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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勞退新制下年金保險制之法律適用

問題 

 

我國之勞工退休金制度於九十四年做出大幅變革，試圖彌補勞基法舊制的各

種缺失。新制由傳統的確定給付制轉變為確定提撥制，降低了企業提撥成本之不

確定性，但也造成勞工承擔較高之投資風險，可能導致退休給付不足之流弊。在

這樣的背景下，年金保險制似乎提供勞工一個移轉投資風險及長壽風險的願景，

只要維持年金保險之效力，至少在有生之年均可向保險公司領取老年給付，惟在

現行法令之規範下，是否果真如此，有待進一步分析。再者，勞退新制下之年金

保險為我國從未在市場上銷售之團體年金保險，其負有增進勞工退休生活保障，

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及經濟發展等政策性目的，相關法規運作是否順暢，仍

有待觀察。本文之研究重點即在探討現行勞退條例年金保險章之規定，配合相關

子法及規範之運作，是否果真能為勞工提供完善的退休保障，復參酌美國 ERISA

相關規定分析相關配套措施之妥適性。 

以下係先闡述勞退新制下之年金保險之特殊性，並進一步研究因其特殊立法

方式，產生諸如保險利益、保証收益與閉鎖期、非退休給付及忠誠義務等問題，

逐一檢討分析。 

 

第一節 勞退年金保險之特殊性 

 

勞退條例中之年金保險制雖屬於一般商業保險，但其在勞工老年退休生活中

為相當重要之財務來源，在規範上自然與一般商業年金保險有所差異。壽險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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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研擬勞退企業年金保險單示範條款時，除依循勞退條例及年金保險辦法等相關

子法辦理外，另外就相關法令未特別規定之部分，參酌財政部於九十年核定之「利

率變動型年金保險單示範條款」訂定之209。 

然而勞退新制下的年金保險，在分類上屬於團體年金險，較諸目前市面上銷

售之個人年金保險在性質上本有差異，援用個人年金保險示範條款是否妥適，不

無疑義；復因勞退制度中有關年金保險制與個人帳戶制間轉換等等特殊規定，使

得勞退年金保險在法律適用上愈形困難與複雜。故以下第一項茲先就勞退企業年

金保險與個人年金保險之差異與適用問題做探討，第二項則由勞退條例之立法歷

程分析其區分年金保險制度與個人帳戶制間之目的與實益。 

 

第一項 與個人年金保險之差異 

 

第一款 團體年金保險之特性 

 

團體年金保險為企業或團體將逐期提存或一次提存之退休基金交由保險公

司管理運用生息，或向保險公司購買團體年金保險以確保年金給付之退休金計

畫。各國團體年金保險之發展多與勞工退休制度密不可分，相較於偏重個人理財

面的個人年金保險自有其特殊性，茲略述其主要特性如下210： 

 

(一)以提供退休保障為主 

                                                 
209 詳見附件一，勞退企業年金保險示範條款（非投資型保險）之條文說明。 
210 詹淑慧，我國未來發展團體年金保險之研究，逢甲大學保險學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八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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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年金保險主要係為滿足企業員工