加人更充分的訊

息，使其能得知退休計畫的運作及財務狀況，有機會自行監督管理退休計畫之人

66。 

無論是前述內地稅法或勞動法對於退休計畫之規定，都僅係針對當時社會實

際產生之訴訟爭議或流弊而為的零星立法，然而美國企業實務採行之多樣退休計

畫，由來已久，貿然立法統一或大幅變更退休計畫，亦恐付出巨額的社會成本。

故雖然美國自一九六二年起即成立退休金委員會，著手研議對其企業退休制度之

整體性改革，但直至十餘年後始有初步的成果。 

當時退休計畫法律改革大略分為兩派，一派是稅法改革派，主張只要改革稅

法中有關退休計畫的規定，相關事宜由國稅局負責即可；另一派為勞動法改革

派，主張應從勞動法上根本解決私人退休計畫問題，設立最低法定標準，相關事

務由勞工部主管67。1974年制定之「勞工退休所得安全保障法(Employee 

Retirement Income Security Act)」，通稱為 ERISA，即為兩者衝突協調下的產物，

其第一編具有勞動法性質，但第二編亦納入稅法之規定，詳如下述。 

                                                 
65 Greenough et al.，supra note 62，p60。 
66 林炫秋，前揭註 16，頁 259。 
67 同前註，頁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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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ERISA對企業退休金計畫之規範 

 

第一款 概說 

 

ERISA為美國第一部全面性規範企業退休制度的法律。除了退休金計畫所

引發之法律問題，甚至對退休金計畫的會計處理等事務均做出規範，是一部架構

龐大且組織綿密的立法。ERISA的主要內容分為四大編（Title）：第一編為勞工

給付之保障（Protection of Employee Benefit Rights），內容分為七大部分，包括報

告及揭露的規範（Reporting and Disclosure）、計畫之參與及賦權規定（Participation 

and Vesting）、資金準備（Funding）、受託人責任（Fiduciary Responsibility）、行

政管理及執行（Administration and Enforcement）、團體健保計畫（Group Health 

Plan），團體健保計畫可攜性、可利用性及展期（Group Health Plan Portability, 

Access, and Renewability Requirements）等規定。第二編為對內地稅法有關退休

計畫的修正（Amendments to the Internal Revenue Code Relating to Retirement 

Plans），第三編為雜項（Miscellanea），包括管轄權、計畫之管理、執行及聯合退

休金工作小組（Joint Pension Task Force）等，第四編規範計畫終止保險（Plan 

Termination Insurance）。 

需加以澄清者是，ERISA第一編之規定，有許多內容與美國內地稅法重疊，

例如有關資金準備及最低賦權的要求，亦可見於稅法第 410條以下。然而，兩者

之立法目的及違反之法律效果各異，不可不辨。 

雖然內地稅法並未於條文出現所謂適格計畫之名詞，惟符合內地稅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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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a)各項要求之計畫，一般通稱為「適格退休計畫（Qualified Retirement Plan）」

68。為鼓勵企業實施勞工退休計畫，內地稅法規定所有適格退休計畫均可享有稅

賦上的優惠。適格退休計畫必須符合由內地稅法及財政部規則（Treasury 

Regulation）所設下之一套複雜的條件，其中許多條件與 ERISA第一編的規定相

同，亦有部分為稅法之特別規定。單純違反內地稅法所定之條件，僅生無法享有

稅賦優惠之效果而已，並未直接影響雇主與勞工在退休計畫中之法律關係。 

另一方面，ERISA法案係因應當時企業出現資金不足或恣意收回勞工退休

金請求權之社會現況而生，立法者欲透過 ERISA之規範介入計畫之實質條件，

給予參與退休計畫的勞工一最低之安全保障，故違反 ERISA有關退休計畫之規

定者，將直接影響計畫參與者之實質權利。以未規定遺屬年金之退休計畫為例，

由於 ERISA法案與內地稅法均有關於遺屬年金之規定，倘某一退休計畫未設有

遺屬年金，則其非但因此「不適格」，無法享有稅賦優惠，另一方面雇主仍然應

該支付遺屬年金69，蓋此為 ERISA法案對於參與計畫勞工最基本之保障也。 

然而，ERISA法案之立法係緣起於確定給付型之退休計畫。因為確定給付

計畫係由雇主承擔投資風險及通貨膨脹之風險，具有勞工在符合退休金請領條件

前，資產仍置於企業主控制下的特性，勞工請領足額退休金之權益相對而言較難

保障，故當時立法者認為應特別立法保護之。加以在 ERISA法案通過當時，企

業實務仍以實施確定給付制計畫為主流，很少出現確定提撥計畫，故 ERISA之

規範內容，明顯偏重於確定給付制之退休計畫70。許多特別針對確定給付計畫性

質而為之規範，諸如最低資金準備、計畫終止保險等部分，均明文排除某些採個

人帳戶計畫之適用71。但原則上除明文排除適用之情形外，其第一編中有關勞工

                                                 
68 其詳細定義請參本節第三項。 
69 John H. Langbein & Bruce A. Wolk，Pension and Employee Benefit Law，3rd edition，2000，，
pp234-235。（hereinafter “Langbein et al.”） 
70 Regina T. Jefferson，Rethinking the Risk of 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s，Florida Tax Review，4 Fla. 
Tax Rev. 607 (2000)，p613。 
71 在 ERISA中，所謂「個人帳戶計畫」與「確定提撥計畫」同義，均指為參與者設立個人帳戶

之計畫，其應為之給付，完全按照提撥至該個人帳戶之金額加計其他所得、費用與投資損益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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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之保障，仍為所有企業退休計畫之基礎規範。 

 

第二款 ERISA對退休計畫之主要實質規定 

 

如前所述，ERISA第一編可分為七大部分，除規範退休計畫外，尚及於雇

主對勞工提供之健康保險等其他福利計畫。惟本文探討之重點限於勞工退休給

付，故以下僅就（一）報告及揭露規定；（二）計畫之參與及賦權規定；（三）連

生及遺屬年金；（四）資金準備；及（五）受託人責任等五個部分做進一步之介

紹。 

 

第一目 報告及揭露規定 

 

報告與揭露的義務為 ERISA法案中適用最廣的規定，所有未排除在 ERISA

對退休計畫之定義以外的退休計畫72均必須履行法定之報告與揭露義務。 

原則上退休計畫之管理人必須提出該計畫之年度報告（Annual Report），內

容應包括財務報表、精算報告、受託人及計畫參與者之資料，倘該計畫之給付係

來自向保險公司購買的商品，或是由保險公司提供保證給付，該保險契約相關資

料亦應一併提出。但其中精算報告之部分，並不適用於確定提撥計畫，僅實施確

                                                                                                                                            
並包含原參與勞工因為給付權被收回（forfeiture）而重新分配至其他勞工個人帳戶之金額。ERISA  
§ 4021(b)及 § 3 (34)參照。 
另外，由於美國統一法典之條文編號與 ERISA本身之條文編號不同，引用上常產生困擾，為免

滋生疑義，本文論述及引註均以 ERISA之條號為主，U.S.C.系統之條號，可自行參考網站

http://benefitslink.com/erisa/crossreference.html上之對照表找到相對應之法條。 
72 參 ERISA § 4，基本上除了政府計畫、教會計畫（church plans）、專為遵守勞工補償、失業補

償或失能保險等法規所設立之計畫、美國境外實施之計畫及額外給付計畫（excess benefit pl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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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給付退休計畫者始須提供73。 

 

第二目 計畫之參與及賦權規定 

 

ERISA在第 201以下規範了退休計畫之最低參與要求（minimum 

participation）。雇主可於計畫中訂定等待期間（waiting period），迄該等待期間屆

滿勞工具參加退休計畫之資格。但 ERISA明文規定雇主不得剝奪工作期滿一

年，年滿二十一歲以上之勞工參與計畫之權利74；除非該退休計畫採取完全賦權

之方式為之，始可將前開期間延長為兩年。 

ERISA制定時其中一個規範重點，就是對長久以來存在於退休計畫中的權

利收回規定（forfeiture）作一限制。由於雇主回收人員訓練成本的心理75，在 ERISA

施行前，許多退休計畫訂有所謂的「賦權條款」。亦即，規定參與計畫之勞工在

服務滿一定年限後始取得賦權（vested right，即向雇主退休金給付之權利），倘

勞工在尚未符合賦權條款所定期限前離職，其退休金給付請求權即由雇主收回。 

為保障勞工之既得權，ERISA法案針對此種賦權條款作出規範。原則上，

參與計畫之勞工於正常退休年齡屆至時或計畫終止前，均應被賦予請求完整給付

的權利（fully vested）。並且，在擁有請求完整給付之前，計畫參與者必須依照

賦權時程表（vesting schedule），比例取得不可收回的退休金給付請求權76。細部

的賦權規定之標準曾經過數次修改，目前 ERISA第 203(a)條規定之最低賦權要

求可分為兩部分：倘係由員工自行提撥之部分，應立即賦權；倘為雇主提撥之部

                                                                                                                                            
之外，及於所有企業退休計畫。 
73 ERISA § 103(d)。 
74 ERISA § 202(a)(1)(A)。 
75 Langbein et al.，supra note 69，p130。 
76 Richard M. Steinberg，Ronald J. Murray ＆ Harold Dankner，Pensions and Other Employee 
Benefits，4nd edition，1993，p52。（hereinafter Steinberg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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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可選擇是否訂立前述之賦權時程表。未定有時程表之計畫，至少必須賦予服

務年資在五年以上之勞工請求完整給付之權利；定有時程表者，其最低標準可表

列如下： 

 

服務年資(年) 賦權比率（％） 

3 20 

4 40 

5 60 

6 80 

7 100 

 

  第三目 連生及遺屬年金 

 

除對勞工退休金請求權予以保障，ERISA第§ 205(a)條77中尚規定了連生及

遺屬年金（Joint and Survivor Annuities）之給付。此種將退休給付擴及於勞工配

偶之規定，實有其歷史淵源。在美國傳統社會之經濟結構中，男性為家庭主要之

經濟來源，配偶常為了照顧家庭喪失外出工作的機會。在此情形下，一旦雇主因

該勞工身故停止給付退休年金，其配偶之生活將頓失依靠，故退休制度在設計上

亦兼及配偶老年生活之保障。 

                                                 
77 ERISA § 205(a)： 

“Each pension plan to which this section applies shall provide that-- 
(1) in the case of a vested participant who does not die before the annuity starting date, the 
accrued benefit payable to such participant shall be provided in the form of a qualified joint and 
survivor annuity, and 
(2) in the case of a vested participant who dies before the annuity starting date and who has a 
surviving spouse, a qualified preretirement survivor annuity shall be provided to the surv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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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開條文規定，生存勞工之退休給付應以連生及遺屬年金方式給付之，勞

工於請領退休金期間死亡者，遺屬可得之年金給付額不得低於勞工生存時可得之

半數；倘勞工於開始請領退休給付前死亡者，配偶亦可領取退休前遺屬給付

（preretirement survivor annuity）；倘勞工於死亡前已達最低退休年齡，原則上

亦可領得前述相當於勞工可領得之半數的給付。 

 

第四目 資金準備 

 

在 ERISA制定之前，退休計畫不一定要有資金準備（funding）。在 ERISA

通過後，不但全面禁止沒有資金準備之退休金計畫，且訂定了最低準備標準。該

標準涉及複雜之精算過程，且會隨著整體經濟狀況逐年調整相關假設，主要係為

確保採確定給付計畫下雇主為勞工退休準備之資產，尚足以因應未來之退休給

付。依 ERISA 第 301(a)(8)條之除外規定，採行個人帳戶制之確定提撥計畫不需

適用資金準備之規範。 

需注意者是，對於遭遇經營困難之企業，倘遵守最低資金準備之規定，整體

而言可能導致對勞工不利影響，ERISA針對此特殊情況設有涉有若干豁免規定。

企業可依規定提供擔保後，免除該年度部分或全部的資金準備規定。 

 

第五目 受託人責任 

 

為保障勞工於退休計畫之既得權，使其不因計畫管理人濫用計畫資產而受到

                                                                                                                                            
spouse of such particip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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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ERISA課予管理經營退休計畫之受託人嚴格之審慎義務與忠實義務。有

關受託人責任之規範，相對於以往退休金相關法制而言，係 ERISA法案中最具

獨創性的制度，故有關其適用範圍之界定、責任內涵與適用爭議等問題，本文將

於本章另闢專節加以詳細說明。 

 

第三項 退休金計畫之分類 

 

由於美國退休金計畫之發展係採自願性制度，並未明文分類或加以制度化，

故退休金相關論述常依實際需要為各種計畫分門別類。確定提撥制及確定給付

制，為退休金計畫中最普遍之分類，故較無概念及定義上之疑問。但另有一些分

類方法及名詞應用，散見於相關論述文獻，惟定義晦澀不明。未免疑義，以下擇

要分述之。 

 

第一款 確定提撥計畫與確定給付計畫 

 

確定提撥制與確定給付制為退休金計畫最主要的分類。「確定提撥制」

（Defined Contribution）由雇主及勞工在工作期間，定期提撥固定金額作為退休

準備金，勞工退休時請領之金額則為帳戶內累計的收益本息。而在「確定給付制」

（Defined Benefit）下，先設定每位參與者退休時的給付水準，再依此水準反推

出參與人每月所須提撥的金額，而若整體經濟條件改變時，則每月的提撥金額亦

必須隨之調整，如此方可達到退休時的給付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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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依稅賦優惠與否區分－適格退休計畫與不適格退休計畫 

 

在美國退休金相關文獻中，通常將得享有內地稅法優惠稅賦規定之計畫稱為

「適格退休計畫」（Qualified Pension Plans），或簡稱「適格計畫」（Qualified 

Plans）。適格退休計畫係指年金計畫（Pension Plans）78、利潤分享計畫

（Profit-Sharing Plans）及股票分紅計畫（Stock Bonus Plans）等享有稅賦優惠之

計畫而言。嚴格來說，適格退休計畫一詞並未出現於正式法典中，之所以如此稱

之，係因上述計畫均需符合內地稅法於第 401(a)條針對適格信託（Qualified Trust）

所定下之適格要件。 

應注意者是，前述之年金計畫雖在英文名詞上與一般的退休計畫相同，均稱

為 Pension Plans，然而究其意涵，內地稅法上之 Pension Plan係指限於在數年間

（通常為退休後終身）制度性的提供勞工可得確定之給付，而由雇主所設立與維

持的計畫。故在稅法中的年金計畫僅屬於適格退休計畫的一種類型，是狹義的退

休計畫概念79。 

由於內地稅法有關適格之要件規定相當繁瑣，雇主在實行退休金計畫前通常

會先向稅法主管機關申請「認定函」（determination letter），事前確認擬實施之退

休計畫是否符合稅法上適格計畫之要件，以免因實施了不適格計畫造成稅賦上嚴

重之不利影響80。 

 

                                                 
78 出自 IRC § 401(a)：” A trust created or organiz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forming part of a stock 
bonus, pension, or profit-sharing plan of an employer for the exclusive benefit of his employees or their 
beneficiaries shall constitute a qualified trust under this section…”。其中「年金計劃」一詞之翻譯係

引自林炫秋，前引註 16，頁 275。 
79 同前註，頁 275-276。 
80 Langbein et al.，supra note 69，p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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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依資金準備機構而分─信託退休計畫與保險退休計畫 

 

倘依退休資金準備機構（Funding Agency）而分，退休金計畫可分為信託退

休計畫（Trusted Pension Plans）與保險退休計畫（Insured Pension Plans）。信託

退休計畫又稱為「自為管理退休計畫」（Self-administered pension plans）、「自我

保險退休計畫」（Self-insured pension plans）或「非保險退休計畫」（Uninsured / 

noninsured pension plans）81。 

信託退休計畫通常由雇主與銀行、一個或多個受託人簽訂合約，投資標的的

決定權可能在於雇主，亦可能在於受託人，端賴契約之規定。在勞工退休前，退

休準備金透過受託人運用累積，以便於退休時給付予勞工或為其購買年金保險。

受託人雖然承擔管理信託之責任，但並未擔保退休金精算之正確或報酬率，亦與

該資產是否足夠償付退休金無涉。 

保險退休計畫則係以保險公司做為收受提撥資金、管理退休基金及給付退休

金的中介人。其運作方式大致有兩種。其一為保險公司收取保費，承諾於退休時

為一定額給付。另一種則為保險公司收取提撥基金並累積管理，勞工退休時保險

公司始由該基金中一次收取保費給付退休金，或直接以該基金之資產支付退休金

82。為滿足不同雇主針對不同退休計畫之需求，保險公司逐漸發展出許多極富彈

性而多元化的保險商品。其中不乏因應近來確定提撥制趨勢所生之數種保險商

品，容後詳述。 

 

 

                                                 
81 Felix Pomeranz，Gordon P. Ramsey，Richard M. Steinberg，Pensions－An Accounting and 
Management Guide，2nd edition，1976，p30。 
82 Steinberg et al.，supra note 76，pp3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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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確定給付制度與確定提撥制度之消長 

 

確定給付制度與確定提撥制度為區分退休金計畫最廣泛的基準，兩者的定義

已如前述。美國的退休金計畫發展，在 ERISA通過施行之前，不論大型企業或

小型企業均偏向採用確定給付計畫。 

造成此種偏好的歷史因素很多，其中之一為當時設立退休計畫之雇主在實施

前多已先行設定一個所得替代的目標（income replacement objectives），確定給付

制度有助於達成其設定的目標，技術上亦較容易與社會安全給付做整合，計算出

社會安全給付及企業退休給付的合併效果是否充足。另外，傳統上確定給付之退

休金計畫只提供退休給付，並不就勞工之死亡或失能為給付，相對於提供死亡或

失能給付的確定提撥計畫而言，能將可用資金最大化，有效率的達成既定給付目

標83。 

再者，由於勞工所得領取之退休給付係以其生存年限為上限，雇主可透過在

確定給付計畫設計某些誘因，例如早期退休獎金等，以達到鼓勵勞工早期退休的

目的。蓋確定給付制的勞工係以離開工作崗位為取得退休金給付資格之條件，縱

然已屆退休年齡之勞工倘繼續工作，可繼續提高其退休金幅度，但因同時 

受到自身壽命長度之限制，將面臨領取年限縮短之兩難局面84。由勞工的角

度而言，確定給付計畫亦較為有利。此因確定給付計畫大多以勞工退休前之薪資

為年金給付之標準，故可達到對抗通貨膨脹的效果。 

確定給付計畫之本旨在於對長期服務於同一雇主之勞工提供老年生活照

護，確保勞工退休時獲得之給付足以使其老年生活無虞；確定提撥計畫雖然無法

                                                 
83 Everett T. Allen Jr.，Joseph J. Melone，Jerry S. Rosenbloom & Jack L. VanDerhei，Pension planning : 
pensions, profit-sharing, and other deferred compensation plans，8th edition，1998，p48。（hereinafter 
Allen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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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勞工退休時獲得一確定金額之給付，但具有成本計算簡易、勞工可享有租稅

遞延等優勢，對勞工退休生活之規畫而言，實與確定給付計畫各有不同之使命。

故長久以來，美國實務上的勞工退休計畫係以確定給付制為主，輔以確定提撥制

補充之。但值得注意的是，自從 ERISA法案通過後，大部分新設立之退休計畫

均採取確定提撥制85。確定提撥制之所以受到設計退休計畫的雇主青睞，主要係

因應美國社會經濟結構的改變及法令之變遷，以下即分別討論之： 

 

（一） 勞力構成的變化 

由於戰後嬰兒潮加入人力市場，導致雇主有較多的機會選擇員工，比較不願

意承擔確定給付制下的投資風險86。另一方面，由於服務業，中小企業的盛行，

員工的流動性較高，導致參與確定給付計畫者不易達成計畫所定之請領條件，轉

而傾向工作年資因素影響較小的確定提撥制計畫。 

 

（二） 製造業與工會組織的衰落 

隨著全球競爭時代的到來，美國大型製造業無法再維持其領先地位，諸如鋼

鐵、汽車、橡膠等製造產業逐漸沒落，被以先進技術作為競爭優勢的中小型企業

取代。由於中小型企業勞工人數較少，不易形成較具規模與談判協商能力的工會

組織，向雇主談判爭取退休計畫的能力減弱；另一方面，中小型企業之規模多無

力承擔管理退休資產的風險87。在這樣的背景下，稅賦的優惠成為雇主實行退休

計畫的主要理由。美國稅法上既然也承認確定提撥制的退休金計畫（亦稱為「退

                                                                                                                                            
84 Langbein et al.，supra note 69，p451。 
85 Allen et al.，supra note 83，p48。 
86王儷玲，從美國企業退休金制度發展趨勢看台灣勞工退休金之改制，保險實務與制度，第一期，

民國九十一年三月，頁 37。 
87 Langbein et al.，supra note 69，pp5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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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儲蓄計畫 Retirement Savings Plan」）為退休金優惠稅制的適格對象，雇主自然

傾向實施投資風險由勞工承擔的確定提撥制計畫。 

 

（三） 維持確定給付計畫的成本及複雜性與日俱增 

早期實施退休計畫之雇主認為，確定提撥制的退休計畫必須維護個人帳戶資

料，且必須處理個別勞工之貸款、提領及投資標的變更等行政成本，維持成本較

高；而確定給付制相較於在勞工符合退休條件前，可由雇主自由運用的確定給付

計畫，維持成本較低。但自從 ERISA法案通過後，增加了確定給付計畫設計之

複雜性與執行成本，尤以其中「計畫終止保險」之規定，強制確定給付計畫必須

向退休金給付保證機構（Pension Benefit Guaranty Corporation；PBGC）繳交高額

的「計畫終止保險費」，大幅增加了雇主因成本考量選擇確定提撥計畫的誘因。 

 

（四） 相關法令之修改均有利於確定提撥計畫 

相關法令尤其是稅法的修改，更加強化了確定提撥計畫的優勢。除了前述

ERISA規定確定提撥計畫可豁免於計畫終止保險之適用外，內地稅法有關「稅

賦遞延年金（Tax-Deferred Annuities）」之優惠規定、一九八二年稅賦公平與會計

責任法(The Tax Equity and Fiscal responsibility Act)消除大部分原本存在於確定給

付計畫與確定提撥計畫間之稅制差異，及有關個人退休帳戶（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與員工股票所有權計畫（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Plan）

等特殊法令規定的通過，確定提撥計畫便成為雇主達成精簡成本及節稅目的最簡

易且有效的選擇88。 

在前述因素的交互影響下，直至二○○五年底為止，參與確定提撥計畫之勞

                                                 
88 Allen et al.，supra note 83，pp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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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數已占全體勞工人數之百分之四十二，相較於參加確定給付計畫之百分之二

十一高出一倍89。其中雇用超過一百名勞工之企業參與確定提撥計畫之比例高達

百分之五十三。 

在資產規模方面，依美國勞工給付研究機構（Employee Benefit Research 

Institute；ERBI）最新之數據，約有百分之六十一之私人退休金資產係由確定提

撥制計畫所持有，確定給付制之計畫資產僅佔百分之三十九90，如下表所示，。 

 

圖表一：美國退休計畫資產概況 

（資料來源：美國勞工給付研究中心（EBRI）統計資料，同註 86） 

 

                                                 
89 引自美國勞工部網站之統計資料，自一九九九年至二○○五年參加確定提撥及確定給付計畫勞

工之比率可參考網址http://data.bls.gov/cgi-bin/surveymost?eb。（最後瀏覽日期：2006/5/13） 
90 Fsat Facts from Employee Benefit Research Institute（EBRI），“Traditional” Pension Assets Lost 
Dominance a Decade Ago, IRAs and 401(k)s Have Long Been Dominant，Feb. 3, 2006，全文可見

http://www.ebri.org/pdf/PR_728_3Feb06.pdf。（最後瀏覽日期：2006/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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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企業採行之適格確定提撥退休計畫及其

法律適用 

 

確定給付計畫雖因上述原因較諸確定提撥計畫處於劣勢，然而確定提撥計畫

亦產生許多問題。溯其根源，主要係因傳統上由較具風險承擔能力之雇主或

PBGC承擔的投資風險，在確定提撥計畫的規劃下移轉至相對缺乏風險承擔能力

的勞工身上。 

確定提撥制較適合年輕容易轉職之勞工，蓋此種類型的勞工通常擁有足夠的

自由資金，可以充分利用確定提撥計畫中針對雇主與勞工規劃的彈性提撥比例獲

利。此特徵雖然令勞工得以快速累積退休所得，但參與計畫之勞工所能獲得的退

休給付繫於投資收益，勞工所承擔之風險大增。此種投資風險在特定幾種確定提

撥計畫尤其明顯，例如投資標的高度集中在雇主股票的股票分紅計畫或員工持股

計畫91。 

然而觀諸規範退休金計畫的相關法令，對確定提撥計畫的保障卻明顯不足，

其至少顯現於三個層面。首先，在受託人責任的規定方面，適用於確定提撥計畫

之規定並未提供如確定給付計畫相同水準之保障。由於 ERISA 的受託人責任立

法偏重在「雇主的不當管理」及「未經授權運用退休金資產」兩個問題上92，許

多規範並不適用在確定提撥制。例如 ERISA 即規定倘係由勞工自行掌控其退休

帳戶之資產，則雇主得豁免受託人責任之適用。其次，確定提撥計畫被排除在

PBGC承保對象之外。由於立法者認為計畫中止保險僅在保障勞工的既得權，針

                                                 
91 Langbein et al.，supra note 69，p44。 
92 在五○年代 ERISA 立法之前，參議院委員會即意識到退休金計畫出現收取回扣、資產侵占等

流弊。一開始係以嚴格的揭露規定防堵之，但未收其效，立法機關始體認到必須加上受託人責任

加以拘束，促成了 ERISA中有關受託人責任之規定。參 Elaine McClatchey Darroch，Mertens v. 
Hewitt Associates: The Supreme Court's Dismantling of Civil Enforcement Under ERISA，Detroit 
College of Law Review，1994 Det. C.L. Rev. 1089（1994），p1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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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給付金額已確定之確定給付計畫而來；而確定提撥計畫之資產將因員工投資之

結果而改變，甚至侵蝕投資本金，立法者認為此種投資風險倘予以承保，形同保

證投資績效，故採取較消極的態度，規定確定提撥計畫並非 PBGC的承保對象。

最後，則為當時立法者認為資金準備不足之問題係確定給付制度所獨有，故有關

資金準備之規定亦僅適用於確定給付計畫。但事實上由於部分的確定提撥計畫亦

承認勞工既有之服務年資，亦可能有雇主準備不足（underfunding）的問題，現

行法令對此種未如實提撥之情形卻未提供任何保障93。 

美國企業實務所採行之確定提撥計畫相當多樣化，適用之規範不盡相同94。

欲探知既有規範之適用範圍，必先了解各類型計畫之內容及定義。美國企業實務

所施行之確定提撥計畫主要可分為下列幾種95： 

 

（一） 現金購買計畫 

現金購買計畫（Money Purchase Plans）為確定提撥計畫中最基礎的類型。

雇主為勞工設立個別帳戶存放由雇主固定提撥的金額，通常提撥金額係以勞工薪

資之一定比例為基準，勞工退休時可領得其帳戶內之本金及投資收益。此種計畫

多用於小型企業，該企業之雇主雖欲提供其勞工較有保障之退休金請領權利，但

                                                 
93詳參 Regina T. Jefferson，supra note 70，pp618-620。 
94 造成美國退休金計畫法律規範上這種複雜混亂，實有其獨特的歷史因素。由於 ERISA制訂之
前的稅法及勞動法令，均是從計畫本身是否具有退休金性質此角度出發，加以不同規範；但自從

ERISA法案通過後，區分基準轉變為計畫採用之概念係屬於確定提撥制或確定給付制而異其規

範，新舊法令交錯適用下，便造成如今同樣屬於確定提撥概念下的計畫卻有不同的法律規範的情

形。參 David A. Pratt，Nor Rhyme Nor Reason: Simplifying 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s，Buffalo Law 
Review，49 Buffalo L. Rev. 741（2001），pp744-745。（Under ERISA, the focus has changed and the 
most important distinction is now between defined benefit plans and 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s. n6 All 
defined benefit plans are pension plans, but 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s include both pension plans 
(money purchase or target benefit) and non-pension plans (profit-sharing plans, stock bonus plans, and 
ESOPs). Despite this change, the pre-ERISA distinctions between defined contribution pension plans 
and other types of 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s are still in effect. In addition, legislation enacted and 
regulations issued since ERISA have created new distinctions, and new types of 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s.） 
95 以下之分類係參考 Langbein et al.，supra note 69，p4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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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不願承擔確定給付制下之財務責任96。 

 

（二） 目標給付計畫 

目標給付計畫（Target Benefit Plans）係設定一目標給付，再運用精算技術

得出應提撥之金額。舉例而言，假設所謂目標給付為「在勞工退休年齡屆至時，

足以購買一個年金保險契約，且以該勞工退休時之薪資水準為準，該契約之年金

給付之所得替代率為百分之五十者」。則為達前述目標所需之金額，即為雇主應

按時為勞工提撥劃入勞工個人帳戶之金額。但勞工之退休金給付限於該個人帳戶

之本金及投資收益，雇主並未保證其退休時帳戶金額必定可達成設定之目標97。 

目標給付計畫雖然事先設定一固定給付，但由前述風險分配的角度觀之98，

其事實上仍為一種確定提撥計畫，因為雇主並不擔保最終給付金額，而是係由勞

工自行承擔投資結果不如預期（目標）及資金準備不足的風險。但亦有論者將其

歸類為混和型計畫99。 

 

（三） 利潤分享計畫 

顧名思義，利潤分享計畫（Profit-Sharing Plans）的提撥額度係來自雇主經

營之利潤。然而此處所討論者為具有照護勞工退休生活之利潤分享計畫，與盛行

於時下科技產業之利潤分享機制不同，雇主所提撥之金額係儲存於個人帳戶中供

勞工退休之用，非即時發給員工現金或股票。內地稅法並未要求利潤分享計畫需

訂有提撥金額的計算公式，且自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後，利潤分享計畫

                                                 
96 Dan M. McGill, Kyle N. Brown, John J. Haley, Sylvester J. Schieber，Fundamentals of Private 
Pensions，8th edition，2005，p282。(hereinafter “McGill et al.”) 
97 David A. Pratt，supra note 94，p770-771。 
98 參本文第二章之敘述。 
99 歸類為混合型計畫者，參 Allen et al.，supra note 83，p346-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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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提撥金額不需以當年度利潤為基礎100，但仍必須有實質且持續的提撥，以符合

永久性退休計畫之基本要求101。實務上雇主之提撥金額具很大彈性，甚至可於計

畫中授權由雇主董事會視公司經營良窳逐年決定。 

應注意者是，雖然利潤分享計畫不需訂有一定之提撥公式，但為取得內地稅

法所定之稅賦優惠，利潤分享計畫需符合「不歧視原則」，亦即必須訂有分配公

式（Allocation Formula）。所提撥之資產於分配至勞工個人帳戶時必須確定，且

不得獨厚高級職員102。 

 

（四） 股票分紅計畫 

股票分紅計畫（Stock Bonus Plans）與利潤分享計畫大同小異，不同點在於

其給付不需以企業利潤為基礎，且給付方式為公司發行之股票。 

 

（五） 員工持股計畫 

員工持股計畫（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Plans; ESOP）為股票分紅計畫的

變形，基本上為以雇主股票作為投資標的之利潤分享計畫103。此種計畫多具有槓

桿融資（leveraged）功能，其運作方式為由雇主成立一員工股票所有權計畫信託

基金向外貸款，指定受託人代為運用該貸款購買雇主發行之股票，並以購得之股

票作為貸款之擔保品，之後由雇主逐年提撥固定金額償還貸款，贖回之公司股票

則撥入員工退休帳戶，於員工退休、死亡或離職時給付之104。該員工持股計畫需

                                                 
100 IRS § 401(a)(27)(A)。 
101 Allen et al.，supra note 83，p143。 
102 Treas. Reg 1.401-1(b)(1)(ii)，並參 Allen et al.，supra note 83，p144。 
103 IRC § 4975 (e)(7)：「The term ''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plan'' means a 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 
- (A) which is a stock bonus plan which is qualified, or a stock bonus and a money purchase plan both 
of which are qualified under section 401(a), and which are designed to invest primarily in qualifying 
employer securities」 
104 Langbein et al.，supra note 69，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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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稅法規定之平等原則，亦即不得獨厚公司股東或高級職員等規定，始得享有

稅賦優惠105。 

ESOP之投資方針與傳統退休計畫之投資管理大相逕庭。一般認為，將退休

計畫資產投資於雇主發行之證券會造成對計畫參與者的嚴重威脅。投資於兼任計

畫管理人之雇主股票易涉及自易行為，此為其一。且參與者的投資組合因此無法

分散化，此為其二。但亦有另一種不同之思維，認為將計畫資產投資於雇主股票

可令勞工對雇主享有持份，進而增加勞工提高生產力及奉獻心力的誘因106。除在

上述概念上異於傳統以勞工照護為目的之退休計畫，ESOP亦被雇主視為一個合

法之負債融資與增股籌資的財務工具。 

 

（六） 401(k)計畫 

所謂的 401(k)計畫係來自內地稅法於一九八○年增修之第 401(k)條的規定，

該條之標題為現金或遞延給付計畫（Cash or Deferred Arrangements；CODAs），

符合該條件之計畫通稱為 401(k)計畫或 CODAs。參與此種計畫之勞工有權選擇

直接自雇主處領取現金，併入當年度收入課稅；或是將該金額提撥至 401(k)計

畫，待勞工領取退休金時再課徵所得稅。選擇後者之勞工通常會與雇主簽訂「薪

資扣減協議」（Salary Reduction Arrangement），由雇主自勞工薪資中提撥一定金

額至其個人退休帳戶。通常雇主為鼓勵勞工自行提撥，會約定雇主依勞工提撥金

額為一定比例之提撥。 

透過這樣的安排，除雇主提撥可享稅賦優惠，勞工自行提撥之部分亦可享有

租稅遞延的利益，故在一九八二年內地稅務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制定相

關規範後，401(k)計畫之接受度相當高，成為確定提撥計畫中最廣為使用之類

                                                 
105 有關員工持股計畫的運作方式及限制，可參考侯乃文，從比較法觀點探討我國員工認股權憑

證之法制建構─以美國模式為藍本，中原大學財經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九十三年，頁 81-86。 
106 Jay Conison，Employee Benefit Plans in a nutshell，1993，pp288-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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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更特別的是，參與 401(k)計畫之勞工有選擇投資標的之機會，一般係由雇主

提供各式投資組合供勞工選擇，依個人需要選擇報酬率不一之投資標的，自然也

需承擔投資失利的風險。數年前沸沸揚揚的恩龍（ENRON）案，即因為恩龍高

級員工在得知破產之前即行使其鉅額的認股選擇權，而使員工投資於公司股票的

401(k)的退休金價值大幅縮水，損失慘重。 

但論者有謂 401(k)計畫並非真正具有退休性質的計畫。主要原因在於其計畫

資產大部分來自勞工自行提撥，而非雇主提撥。退休金計畫具有一特徵，即雇主

在勞工薪資之外更行投資相當之資源，401(k)計畫卻僅有勞工投入其本可以現金

形式取得之資產107。此種計畫受到 ERISA的實質限制較少，亦為此故。 

 

（七） 403(b)計畫 

與 401(k)計畫相同， 403(b)計畫亦為一種員工得享有稅賦遞延優惠的類型，

規定於內地稅法第 403(b)條。第 403條係在處理年金契約之稅賦問題，但其亦針

對雇主為員工購買年金契約提供稅賦優惠，實際上可達成與其他適格退休計畫相

同之效果，故探討退休計畫之文獻均將其獨立討論。403(b)計畫有許多不同的模

式，其可以規定勞工自行提撥，雇主不提撥；倘規定雇主須提撥，亦可設計成(1)

雇主固定提撥，員工不提撥；(2)雇主依員工提撥之金額為一定比例的提撥；(3)

未定有固定提撥公式，雇主可視員工是否達成特定績效決定提撥與否，最後一種

類型已與利潤分享計畫類似108。 

參與 403(b)計畫之勞工可與雇主簽訂薪資扣減合約，約定由薪資中扣除提撥

                                                 
107 Richard L. Kaplan，Enron, Pension Policy, and Social Security Privatization，Arizona Law 
Review，46 Ariz. L. Rev. 53（2004）。 (As attractive as 401(k) plans are, they are not true pension plans 
for one key reason: they involve only the employees' money. That is, a pension plan - be it defined 
benefit or defined contribution - generally involves the investment of employer resources over and 
above an employee's wages. Here, the employee is investing her funds alone, not her employer's.)  
108 Allen et al.，supra note 83，p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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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金額，而提撥所得之資產，該條則規定必須投資於年金契約或共同基金中。這

些資產雖然係供退休之用，但通常允許勞工在退休前遭逢財務困難時請領，惟該

財務困難須符合內地稅法之規範。 

 

（八） 個人退休帳戶 

個人退休帳戶（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IRA）為美國國會於制訂

ERISA 時所創設的一種制度。原來係為了讓未參與雇主適格計畫之勞工亦有適

用稅賦遞延的機會，後來擴大適用於所有勞工，只要在一定限額以下，均可利用

個人退休帳戶制度取得稅賦優惠。個人退休帳戶並非企業提供之退休計畫，但卻

與企業退休計畫關係密切，原因在於勞工於因故需提早請領退休給付時，原則上

必須課徵提前請領的懲罰稅，但可於六十日內將受領之給付轉至其個人退休帳

戶，繼續享有稅賦遞延之優惠109。 

近年來以 IRA 形式累積之資產以飛快的速度增加，至二○○四年已逼近三兆

五千億，此種大幅的成長主要來自於前述企業退休計畫之「轉帳」（rollover）及

資產報酬，且此資產可預見將成為戰後嬰兒潮退休時非社會安全給付中最重要的

一環110。 

 

如前所述，自 ERISA 法案通過後，採取確定提撥制計畫相對於確定給付計

畫的優勢大增。事實上，從一九七○年代中期開始新設立的退休計畫中，約有百

分之八十左右選擇確定提撥制路線。上述之利潤分享或股票分紅計畫類型，實質

上多為附加於確定給付制退休計畫外的補充性保障；前述之 ESOP在投資概念上

                                                 
109 Langbein et al.，supra note 69，p55。 
110 EBRI Notes，IRA and Keogh Assets and Contributions，January 2006, Vol. 27, No. 1，p3,4，全
文可見http://ebri.org/publications/notes/index.cfm?fa=notesDisp&content_id=3614。（最後瀏覽日
期：2006/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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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傳統退休計畫之管理亦大相逕庭，更多時候被作為企業之財務工具，故均不在

以下討論之列。但仍有部份係真正將確定提撥的概念作為整體退休金規畫的主軸

111。例如現金購買計畫及目標給付計畫即為適例。其他如 401(k)、403(b)計畫及

個人退休帳戶均具有濃厚之勞工個人儲蓄色彩，與一般觀念中由企業主投入一定

資源照護員工老年生活觀念迥異，但有鑒於 401(k)計畫已成為中小企業雇主提供

之唯一的退休計畫，403(b)計畫之計畫資金多用以購買年金契約，與我國勞退新

制下之年金保險制相近，故亦納入本文下列章節討論之。 

以下各項即針對具有企業退休規畫本質之類型：現金購買計畫、目標給付計

畫、401(k)計畫及 403(b)計畫，進一步就其適用法律及問題詳細討論之。 

 

第一項 現金購買計畫 

 

現金購買計畫為確定提撥計畫中最基礎且單純的類型，但在法律適用上卻呈

現交錯適用的情況。此係因現金購買計畫被認為是具有退休金性質之計畫，有別

於利潤分享或股票紅利此種意在讓員工共享公司經營成果的補充型計畫。現金購

買計畫必須符合最低準備金及有關連生及遺屬年金之規定。 

 

第一款 賦權規定與不歧視原則 

 

現金購買計畫在賦權部分與一般退休計畫並無不同，須符合 ERISA 所定之

最低標準。雇主因部分賦權或未賦權勞工終止僱傭契約所收回之退休金資產，可

                                                 
111 Allen et al.，supra note 83，p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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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1）減少雇主之提撥；或（2）重新分配至其他參與者的帳戶112。 

為了確保退休計畫不致成為企業酬庸高薪勞工之工具，內地稅法揭示了「不

歧視原則」（Nondiscrimination），亦即雇主不得選定特定族群勞工加入退休計

畫，或針對該特定勞工之提撥為差別待遇之規定。為落實此規定，內地稅法訂有

數個複雜之檢驗方式，規定於內地稅法第 410(b)條，針對雇主退休計畫之普及率

及平均給付比率等做出限制。然而，財政部規則亦規定，雇主對勞工之提撥倘以

勞工之薪資的一定比例為準，尚不違反不歧視原則。現金購買計畫之提撥因係以

勞工薪資之特定百分比為準，故不需進行前述複雜之檢驗。 

 

第二款 提撥方式與給付內容 

 

雇主為勞工提撥之金額係以勞工薪資之特定百分比為準，不論勞工年齡高

低，均按相同比例提撥113。現金購買計畫亦可加入勞工自行提撥之設計，但必須

自稅後所得中扣除，亦即，勞工自行提撥之部分無法享有稅賦遞延的優惠114。但

倘為 ERISA 公布前即存在之現金購買計畫，在符合內地稅法所定之條件下，仍

可透過第 401(k)條之規定享有遞延稅賦之優惠。 

依財政部規則 1.401-1(b)(1)(i).之規定，現金購買計畫必須提供勞工一「確定

可決（definitely determinable）」之給付，不受到雇主經營利潤的影響。倘該計畫

訂有一個固定之提撥公式，不得由雇主恣意更改，即已符合前述「確定可決」給

付的要求。然而，此處所謂提撥公式（contribution formula）與分配公式（allocation 

formula）應予區辨。提撥公式僅規範雇主每年需按勞工薪資之固定比例提撥供

                                                 
112 Ibid，p136。 
113 Ibid，p128。 
114 Ibid，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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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金給付之用，並不代表勞工於退休時即可領取該比例之薪資。只要符合相關

法令有關不歧視原則等規定，雇主原則上對如何在勞工之間分配其提撥之退休金

資產，仍有很大程度的自主決定權115，並非平均分配給全體勞工。 

倘勞工未另為選擇，現金購買計畫不為一次給付，而以年金給付方式為原

則。倘退休時為單身者，則以個人年金方式給付；有配偶者，則以連生年金形式

給付。所謂年金形式，並非投保年金保險，該年金給付之價值在精算上等於計畫

參與者的帳戶餘額116，亦即所謂「年金化」。 

 

第三款 投資之標的 

 

為求退休金資產之穩定性，避免雇主之營運虧損對勞工退休金資產造成過大

之衝擊，ERISA 規定所有的確定給付計畫，不得將超過百分之十之退休金資產

投資於雇主之股票。然而例如利潤分享或股票分紅計畫此種意在讓勞工分享經營

成果，僅具有輔助性質之確定提撥退休計畫，則無上述投資上限的規定。現金購

買計畫雖然與利潤分享或股票分紅計畫同屬確定提撥制，但如同確定給付計畫一

般，受到投資於雇主股票之限制117。 

 

第四款 給付請領及貸款 

 

                                                 
115 David A. Pratt，supra note 94，p769。 
116 Andrew L. Gaines，Understanding ERISA 2005 An Introduction to Basic Employee Retirement 
Benefits，Practising Law Institute，Tax Law and Estate Planning Course Handbook Series，Tax Law 
and Practice，PLI Order Number 6718，July, 2005，663 PLI/Tax 51，p82。 
117 Allen et al.，supra note 83，p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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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勞工退休計畫中，勞工所得請領之給付除退休金外，尚包括退休前提早請

求之給付及其於請領後死亡，遺屬可獲得之給付兩部份。由於現金購買計畫屬於

稅法所定之「退休計畫」（pension plans），故原則上員工尚在職時不得請求提前

給付，僅能於退休或計畫終止時取得118。在死亡時遺屬之給付部份，現金購買計

畫及目標給付計畫是所有確定提撥計畫中唯一必須提供連生及遺屬給付的退休

計畫。其餘之確定提撥計畫只要符合(1)勞工之配偶為該勞工個人帳戶之百分之

百受益人；(2)該勞工未選擇以年金方式給付兩項要件，即不需設有連生及遺屬

給付119。 

對勞工而言，計畫貸款與給付實質上之效果相同，但現金購買計畫之貸款約

定，係較有爭議的問題。原因在於稅法將退休計畫定義為「由雇主所維持，在退

休後以系統性給付之方式給予其員工數年或終身之確定給付的計畫」120。由於該

「退休後」等字眼未出現於利潤分享等其他計畫之定義中，故向來被解釋為係針

對「退休計畫」之特別規定，亦引發是否可允許勞工以該帳戶金額向計畫管理人

借貸之疑義。惟依財政部之解釋，原則上一個雇主提撥之現金購買計畫於計畫中

約定借貸條款，尚無不可。其可約定參與勞工得以合理利率、擔保及清償期為條

件，向計畫受託人貸款，但倘約定借款勞工屆期未清償則自勞工個人帳戶中扣除

該借款金額者，形同提前給付，將使該計畫喪失適格計畫之地位121。 

 

第五款 最低資金準備 

 

                                                 
118 Treas. Reg. § 1.401-1(b)(1)(i)。 
119 Allen et. al，supra note 83，p136，並參 ERISA § 205(b)。 
120 See Treas. Reg. § 1.401-1(b)(1)(i)，(a plan established and maintained by an employer primarily to 
provide systematically for the payment of definitely determinable benefits to his employees over a 
period of years, usually for life, after retirement.) 
121 Rev Rul 71-437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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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購買計畫最大的特色在於，其與確定給付計畫一般，需符合 ERISA 有

關最低資金準備的要求。惟由於其並未承諾固定給付，沒有複雜之精算公式，其

程序較為簡便，僅要求其必須每年按照計畫所定之公式，足額提撥，否則雇主將

被科以罰金。 

 

第二項 目標給付計畫 

 

目標給付計畫事實上為一種特殊的現金購買計畫，主要差異僅在於雇主提撥

金額之計算方式不同。目標給付計畫係以達成特定水準之退休給付為目標推算雇

主應提撥之金額；現金購買計畫則是以勞工薪資之固定比例計算提撥額度。由於

其在給付及提撥準備部分並無重大差異，因此，兩者在規範適用上較為相近，同

屬確定提撥計畫中受到較嚴格規範之計畫類型。 

 

第一款 賦權規定與不歧視原則 

 

目標給付計畫與確定給付計畫相同，均以維持勞工退休時之生活水準為目

標，倘勞工距離退休年齡之時間過短導致資金累積期間不足，將造成雇主龐大的

財務負擔，故過去兩者均可設有最高參與年齡，規定超過該年齡之勞工沒有資格

加入雇主提供之退休計畫。但在一九六八年有關年齡歧視之法案通過後122，已禁

止此種最高年齡之限制規定。 

目標給付計畫在賦權部分並無特殊規定，僅需符合 ERISA 之規定。因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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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權或未賦權勞工終止僱傭契約所收回之退休金資產，僅得用於減少雇主之提

撥，不得分配至其他參與者的帳戶123。 

另外，目標給付計畫之設計係以達成退休時之固定給付為基準計算提撥金

額，本即允許對於累積期間較短之高齡勞工為較高額之提撥124。因此，在不歧視

原則方面，並無法如現金購買計畫一般直接適用除外規定，而需進行內地稅法第

410(b)條所定各項公式之檢驗。 

 

第二款 提撥方式與給付內容 

 

承前所述，目標給付計畫事實上為一個事先訂定給付標準的現金購買計畫。

給付目標於計畫設立時即確定，再據以算出雇主每年應提撥之金額，嗣後雇主只

要按計畫所定之金額提撥即可，不需如確定給付制退休計畫，逐年依照利率、員

工脫退率（employee turnover rate）等變數調整應提撥之金額。對雇主而言，目

標給付計畫具有提撥金額自始確定之優勢，但對勞工而言，最終給付則較不穩定

125。 

勞工可得之給付係以退休時其個人帳戶內之實際金額為準，倘投資報酬高於

一開始計算提撥金額時之假設，勞工即可獲得較目標給付為高之退休給付，反之

亦然，雇主並未保證固定水準之給付。 

 

                                                                                                                                            
122 29 U.S.C. 623 (i)。 
123 Treas. Reg. 1.401(a)(4)-8。 
124 惟每年之提撥額仍不得超過該勞工之薪資或美金四萬元，參 McGill et al.，supra note 96，p284。 
125 Michael J. Canan，Qualified Retirement and Other Employee Benefit Plans，1991 edition，
pp14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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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投資之標的 

 

為避免風險過度集中，ERISA 對於投資在雇主股票上之退休資產訂有比例

上之限制，除非屬於第 407 條之除外類型126，不得將超過百分之十的計畫資產

投資於雇主股票。目標給付計畫由於不符合除外規定，故如同現金購買計畫一般

受到投資於雇主股票之限制。 

 

第四款 給付請領及貸款 

 

為取得適格計畫之資格，目標給付計畫與現金購買計畫相同，除非該退休計

畫終止，原則禁止員工在僱傭關係存續中提前請求給付。在死亡與遺屬給付之部

份，目標給付計畫亦與現金購買計畫適用相同之規定，必須提供連生及遺屬給付。 

 

第五款 最低資金準備 

 

目標給付計畫亦需符合 ERISA 有關最低資金準備的要求。其資金準備標準

涉及最終確定之給付，故需與確定給付計畫一般運用精算假設得出。但由於其並

未保證定額給付，故尚不需依假設之變數逐年調整雇主應提撥之金額，對雇主而

                                                 
126 ERISA規定「適格之個人帳戶計畫」不需受到投資雇主股票之比例上限制。其定義可參照

ERISA § 407 (d)(3)(A)：”The term “eligible individual account plan” means an individual account plan 
which is (i) a profit-sharing, stock bonus, thrift, or savings plan; (ii) an 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plan; 
or (iii) a money purchase plan which was in existence on September 2, 1974, and which on such date 
invested primarily in qualifying employer securities. Such term excludes an individual reti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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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負擔較輕。一旦計算出確定金額，則必須每年按照計畫所定之公式足額提撥，

否則雇主將被科以罰金。 

 

第三項 401(k)計畫 

 

401(k)計畫事實上係利潤分享、股票分紅、ERISA公布前之現金購買計畫及

農村合作計畫（Rural Cooperation Plan）的一部分127，嚴格來說並非獨立的計畫

類型。最初其僅被當作一種補充性的退休計畫，提供給想增加退休儲蓄的勞工租

稅遞延的儲蓄工具。惟近年來，401(k)計畫已被許多小企業的雇主選作唯一的退

休計畫128。 

 

第一款 賦權規定與不歧視原則 

 

ERISA 規定所有來自勞工自行提撥之金額均不可收回，屬於勞工之既得權

129。因此，401(k)計畫下雇主因為勞工簽訂薪資扣減協議而提撥之金額，及勞工

就其稅後收入自行提撥之金額，勞工均應於提撥時享有完全賦權130。 

為避免勞工自行提撥與雇主對應提撥（matching contribution）部分之賦權時

程差距過大，內地稅法針對雇主對應提撥部分，於 ERISA之基本規定外另訂定

                                                                                                                                            
account or annuity described in section 408 of title 26.”。 
127 IRC § 401(k)(2)。 
128 Langbein et al.，supra note 69，p52。 
129 ERISA § 201(a)(1)：”A plan satisfies the requirements of this paragraph if an employee's rights in 
his accrued benefit derived from his own contributions are nonforfeitable.” 
130 Allen et. al.，supra note 83，p194。 



 58

「快速賦權」之原則131。未定有時程表之計畫，有權請求完整給付之勞工的年資

限制由五年縮短為三年；定有時程表者，其最低標準則依次縮短一年，表列如下

132： 

服務年資(年) 賦權比率 

2 20 

3 40 

4 60 

5 80 

6 100 

 

在不歧視原則方面，401(k)計畫除需符合前述之檢驗標準外，尚須受到「實

際遞延比例」（actual deferral percentage）133之限制，以避免內地稅法提供之稅賦

優惠過度集中於高報酬勞工身上134。例如為高報酬勞工135提撥之實際提撥比率不

得超過非高報酬勞工之實際提撥比率的百分之一百二十五等，即為適例。另外，

涉及雇主對應提撥及勞工自稅後收入自行提撥之 401(k)計畫，另須符合「實際提

撥比例」（actual contribution percentage）136之規定。惟內地稅法均訂有一定條件

之安全區間（safe harbors），以簡化上述檢驗。 

                                                 
131 McGill et. al.，supra note 96，p287。 
132 IRC § 411 (a)(12)： 

“Faster vesting for matching contributions  
In the case of matching contributions (as defined in section 401 (m)(4)(A)), paragraph (2) shall be 
applied— 
 (A) by substituting “3 years” for “5 years” in subparagraph (A), and  
 (B) by substituting the following table for the table contained in subparagraph (B): The 
nonforfeitable Years of service： percentage is: 2：20，3：40，4：60，5：80，6：100.” 

133 參 IRC § 401(k)(3)。 
134 McGill et. al.，supra note 96，p288。 
135 高報酬勞工原則上係指年收入超過八萬美元（可由主管機關調整）或薪資佔全體勞工前百分

之二十之人。參 IRC § 414(q)。 
136 參 IRC § 40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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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提撥方式與給付內容 

 

勞工因簽訂薪資扣減協議所為之提撥屬於稅前提撥；亦可在扣減協議的額度

之外另行提撥，但此種提撥屬稅後提撥，無稅賦延遞之優勢。勞工之提撥並非完

全沒有限制，為避免 401(k)計畫之薪資遞延功能遭到濫用，內地稅法亦訂有較一

般計畫嚴格之薪資扣減上限，並配合不歧視原則之運作達到高報酬與低報酬勞工

間之公平。惟該薪資扣減上限並非沒有例外，倘勞工加入退休計畫之時年屆五

十，內地稅法放寬上述上限規定137，允許高齡勞工在一定金額內為「彌補提撥」

（catch-up contribution），以助勞工能在較短的時間內快速累積退休資產。 

在雇主提撥部分，多數雇主係按勞工提撥之金額多寡為一定比例（通常為勞

工提撥金額之百分之五十）之對應提撥，通常以勞工薪資之百分之五或六作為雇

主之提撥上限138。一般而言，401(k)計畫並不承認過去之服務年資，但只要未違

反前述不歧視原則之規定，亦可對某些年資較長之勞工設定較高之薪資扣減比

率，或於雇主對應提撥之部分加入服務年資因素的考量139。 

內地稅法亦對勞工退休時之應計給付（accrued benefit）標準詳為規定140，

以確定提撥計畫而言，勞工個人帳戶中所有之資金及其所生孳息均屬於應記給

付。 

 

第三款 投資之標的 

                                                 
137 IRC § 414 (v)。 
138 Langbein et al.，supra note 69，p50。 
139 Michael J. Canan，supra note 125，pp167-168。 
140 IRC § 411(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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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 401(k)計畫日漸普及，其缺失亦逐漸受到重視。其一為投資風險大幅移

轉至勞工的問題。401(k)計畫之資產多來自勞工提撥，因此在資金運用上往往賦

予其較高之自主權，對許多不諳投資之勞工而言，反而大幅降低了其維持適足退

休資產之可能性。另一缺失則為某些 401(k)計畫之投資過度集中於雇主股票到達

一種危險的程度141。由於前述 ERISA 有關投資於雇主股票之上限規定並不適用

於 401(k)計畫，導致許多勞工將其帳戶資產用於購買雇主發行之權益證券，而忽

略了資產分散之重要性。倘企業前景看好，勞工自然同蒙其利，但企業營運不良，

或如恩隆案遭到經營者惡意操弄時，勞工之退休資產即可能付諸流水。 

 

第四款 給付請領及貸款 

 

401(k)計畫之資金雖然多來自勞工之既得薪資，但原則上並不允許勞工於退

休前提領。針對因薪資扣減協議所累積之資產，內地稅法第 401(k)(2)(B)條明訂142

                                                 
141 Langbein et al.，supra note 69，p53。 
142 IRC § 401(k)(2):「A qualified cash or deferred arrangement is any arrangement which is part of a 
profit-sharing or stock bonus plan, a pre-ERISA money purchase plan, or a rural cooperative plan 
which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subsection (a) – 

(A) under which a covered employee may elect to have the employer make payments as 
contributions to a trust under the plan on behalf of the employee, or to the employee directly in cash; 
(B) under which amounts held by the trust which are attributable to employer contributions made 
pursuant to the employee's election- 

(i) may not be distributable to participants or other beneficiaries earlier than – 
(I) severance from employment, death, or disability, 
(II) an event described in paragraph (10), 
(III) in the case of a profit-sharing or stock bonus plan, the attainment of age 59 1/2, or 
(IV) in the case of contributions to a profit-sharing or stock bonus plan to which section 
402(e)(3) applies, upon hardship of the employee, and 

(ii) will not be distributable merely by reason of the completion of a stated period of participation 
or the lapse of a fixed number of years; 

(C) which provides that an employee's right to his accrued benefit derived from employer 
contributions made to the trust pursuant to his election is nonforfeitable, and 
(D) which does not require, as a condition of participation in the arrangement, that an employee 
complete a period of service with the employer (or employers) maintaining the plan extending 
beyond the period permitted under section 410(a)(1) (determined without regard to subpara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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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不得僅因勞工參與退休計畫達一定年限或特定期間經過，即允許勞工提早請

領143，只能因下列情形而為給付： 

（一） 僱傭關係終止、勞工死亡或失能者； 

（二） 退休計畫終止； 

（三） 倘為附隨於利潤分享或股票分紅計畫之情形，需勞工年齡已達五十 

九歲半者； 

（四） 勞工發生財務困難。 

 

由上開規定可知，計畫參與人通常在離職時可獲得其 401(k)帳戶之給付。事

實上，401(k)計畫之參與人於離職時，對其帳戶資金之處分有三種選擇：其可選

擇將該資金留在原雇主之 401(k)計畫帳戶中；可選擇轉帳移入（rollover）其 IRA

或新雇主之 401(k)計畫帳戶；或選擇一次領回144。在企業併購之情形，即便該參

與人為獲留用之勞工，其亦可選擇提早領取其帳戶資產，並且，倘該帳戶資產低

於五千美元，則除非該參與人自願將其轉入其他退休帳戶，否則計畫管理人會自

動令其一次領回（cash out），惟需課徵早期提領之稅捐145。 

在勞工死亡之情形，倘該計畫規定將個人帳戶中之資產全數給付予勞工遺屬

或指定受益人，或該勞工選擇以一次給付之方式為退休給付，即不需提供連生及

遺屬年金146。為保留 401(k)計畫之彈性，勞工亦可於遭遇財務困難時提前請領給

                                                                                                                                            
(B)(i) thereof).」 

143 此點相較於利潤分享計畫較為嚴格。利潤分享計畫可因為一定期間之屆滿即向勞工給付。參

McGill et. al.，supra note 96，p302。 
144 James M. Poterba，Individual Decision Making and Risk in 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s，The Elder 
Law Journal，13 Elder L.J. 285 (2005)，p302。 
145 Amy B. Monahan，Addressing the Problem of Impatients, Impulsives and Other Imperfect Actors in 
401(k) Plans，Virginia Tax Review，23 Va. Tax Rev. 471(2004)，p500。 
146 ERISA §205 (b)：Applicable plans 
“(1) This section shall apply to-- 
   (A) any defined benefit plan, 

(B) any individual account plan which is subject to the funding standards of section 1082 of this 
title, and 
(C)any participant under any other individual account plan un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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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惟稅法之規定對於「財務困難」（financial hardship）之定義相當嚴格，勞工

必須有立即及嚴重之財務需求，始足當之。且勞工因財務困難請求之給付僅限於

其薪資扣減之部分，至於該薪資扣減部分所產生之投資收益，不在提前給付額度

之內147。 

前述規定係針對 401(k)計畫因薪資扣減協議所累積之資產；並不適用於雇主

之對應提撥、勞工由其稅後收入自行提撥及自其他勞工退休帳戶轉入的資金。雖

然相關法令對雇主提撥或勞工自稅後收入自行提撥之資產，並無有關提早請領之

特別限制，但雇主可保留禁止勞工提前請領的權利。且倘提早提領自其他帳戶轉

入之資金，必須繳付百分之十之懲罰稅148。 

由於提前給付必須符合前述嚴格之要件，故多數計畫均訂有貸款約定，不限

定貸款事由，允許勞工貸借其個人帳戶內一定比例之金額。惟較特別者是，除非

貸款被用於購置勞工主要住所，應於五年內償還149，否則即視為早期提領課予百

分之十之早期給付懲罰稅，以降低勞工早期提領之誘因，維持退休計畫對其晚年

生活之保障。 

 

第五款 最低資金準備 

 

                                                                                                                                            
(i) such plan provides that the participant's nonforfeitable accrued benefit (reduced by any 
security interest held by the plan by reason of a loan outstanding to such participant) is payable in 
full, on the death of the participant, to the participant's surviving spouse (or, if there is no 
surviving spouse or the surviving spouse consents in the manner required under subsection (c)(2) 
of this section, to a designated beneficiary),  

     (ii) such participant does not elect the payment of benefits in the form of a life annuity, and 
(iii) with respect to such participant, such plan is not a direct or indirect transferee (in a transfer 
after December 31, 1984) of a plan which is described in subparagraph (A) or (B) or to which 
this clause applied with respect to the participant.” 

147 Allen et. al.，supra note 83，p194。 
148 David A. Pratt，supra note 94，p865。Amy B. Monahan，supra note 145，p499。 
149 Allen et al.，supra note 83，p 148,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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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k)計畫為利潤分享、股票分紅等計畫的一部分，屬於 ERISA定義下之個

人帳戶制退休計畫，不受到最低資金準備之規範。 

 

第四項 403 (b)計畫 

 

403(b)計畫通常又稱為減稅年金計畫（Tax-Sheltered Annuity Plan），性質上

為透過薪資扣減協議實行之自願性的稅賦遞延儲蓄計畫，與 401(k)計畫極為類

似。惟其適用對象限於受雇於教堂、慈善機構或公立大學院校之勞工。此種計畫

依規定必須投資於年金或共同基金。多數大學教員均以名為 TIAA-CREF之組織

為其年金提供者150。 

 

第一款 適格參與者 

 

（一）雇主 

此種計畫對設置計畫之雇主及參與計畫之勞工均有資格上的限制。適格雇主

可分為兩類，一為符合內地稅法第 503(c)(3)條之非營利組織，亦即，其營運與組

織必須單純出於宗教、慈善、科學、公共安全、文學或教育等目的，或促進國內

或國際業餘運動競賽（其活動不得涉及運動設施或器材之提供）、出於幼童保護

或動物保育等151，除該團體之營收不得圖利任何個人，且要求其活動內容不得涉

                                                 
150 Langbein et al.，supra note 69，p54。 
151 IRC § 503(c)(3)： 

”Corporations, and any community chest, fund, or foundation, organized and operated 
exclusively for religious, charitable, scientific, testing for public safety, literary, or educational 
purposes, or to foster national or international amateur sports competition (but only if no par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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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宣傳、立法及政治活動。另一類則為公立學校系統，包括各級大專院校。 

 

（二）參與勞工 

除了雇主之條件限縮在非營利組織及教育機構外，並嚴格要求參與計畫之勞

工與雇主間必須存在僱傭關係，即該勞工必須為真實之雇員（bona fide 

employee）。倘為具有獨立包商（Independent contractor）性質之專業人員，例如

校醫等，並非適格之計畫參與人152。 

 

第二款 賦權規定與不歧視原則 

 

依內地稅法第 403(b)條之規定，所有的減稅年金計畫均必須訂有「不可收回

條款」（Nonforfeitable）；亦即，不得因為員工服務年限未達特定期間，即於勞工

離職時將其請領退休金之權利收回，形同立即賦權（immediate vesting）153之規

定，此為 403(b)計畫的重要特色。因為此項要求，所有的 403(b)計畫均具有可攜

性，除非未繳交保險費，否則勞工不因為工作轉換而喪失請領退休金之權利154。 

在具體作法上，大多數的年金契約係以勞工之名義簽訂，故不會因為勞工轉

職或雇主財務問題受到影響。另一方面，勞工亦因此享有轉換契約之權利。以保

                                                                                                                                            
its activities involve the provision of athletic facilities or equipment), or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children or animals, no part of the net earnings of which inures to the benefit of any 
private shareholder or individual, no substantial part of the activities of which is carrying on 
propaganda, or otherwise attempting, to influence legislation (except as otherwise provided in 
subsection (h)), and which does not participate in, or intervene in (including the publishing or 
distributing of statements), any political campaign on behalf of (or in opposition to) any 
candidate for public office.” 

152 Allen et. al.，supra note 83，p206。 
153 Langbein et al.，supra note 69，p132。 
154 IRC § 403(b)(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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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公司發行之年金商品為例，在契約允許之範圍內，勞工可自由決定是否將該合

約改為減額繳清年金（reduced paid-up annuity）、轉換為金額較低且提前到期之

年金或是否解約取回保單價值另覓保險人投保。在團體年金契約的情形，則係以

雇主為契約當事人，惟此時仍應於契約內明定上述之不可收回條款，確保勞工之

既得權155。 

在不歧視原則方面，內地稅法對 403(b)計畫之提撥限制等規定大致與 401(k)

計畫相同。惟實務上 403(b)計畫通常沒有雇主提撥之部分，故此問題較為單純。 

 

第三款 提撥方式與給付內容 

 

多數 403(b)計畫之勞工透過與雇主簽訂薪資扣減協議，按月提撥至其個人帳

戶中。自一九八八年起之 403(b)計畫，勞工與雇主簽訂薪資扣減合約中提撥金額

之限制，原則上與前述 401(k)計畫之限制相同。惟如同前述 401(k)計畫之規定，

針對超過五十歲始參與計畫之勞工，亦允許其為特別彌補提撥，以協助高齡勞工

維持適足之退休資產。在雇主提撥之部分，由於實行 403(b)計畫之雇主通常均另

訂有確定給付制之退休計畫，故較少於 403(b)計畫中另為提撥。 

勞工退休時所得請領之給付及於個人帳戶中所有之資金及其所生孳息。另

外，403(b)計畫允許轉換（Transfer）及累積遞延（Rollovers）。原則上參與計畫

之勞工可在不同之 403(b)計畫間自由轉換，但後計畫之給付條件必須與前計畫相

當，不得更寬鬆156。 

 

                                                 
155 Allen et al.，supra note 83，pp206-207。 
156 Ibid，p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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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款 投資標的 

 

最初於內地稅法訂定 403(b)計畫時，該計畫提撥之資產僅能用於購買年金契

約，且依財政部解釋僅限於保險公司所發行者157，倘雇主與其他機構如信貸協會

（credit union）158訂定年金契約並不符合該條之規定。然而，ERISA在進行對內

地稅法的修正時則增加另一投資途徑，增訂倘雇主將提撥資產置於合格保管帳戶

（qualified custodial accounts）並投資於共同基金，視同購買年金契約處理159。 

惟在內地稅法第 401(g)條之規定下，倘年金契約「非」由適格信託之受託人

持有，例如直接以勞工為保單所有人者，必須訂有不可轉讓條款

（nontransferable），否則該年金契約不符合前述條文中年金契約之定義。 

 

第五款 非退休給付 

 

403(b)計畫之提前請領條件與 401(k)計畫相同，所得之提前給付須併入該年

度所得課稅。如同 401(k)計畫，貸款約定在 403(b)計畫中亦相當普遍。但應注意

者是，倘 403(b)計畫所購買之年金保險未由計畫受託人持有，例如直接以勞工本

人為保單所有人者，該年金契約中必須規定勞工不得以該保單借款或質押該保單

160。 

                                                 
157 Rev. Rul. 82-102。 
158 一種具有共同契約約束的、有組織的信用合作的社團，其成員共同儲蓄積聚資金並由協會向

成員提供低利率的貸款，類似我國之信用合作社。 
159 IRS § 403(b)(7)。 
160 Michael J. Canan，supra note 125，p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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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參加 403(b)計畫之勞工在未達五十九歲半前請領給付者，必須加課百

分之十的提前給付罰金（penalty tax），除非該提前給付係因下列情況所導致：1.

勞工於五十五歲以後離職，並於離職時自雇主處領取退休金；2.勞工死亡或失

能；3.勞工離職時，可自雇主處領取實質上與其餘命或連生餘命相當之給付者；

4.勞工將該給付轉至個人退休帳戶或其他 403(b)計畫；5.用於給付醫療費用，且

該醫療費用可自個人所得稅計算中扣除者；6.非勞工但符合適格本國關係命令者

161。 

 

第六款 最低資金準備 

 

403(b)計畫屬於 ERISA定義下之個人帳戶制退休計畫，不受到最低資金準備

之規範。 

 

第五項  小結 

 

綜合以上對各主要類型之確定提撥退休計畫之描述，吾人可發現其不論在提

撥方式、給付內容、賦權規定及資金準備等方面，均各自具有不同之特性。本文

即藉由分析個別計畫之特徵，試圖找出不同特徵所相對應之特殊規範，期能為我

國勞退制度提供若干省思。各計畫之特徵及規範比較，可歸納表列如下： 

 

                                                 
161 Ibid，p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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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類型 

特性 
現金購買計畫 目標給付計畫 401(k)計畫 403(b)計畫 

適用對象 無特殊規定 無特殊規定 
無特殊規定，但不適用於

政府機構 

受雇於教堂、慈善

機構或公立大學院

校之勞工 

賦權規定 

5 年後完全賦

權 

3-7年漸進式賦

權 

同現金購買計畫 

但收回之金額不

得重分配至勞工

個人帳戶 

＊雇主提撥 (3年後完全

賦權，2-6年漸進式賦權)

＊薪資扣減與勞工提撥

(立即且完全賦權) 

立即且完全賦權 

不歧視原

則 

雇主按薪資固

定比例提撥即

符合之 

IRC §410(b)所定

之普及率及平均

給付率 

除前述 IRC 之一般原則

外，§401另訂有ADP Test

及 ACP Test嚴格把關 

同 401(k)計畫

提撥方式 

雇主 (固定公

式) 

勞工 (稅後提

撥) 

雇主(與確定

給付計畫相同，惟

不需要逐年調整) 

薪資扣減計畫 

雇主(對應提撥) 

勞工(稅後提撥) 

薪資扣減計畫

給付內容 

帳戶金額 

年金化形式給

付 

帳戶金額 

可選擇年金方式

或一次給付 

帳戶金額 

可選擇轉入 IRA、留原帳

戶或一次給付 

帳戶金額 

可選擇年金方式或

一次給付 

投資標的 
雇主股票≦10

％ 
雇主股票≦10％ 

未為限制，賦予勞工投資

自主權 

限於年金契約

或共同基金 

遺屬年金 有 有 原則上不適用 原則上不適用

早期提領 禁止 禁止 

懲罰稅 10% 

薪資扣減部分(×) 

稅後收入提撥(○) 

雇主對應提撥(○) 

懲罰稅 10% 

薪資扣減部分(×) 

稅後收入提撥(○) 

雇主對應提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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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約定 

允 許 貸 款 約

定，但不得自帳

戶金額中償還 

允許貸款約定，但

不得自帳戶金額

中償還 

常見，五年內未償還視為

提前提領 

常見，但年金保單

需由受託人持有始

得質借 

資金準備 
需逐年如實提

撥 

需按期初所定金

額如實提撥 
不適用 不適用 

圖表二：主要確定提撥計畫之比較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經列表比較分析後，可約略得到以下幾點結論： 

 

1. 來自勞工自行提撥之部分應予立即且完全之賦權。 

 

綜觀各種計畫之賦權規定，可發現不論 ERISA 或內地稅法的規定，均傾向

將勞工自行提撥，或勞工簽訂薪資扣減協議而提撥之部分，作為勞工既得權來處

理，予以立即且完全之賦權。 

此項特徵在 401(k)計畫之規範中尤為明顯。401(k)計畫之資產既可來自於勞

工提撥，亦可來自雇主之對應提撥。其中勞工提撥應立即賦權；雇主對應提撥之

部分，則可在 ERISA 所定之範圍內設有賦權時間表，隨勞工服務年資增加而逐

漸提高賦權比例。儘管不論提撥來源，401(k)計畫之資產均混合統一管理，但在

計算賦權比例時，則明確區分出雇主提撥之部分單獨計算賦權比例，而非以整個

401(k)計畫帳戶為計算基礎。 

403(b)計畫甚至直接以勞工為年金契約之契約當事人，讓勞工直接享有年金

契約上處分收益的權利，即便轉職或死亡等情形亦不受影響。類此規定，均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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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相關法令對於勞工提撥部分自始即以既得權方式保護之意旨。 

 

2. 對於退休計畫中之所有資產，均利用懲罰稅之規定嚴格限制勞工早期提

領之權利，惟大多允許計畫貸款，賦予勞工財務運用之彈性。 

 

退休計畫之成立目的即在保障勞工老年之退休生活不虞匱乏，倘允許早期提

領，該目的即無法達成，故原則上對於勞工早期提領均採取限制的態度，除非有

列舉事由不允許早期提撥。然有疑問者是，倘退休計畫之資產均來自於雇主提

撥，本於照護勞工老年生活之本旨延後退休計畫資產之分配，尚言之成理；但在

401(k)計畫或 403(b)計畫中，大部分之計畫資產均來自勞工之薪資扣減，該部分

薪資原可於當期發放予勞工，僅因勞工選擇加入退休計畫，即剝奪勞工對該部分

資產之處分權，形同強制儲蓄，其妥適性不無疑問。惟觀諸美國之退休計畫相關

法令規定可知，其立法者對於退休目的之達成相當堅持，即便為性質上屬於勞工

既得薪資之 401(k)計畫或 403(b)計畫資產，對於勞工早期提領之權利亦有相當嚴

格之限制，除限制提領事由外，尚針對提早請領之金額課徵懲罰稅。  

但值得注意者是，為顧及勞工個人臨時之財務需要，上述之確定提撥計畫中

均訂有勞工貸款之約定。惟此借貸關係乃與勞工退休金請求權相互獨立，倘勞工

屆期未能償還，雇主不得逕自其得請領之退休金中扣除，否則將使該計畫喪失適

格計畫之地位。 

 

3. 遺屬年金之規定似針對雇主對勞工老年生活照護之承諾而來，未為此種

承諾之雇主僅需給付帳戶餘額與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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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諸 ERISA 對於遺屬年金之規定，可知此規定係針對確定給付計畫而來，

原則上確定提撥計畫之雇主只要將勞工個人帳戶內之餘額全數給付予受益人，對

於勞工之遺屬等人並無更進一步之照護義務。但上述四種確定提撥計畫中，現金

購買計畫與目標給付計畫均需適用遺屬年金之規定；反之，401(k)計畫或 403(b)

計畫則不適用之。適用與不適用之計畫兩者間之差異，似乎在於前者計畫之資產

主要依賴雇主的提撥，寓有雇主承諾照護勞工老年生活之意味；後者之計畫資產

則主要來自勞工自行提撥，雇主僅立於獎勵儲蓄之立場為該計畫注入對應提撥資

金。本文大膽假設，在此兩種不同之設計本旨下，造成前者計畫之雇主在勞工死

亡後，基於其對死亡勞工生活之照護，將此義務延伸至勞工之遺族；後者計畫之

雇主則在將帳戶餘額全數給付予受益人時，其責任即已終了。 

 

4. 透過稅法上不歧視原則之運作，促使雇主為取得稅賦優惠，於設計退休

計畫時自發性的將普及與公平等理念納入考量。 

 

由於美國之企業退休計畫係採取自願的方式，為防止雇主任意在勞工之間為

差別待遇，或僅針對特定群體勞工給予退休生活之照護，美國稅法特別將不歧視

原則列為享有稅賦優惠之前提要件。雇主為取得該稅賦優惠，及必須通過諸如計

畫普及率、平均給付率、實際遞延比例及實際提撥比例等規定之檢驗，透過此種

不歧視原則之運作，不但得以達成保障勞工間之公平並擴大退休計畫之涵蓋範

圍，另一方面，雇主在設計退休計畫時亦仍保有相當程度之彈性，作為留任優秀

勞工之誘因。透過此種方式，將使雇主為達到稅賦優惠之目的，於設計退休計畫

時自發性的將普及與公平等理念納入考量，實值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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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確定提撥制計畫應用之保險商品 

 

如前所述，依退休資產管理運用機構而分，退休金計畫可分為信託退休計畫

與保險退休計畫。對實施確定給付計畫之雇主而言，運用保險公司提供之商品可

有效移轉其所承擔之投資風險及資金風險，簽訂者多為真正具有風險分散性質之

保險契約。但在確定提撥制下，雇主僅需按期提撥資金，並不需負起最終給付之

責任，故對於保險商品之需求，轉向於借重保險公司助其「投資獲利」之功能。

故在確定提撥制逐漸盛行之際，保險公司翻陳出新，亦推出許多非傳統意義下具

有風險分散性質之保險商品162。以下即擇其要者分述之。 

 

第一項 保證投資契約 

 

保證投資契約（Guaranteed Investment Contract；GIC）最早出現於一九七○

年。早期此種契約訂有十年的「開放期間」（open window），退休金計畫所提撥

之金額逐期歸入本契約，並由保險公司保證此段期間內之投資收益率。惟近年來

保險公司為降低其投資風險及現金流量風險，該開放期間已大幅降低至三至十二

個月163。其次是所謂「持有期間」（holding period），承諾於契約存續期間不改變

保證之投資收益率，並於期滿後一次給付或於特定期間內分期給付。前述開放期

間、持有期間及保證投資收益率之多寡均有賴實施計畫之雇主與保險公司協商訂

定之。 

                                                 
162 許多新式保險商品雖然移轉了投資風險，但其並未涉及生存機率，亦即長壽風險並未同時移

轉。 
163 Allen et al.，supra note 83，p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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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注意者是，GIC雖承諾固定之投資報酬率，但契約相對人亦面臨保險公司

清償能力不足之風險。近年來銀行亦進入此塊保證投資的市場，通常稱為「銀行

投資契約」（Bank Investment Contract；BIC），但其與 GIC最大之不同在於信用

風險的層面，GIC承諾之收益係以保險公司之信用作為擔保，但銀行承諾之收

益，個人在十萬美元之額度下則受到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之保障164。 

 

第二項 穩定合資基金 

 

穩定合資基金（Stable Value Pooled Funds）實際上為許多 GIC的集合體，由

於其多投資於前述之 GIC、BIC、貨幣市場工具或現金等固定收益投資，故稱為

穩定合資基金。其運作方式已與一般人熟知之共同基金大同小異，惟其注重投資

標的之分散及標的發行人之信用評等，故資產規模較小之退休金計畫可透過投資

於穩定合資基金達到投資多樣化（diversification）之目的165。 

 

第三項 個人遞延年金契約 

 

個人遞延年金契約（Individual Deferred Annuity Contract）即為一般熟悉之商

業個人年金保單。此種保單在 403(b)計畫或個人退休帳戶之參與者中受到歡迎。

通常保單為計畫參與者本人所有，因此增強了其可攜性。不論勞工更換雇主或變

                                                 
164 Steinberg et al.，supra note 76，p36。 
165 Allen et al.，supra note 83，p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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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參與之退休金計畫，其在該個人遞延年金契約之投資仍不會中斷166。 

 

第四項 躉繳遞延年金契約 

 

躉繳遞延年金契約（Single-premium Deferred Annuity Contract）為一次收取

保費之躉繳型商品。多數躉繳遞延年金契約提供保證收益率之投資選擇，並訂有

一段保證期間，惟在保證期間屆滿前欲提前領取者，需付出一定之罰金167。 

 

第五項 團體年金退休計畫 

 

由於確定提撥制具有精算成本低，且支出成本固定之優勢，中小型企業雇主

在訂定退休計畫時多採用確定提撥制度。但美國退休計畫產業之利潤係以投資在

退休計畫之資產規模為計算基礎，故退休資產規模較小之中小型企業常常受到保

險人的忽視，並未針對中小企業之退休計畫提供太多投資選擇，在此背景下，團

體年金退休計畫（Group Annuity Retirement Plan）即應運而生168。 

除了保證年金結算比率（annuity settlement rates），此種退休計畫通常被當作

類似共同基金的投資工具來運用。最原始的類型為由保險人提供一種固定利率的

投資選擇，由保險人擔保提撥之本金及收益。另外有許多團體年金契約針對被保

險人存活期間承諾一最低保證給付，再加上較短期的承諾收益（例如一個月、一

                                                 
166 Ibid，p442。 
167 Ibid，p443。 
168 Retirement plan minefields; Fiduciaries might face lawsuits aimed at recovery of unnecessary 
fees，Pittsburgh Post-Gazette (Pennsylvania) November 9, 2004 Tues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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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或一年等），受到廣大歡迎169。 

一般而言，團體年金退休計畫並未將企業繳交之資產自保險公司之資產中分

離，但美國法院實務認為只要保險公司帳戶資產中含有勞工退休計畫之資產，則

整個資產帳戶均受到 ERISA之規範。關於此案之爭議，詳參後述。 

 

第四節 受託人責任之規範 

 

依 ERISA 第 403之規定，原則上除非計畫資產由保險公司持有，所有勞工

退休給付計畫之資產均應以信託方式為之。其下更針對信託關係下受託人之責任

為詳細規範。但美國傳統信託法強調實現信託創設人的指示，在勞工福利計畫則

重視眾多參加人的利益，在性質上本不相同，傳統信託法並不足以充分保障勞工

福利計畫參加人與受益人之利益。因此，美國國會於制定 ERISA時另訂一獨立

章節規範退休計畫之信託人責任，改革原屬州法之信託法，形成勞工退休制度上

特殊之忠實義務170。 

以下即先就受託人之界定範圍、受託人責任及違反受託義務之賠償等規範內

容作一介紹，次探討美國退休金計畫實務上有關受託人責任之相關爭議案例，期

供我國勞退新制相關規定在適用上之參考。 

 

第一項 規範對象 

 

                                                 
169 Allen et. al.，supra note 83，p449。 
170 參林炫秋，前引註 16，頁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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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基本定義 

 

ERISA法案對於信託計畫之受託人之認定有詳細定義，其界定方式跳脫關

係人之職稱，而側重在該關係人對整體退休計畫之功能面為考量。依 ERISA第

3 (21)(A)條之規定171，符合下列條件之人即為受託人： 

（一） 針對於系爭計畫之經營管理(management)具有裁量權或對裁量有

控制力之人，或是對計畫資產之處分或管理有執行權限之人。 

（二） 針對系爭計畫金錢或其他資產提供投資建議，以換取直接或間接之

顧問費用或其他形式報酬之人，或有權為上述事項之人。 

（三） 對於系爭計畫之行政管理(administration)具有任何裁量權責之人。 

 

由前述分析可知，ERISA對受託人之定義相當寬鬆，幾乎及於所有與退休

金計畫事務相關之人。其所以如此，乃由於其在利益權衡上側重勞工權益之維

護；蓋若越多人對勞工負有 ERISA特殊忠實義務，則若因其未善盡義務而致使

勞工權益遭受損害時，勞工自得向其請求損害賠償。準此以解，美國 ERISA特

殊忠實義務規範主體的從寬解釋，其來有自172。 

                                                 
171 ERISA § 3 (21)(A)原文如下： 
“Except as otherwise provided in subparagraph (B), a person is a fiduciary with respect to a plan to the 
extent 

(i) he exercises any discretionary authority or discretionary control respecting management of 
such plan or exercises any authority or control respecting management or disposition of its 
assets,  
(ii) he renders investment advice for a fee or other compensation, direct or indirect, with respect 
to any moneys or other property of such plan, or has any authority or responsibility to do so, or 
(iii) he has any discretionary authority or discretionary responsibility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such plan. 

Such term includes any person designated under section 1105(c)(1)(B) of this title.” 
172 陳俊仁，從美國 ERISA 論我國勞工退休金條例忠實義務規範的缺失，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七

十五期，民國九十四年十月，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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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對退休計畫資產管理人之限縮 

 

上述定義下，只要對計畫資產之處分或管理有執行權限之人，即受到 ERISA

有關受託人責任之約束。然而，當受託人利用退休計畫資產對外購買保險商品或

共同基金時，使得保險商品或共同基金間接成為計畫資產時，各該發行之保險公

司或基金管理人是否亦成為前開定義下之受託人，即不無疑問。 

在共同基金的部分，ERISA第 401(b)(1)條規定只要退休計畫資產所投資之

有價證券，係由依一九四○年之投資公司法（Investment Company Act）登記之投

資公司合法發行，則僅該證券本身尚屬計畫資產，已歸投資公司所有之金錢不屬

於計畫資產。倘為保險契約之情形則較為複雜，ERISA第 401(b)(2)條區分該保

險契約是否為「保證給付保單」（guaranteed benefit policy）173而為不同處理。倘

該保險契約由保險公司保證為特定金額之給付，屬於保證給付保單，則僅保單本

身屬於計畫資產，已歸保險公司所有之金錢不屬於計畫資產；但倘該保險契約並

非保證給付保單，則保險公司仍有 ERISA中受託人責任之適用。 

關於保證給付保單之認定，美國法院實務係以投資風險是否移轉為斷。在

Peoria Union Stock Yards Co. v. Penn Mutual Ins. Co.174一案中，法院認為保險公司

所銷售之團體存款管理年金（Group Deposit Administration Annuity）將大部分的

投資風險留由退休計畫承擔，並非保證給付保單，故無 ERISA第 401(b)(2)條之

適用。然此種以投資風險之移轉為判斷標準的見解，卻受到保險實務界的強烈質

疑，認為保險公司將其收取之保費聚集成總體資產為綜合性的運用，係達成風險

                                                 
173 ERISA § 401(b)(2) ：“…The term ''guaranteed benefit policy'' means an insurance policy or 
contract to the extent that such policy or contract provides for benefits the amount of which is 
guaranteed by the insurer. Such term includes any surplus in a separate account, but excludes any other 
portion of a separate ac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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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所必須之行為，無法依 ERISA要求之受託人責任，專為退休帳戶參與者之

利益進行投資。況且保險公司受到各州保險法之規範，必須顧及對整體保戶之衡

平，亦難以專對退休帳戶參與者之利益進行投資175。本案對於後來 John Hancock 

Mutual Life Ins. Co. v. Harris Trust & Savings Bank一案有重大影響，詳見後述。 

 

第二項 受託人責任之內容 

 

ERISA之受託人責任承繼了傳統信託法對受託人的兩大要求－忠實義務

（Duty of Loyalty）及審慎義務（Duty of Prudence）176。第 404條以下對信託計

畫受託人之責任作了詳盡的規範。首先，其要求受託人必須盡審慎之人的注意義

務（Prudent Man Standard of Care），亦即，受託人履行其義務時必須單純為計畫

參與者謀取利益，且需符合下列規定177： 

（一）其行為需以對參與者及其受益人提供給付，與收取管理計畫所需之合理費

用為唯一考慮。 

                                                                                                                                            
174 698 F.2d 320 (7th Cir. 1983)。 
175 Caroline J. Carucci，John Hancock v. Harris Trust: Should Insurers’ General Accounts be Subject to 
ERISA，St. John's Law Review，68 St. John's L. Rev. 557（1994），p569。 
176 Langbein et al.，supra note 69，p678。 
177 ERISA § 404(a)： 
“(a) Prudent man standard of care 
    (1) Subject to sections 1103(c) and (d), 1342, and 1344 of this title, a fiduciary shall discharge his 
duties with respect to a plan solely in the interest of the participants and beneficiaries and-- 

(A) for the exclusive purpose of: 
    (i) providing benefits to participants and their beneficiaries; and 
    (ii) defraying reasonable expenses of administering the plan; 
(B) with the care, skill, prudence, and diligence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then prevailing that a 
prudent man acting in a like capacity and familiar with such matters would use in the conduct of 
an enterprise of a like character and with like aims; 
(C) by diversifying the investments of the plan so as to minimize the risk of large losses, unless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it is clearly prudent not to do so; and 
(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ocuments and instruments governing the plan insofar as such 
documents and instrument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is subchapter and subchapter 
III of this 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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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託人之行為，需具有一定之注意、技巧、審慎及勤勉。其標準為一個具

有相當能力（capacity）且熟悉該事務的審慎之人，假設其在相同情況下，

為一具有類似特性與類似目標的企業處理事務時所可能採取的行為。 

（三）除非基於審慎判斷而不為，受託人應分散退休計畫之投資標的，使勞工承

受鉅額損失之風險最小化。 

（四）在未違反 ERISA受託人責任規範之前提下，受託人須依退休計畫相關文

件行事。 

以下即分就其義務內涵分述之。 

 

第一款 忠實義務－唯一利益原則 

 

上述第一點要求受託人之行為需以對參與者及其受益人提供給付與收取管

理計畫所需之合理費用為唯一考慮，亦即所謂「忠實義務」。但配合 ERISA第 

403(c)(1)條178共同解釋下，ERISA規範之忠實義務與傳統信託法上忠實義務之內

涵已不盡相同，而另稱為「唯一利益原則」（exclusive benefit rule）。 

較諸普通法忠實義務僅禁止受託人的自易行為（Self-dealing），唯一利益原

則課予受託人更高之標準，要求其於管理退休計畫時，在計畫參與者與受益人間

不得存有偏好（preferences）之行為，其裁量權必須基於所有參與者之利益而為

之179。 

                                                 
178 “…the assets of a plan shall never inure to the benefit of any employer and shall be held for the 
exclusive purposes of providing benefits to participants in the plan and their beneficiaries and 
defraying reasonable expenses of administering the plan.” 
179 Alec Sauchik，Beyond Economically Targeted Investments: Redefining the Legal Frankwork of 
Pension Fund Investments in Low-to-moderate Income Residential Real Estate，Fordham Urban Law 
Journal，28 Fordham Urb. L.J. 1923（2001），p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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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上，立場中立之受託人在適用唯一利益原則時並無困難，但在實務上，

此原則卻引起相當大的爭議。其爭議根源在於 ERISA明文允許公司經理人擔任

受託人180，但此等受託人所為之投資決策本即具有利益衝突的本質，究應如何適

用前述唯一利益原則，不無疑問。美國勞工局在一九九四年針對此問題做出澄

清，認為 ERISA允許受託人在選擇投資標的時，只要其風險報酬率（risk-to-return 

ratio）不劣於其他可選擇之投資標的，受託人亦得考量非財務性之因素

（non-financial factors）181。 

 

第二款 審慎義務 

 

上述第二點及第三點則屬於審慎義務之範疇。受託人被要求採取專家程度之

注意義務182，倘受託人本身經驗能力不足，其有義務向外請求專業協助183。這種

注意義務包括雇主有責任審慎選擇及監督其他的計畫受託人，包括投資顧問及非

屬受託人之服務提供者184。近年來，法院之判決明確指出，審慎分散投資之義務

需透過「現代投資組合理論」（Modern Portfolio Theory）之運用來達成185。透過

現代投資組合理論，可預先設定一定之報酬水準，並以該水準為前提，求出一最

適風險之投資組合186。 

 

                                                 
180 ERISA § 408(c)(3)。 
181 Alec Sauchik，supra note 179，p1944。 
182 陳俊仁，前引註 172，頁 96 
183 Harley v. 3M, 42 F. Supp 2d. 898 (D.C. Minn. 1999) (noting that if a fiduciary lacks the education, 
experience or skills to conduct a reasonable,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of the risks and other 
characteristics of a proposed investment, the fiduciary must seek independent advice) 
184 Bradley P. Rothman，401(k) Plans in the Wake of the ENRON Debacle，Florida Law Review，54 
Fla. L. Rev. 921，p935。 
185 Laborers National Pension Fund v. Northern Trust Quantitive Advisors, Inc.，173 F.3d。 
186 Bradley P. Rothman，supra note 184，p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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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受託人責任之主張－請求權基礎 

 

ERISA第 409(a)條規定違反前述義務之受託人需負損害賠償責任與利益償

還的責任。ERISA第 405(a)條規範退休計畫由多數信託人共同管理之情形，在某

些情況下187，該條有關共同受託人責任之規定，可使其中一個受託人為另一受託

人違反受託義務之行為負責。在雇主兼任受託人之情形，倘其未盡監督其他計畫

受託人之責任，亦需就該受託人之違約行為負連帶責任。 

為落實受託人責任之監督機制，ERISA第 502(a)條全面性的賦予退休計畫關

係人訴請賠償之權利。除權益攸關的退休計畫參與者及受益人外，信託計畫之受

託人亦可對其他違約之受託人提起訴訟。此外，勞工局亦為適格當事人。做為勞

工退休計畫之主管機關，ERISA賦予勞工局很大的權限，除有權調取各項資料、

請求訴狀副本外，ERISA第 502(a)(5)條尚規定勞工局可禁止任何違反 ERISA第

一編之行為，請求其他適當之補償，或強制執行 ERISA之規定188。 

倘係因保險契約間接影響退休計畫參與者之地位或所得給付之情形，勞工

局、違約發生時之計畫參與者或受益人，或是受託人，均得請求適當之補償或甚

至是抵押品，以擔保該保險給付或年金附加合理利息之確實支付189。 

 

第四項 法院實務之爭議 

 

                                                 
187 包括作為與不作為。亦即，倘受託人知他受託人有違約之情事，但未採取適當手段補救之，

亦需連帶負責。 
188 Langbein et al.，supra note 69，pp777-778。 
189 ERISA §502(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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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John Hancock Mutual Life v. Harris Trust案 

 

在 John Hancock Mutual Life Ins. Co. v. Harris Trust & Savings Bank190一案，

最高法院以投資風險之分配為認定「確定給付保單」之標準，解決了保險人是否

因持有退休計畫資產而負 ERISA規定之受託人責任的爭議。依兩造間契約之實

質內容，最高法院判定本件契約自由資金的部分不具「確定給付保單」之性質，

故無法適用 ERISA第 401(b)(2)條之除外規定。據此，保險人 John Hancock在本

案中具有受託人之身分，應受 ERISA相關規定所拘束。 

 

第一目 案例事實191 

 

原告Harris Trust為一勞工退休計畫之受託人，於一九四一年向 John Hancock

購買一團體年金契約，幾經修正後該年金契約性質轉變為「存款管理契約」

（Deposit Administration Contract）。亦即，保險人 John Hancock按期自取得 Harris 

Trust處取得之金額，均歸入保險人之一般帳戶（general account）資產綜合運用，

Harris Trust可透過保險人提供之存款管理契約帳目得知其投資損益表現；同時，

Harris Trust可於勞工退休時向保險人申請，由該資產中提取一定金額付予保險

人，換取由保險人保證之固定年金給付。尚未經 Harris Trust申請轉換為固定給

付之存款管理契約資產則稱為「自由資金」（free fund），繼續留在保險人的一般

帳戶中投資運用。嗣後，Harris Trust向保險人申請提領前開自由資金，遭保險人

以公司政策改變為由拒絕，故以保險人 John Hancock違反 ERISA中之受託人責

                                                 
190 510 U.S. 86, 114 S. Ct. 517, 126 L. Ed. 2d 524 (1993)。 
191 本件案例纏訟良久，事實極為複雜，故筆者僅對與「確定給付保單」之認定標準有關之事項

為簡要說明，原案詳細事實請參照其判決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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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規定為由，提出訴訟。本案為 John Hancock針對系爭契約是否適用 ERISA規

定此一問題申請之中間判決（Summary judgment）。 

 

第二目 法院判決理由 

 

保險人之爭執點在於 ERISA第 401(b)(2)條之規定。該條明文倘信託計畫資

產用於購買保證給付保單，則承保之保險人的一般帳戶資產不屬於信託計畫資

產，該保險人不因管理該帳戶成為信託計畫之受託人。法院則認為，基於下述理

由，本案之契約至少在自由資金部分並非保證給付保單，故保險人所管理者為信

託計畫資產，負 ERISA所定之受託人責任。 

首先，法院由條文文字解讀立法者之原意。認為立法者係希望將所有可能影

響退休計畫給付額之人均以受託人責任相繩，故例外原則應予嚴格解釋。保證給

付保單既為排除受託人責任適用之例外規定，且其定義係使用「to the extent」之

用語（The term ''guaranteed benefit policy'' means an insurance policy or contract to 

the extent that such policy or contract provides for benefits the amount of which is 

guaranteed by the insurer.），應認為只有在保險人純粹因發行保證給付保單所持

有之資產這個範圍內，才有前開排除規定的適用。 

其次，針對保險人提出 ERISA有關受託人責任之規定，與州法要求保險人

需顧及所有保戶間之利益衡平的規定相衝突，據McCarran-Ferguson法案192爭執

一事，最高法院亦裁示，在州法有礙於 ERISA之立法目的時，ERISA之規定具

有優先效力。 

                                                 
192 該法案明文將所有與保險業務（business of insurance）相關之事項均歸由各州立法管轄，為美

國保險案例上州立法機關與聯邦立法機關角力時頻繁引用之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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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依本件保險契約之規定，只要受託人 Harris Trust行使其轉換權，保險

人的確承諾提供一固定保證給付，故保險人認為即便其受 ERISA法案之管轄，

本案契約亦符合保證給付保單之要求。關於此點，法院依循 SEC v. United Benefit 

Life Ins. Co. 193一案之觀念，將一個年金保險契約區分為兩個階段，前半資金累

積之階段僅具投資性質，後半承諾固定給付之階段始具有保險性質。在本案中，

自由資金上處於前述的累積階段，並未提供保證給付，投資風險仍然由保單持有

人（在本案為退休計畫受託人）承擔，故多數意見認為無法適用ERISA第401(b)(2)

條之規定。 

保險人復稱，按契約約定，受託人在未來可將前述自由資金轉換為保險人所

保證之給付，故其已盡前開條文中「提供」（provides for）保證給付之責，以資

抗辯。但法院認為保險人將「to the extent」此種限縮性的用語解釋為「if」，並

不足採。 

最後，法院認為要判定一個保險契約是否為保證給付保單，必須將契約的各

個部分獨立檢驗。僅有在契約將投資風險分配到保險人一方時，該部分契約始符

合保證給付保單之定義。在類似本案之自由資金的情形，倘保險人保證一定之投

資報酬率，且該自由資金轉換為固定保證給付之轉換比率，亦已事先於契約中予

以約定，則可認為是真正的風險移轉。由於本案契約並未做如上之約定，風險未

移轉，故保險人 John Hancock仍須負 ERISA規定之受託人責任。 

 

第三目 評析 

 

本件判決承襲前文所提及之 Peoria Union Stock Yards Co. v. Penn Mutual Ins. 

                                                 
193 387 U.S. 202, 18 L. Ed. 2d 673, 87 S. Ct. 1557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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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一案中 Richard Posner法官之見解，在解讀適用 ERISA之條文時，深入探求

兩造在契約運作下扮演的功能與其實質意義，不僅以其表象為判斷基礎194，誠值

可取。其成功的對於受託人責任做一開放性的解釋，使得 ERISA保障勞工之立

法意旨得以確保195。 

然而應注意者是，最高法院在本案之判決雖有之重大意義，但在目前美國實

務上形成之共識，卻普遍認為保險人運用綜合帳戶中之資產不需受到 ERISA之

限制196。原因在於美國國會於一九九六年修正 ERISA法案時197增訂了第 

401(c)，其中有關「資產」之定義將保險人綜合帳戶裡之資產，明文排除在退休

計畫資產範圍之外198，故除非保險人將計畫資產置於分離帳戶中或該條另有規

定，保險人不再單純因為其持有退休計畫之資產即適用 ERISA法案下之受託人

責任。 

 

第二款 Varity Corp. v. Howe案 

 

Varity Corp. v. Howe199一案，係緣起於一群勞工福利給付計畫之受益人對計

                                                 
194 Aldo R. Edwards van Muijen，Posner and ERISA: A Survey，Connecticut Insurance Law Journal，
7 Conn. Ins. L.J. 195（2000），p205。 
195 Heather L. Wilson，John Hancock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v. Harris Trust & Savings Bank: 
The Application of ERISA's Guaranteed Benefit Policy Exception to General Account Insurance 
Contracts，Connecticut Insurance Law Journal，2 Conn. Ins. L.J. 179（1996），p209，211。 
196 See 181 A.L.R. Fed. 269，§ 42 Assets placed in insurance company general account一節之敘述。 
197 Pub.L. 104-188, § 1460(a)。 
198 ERISA § 401(c)(5)(B)： 

“No person shall be subject to liability under this part or section 4975 of Title 26 for conduct which 
occurred before the date which is 18 months following the date described in subparagraph (A) on 
the basis of a claim that the assets of an insurer (other than plan assets held in a separate account) 
constitute assets of the plan, except-- 
 (i) as otherwise provided by the Secretary in regulations intended to prevent avoidance of the 
regulations issued under paragraph (1), or 
 (ii) as provided in an action brought by the Secretary pursuant to paragraph (2) or (5) of section 
1132(a) of this title for a breach of fiduciary responsibilities which would also constitute a violation 
of Federal or State criminal law.”  

199 516 U.S. 489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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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管理者，亦即他們的雇主提出訴訟，指稱雇主以詐欺之行為誘其退出原本參與

之退休計畫，以收回原告勞工之給付。本案判決涉及兩個問題。第一，最高法院

確立了受託人定義之界線。原單純資助退休計畫之雇主，倘涉及退休給付說明與

計畫訊息之提供，即可能受到 ERISA所定之受託人責任規範。另一方面，本案

亦承認退休計畫的個別受益人除了 ERISA明訂之請求「回復地位」（restitution）

之權利外，亦有為自身利益直接對違約之受託人請求損害賠償（damage）之權。 

 

第一目 案例事實 

 

原告等人為 Varity Corp.勞工福利給付計畫之受益人。1980年中，Varity Corp.

的某個部門因為虧損嚴重，故擬進行一個名為「Project Sunshine」的改造計畫，

將所有虧損之部門分割至一新成立之關係企業，稱為Massey Combines。事實上，

Varity Corp.係意圖將虧損之部門及特定債務（包含原依勞工福利給付計畫應對原

告等人之給付義務）移轉至Massey Combines，再任其倒閉，以免除 Varity Corp.

對該等債務及虧損之責任。 

為達成此目的，Varity Corp.召開特別會議，將Massey Combines描述成一個

獲利可期的新公司，重要的是該次會議中尚強調，所有自願轉換至Massey 

Combines之勞工的福利給付將不受影響200。於是共計一千五百名勞工在該次會

議後自願轉換至新公司。嗣後，Massey Combines果然因為鉅額之財務虧損宣告

破產，原告勞工因此認為雇主違反 ERISA之受託人義務，訴請雇主賠償其損害。 

 

第二目 法院判決理由 

                                                 
200 Varity Corp.實際對勞工使用之用語為「your benefits are sec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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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關雇主是否被認定為計畫受託人的部分 

 

法院認為，衡諸雇主與退休計畫之密切關係，與該次聲明與計畫本質間之強

烈關連，Varity Corp.在本案中具有受託人之身分，殆無疑義。 

Varity Corp.提出三點防禦理由。第一點，不論是 ERISA有關揭露之規範或

是系爭退休計畫的相關文件，均未提及雇主對「新計畫之展望」負有介紹說明之

義務，故 Varity Corp.針對新計畫發表之陳述並非管理系爭計畫之行為

（administration）。但法院認為退休計畫之管理行為應包含一切為達成計畫宗旨

的通常手段，不僅限於 ERISA之規範與計畫相關文件記載之事項。 

第二點，Varity Corp.針對新計畫之描繪係本於雇主之角色為之，未涉及計畫

之管理。蓋關係企業之前景與原計畫全然無關，Varity Corp.針對新計畫之描繪自

不在原退休計畫管理之範疇內。但法院認為本案重點在於 Varity Corp.聲稱，在

新計畫中勞工的福利給付將不受影響，此種針對原計畫給付之溝通，已該當於原

計畫之管理，故 Varity Corp.仍應負受託人之責。 

最後，Varity Corp.爭執雇主既然有權更改或終止退休計畫，則向勞工預告計

畫之終止自然也應排除在所謂計畫管理的範圍之外。關於此點抗辯法院仍加以駁

斥，認為雖然雇主終止計畫之權利不屬於計畫管理行為，但溝通計畫的未來無疑

的是計畫管理行為，兩者不應混為一談。 

綜上可知，倘雇主故意就員工之給付提出不實之說明，則雇主尚難以其係本

於商業地位（business capacity）或計畫資助者（plan settlor）201為由脫免 ERISA

                                                 
201 為美國信託法上之用語，指創設信託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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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受託人責任202。 

 

（二）有關計畫參與者可否為自己請求損害賠償的部分 

 

由於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 v. Russell203一案中，法院認定國

會僅允許計畫參與人為整體退休計畫之利益為請求，未賦予計畫參與者本於個人

利益額外求償之權利。故自該判決以後，所有巡迴法院均否定受益人個人依

ERISA第 502(a)(2)204請求賠償之權205，認為所謂「適當之賠償」（appropriate 

relief）係針對計畫而言，不包括向個人所為之賠償。故 Varity Corp.根據此點爭

執 ERISA並未賦予本案勞工為個人請求賠償之權利。但法院認為 Russell一案

中，該名原告另有 ERISA第 502(a)(1)佻 206之請求權可資主張，與本案事實不同，

故對本案不具拘束力。 

再者，本案原告係本於 ERISA第 502(a)(3)條207而為主張，亦與前開判決無

涉。本案法院認為第 502(a)(3)條顯然係要提供一個概括規定（catchall provision），

以杜絕受託人違約之行為。故本案原告勞工之請求應予准許。 

                                                 
202 Bradley P. Rothman，supra note 184，pp933-934。 
203 473 U.S. 134 (1985)。 
204 ERISA § 502(a)(2)： 

”A civil action may be brought—…(2) by the Secretary, or by a participant, beneficiary or by 
fiduciary for appropriate relief under section 1109 of this title…“ 

205 James B. Shein，A Limit on Downsizing: Varity Corp. v. Howe，Pepperdine Law Review，24 Pepp. 
L. Rev. 1（1996），pp14-15。 
206 ERISA § 502(a)(1)： 

“A civil action may be brought--- 
(1) by a participant or beneficiary-- 

(A) for the relief provided for in subsection (c) of this section, or 
(B) to recover benefits due to him under the terms of his plan, to enforce his rights under the 
terms of the plan, or to clarify his rights to future benefits under the terms of the plan;”  

207 ERISA § 502(a)(3)： 
“A civil action may be brought—…(3) by a participant, beneficiary, or fiduciary (A) to enjoin 
any act or practice which violates any provision of this subchapter or the terms of the plan, or (B) 
to obtain other appropriate equitable relief (i) to redress such violations or (ii) to enforce any 
provisions of this subchapter or the terms of the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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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 評析 

 

本案判決對於受託人之範圍做出認定。即便雇主並非退休計畫之名義上管理

人或受託人，其對勞工之不實陳述與誤導，仍可能使其負受託人之責任。然而針

對雇主應揭露計畫訊息至何種程度，始可能造成違約行為一事，本案法院卻未提

出任何判斷的標準，可能造成嗣後更多的爭議208。 

另一方面，本案將第 502(a)(3)條解釋為一個概括規定，承認計畫參與人個人

有據以提出賠償請求之權利，不但顧及立法者建立一個完整賠償制度的用心，亦

與普通法中的信託法理相符，殊值贊同。其亦成為嗣後法院對適格請求權人之擴

大解釋提供基礎。 

                                                 
208 Shelley L. Ward，Enlarging an Employer’s Fiduciary Hat: Varity Corp. v. Howe Increases 
Employers’ Exposure to Liability When They Acts as ERISA Fiduciaries，Houston Law Review，34 
Hous. L. Rev. 1195（1997），p12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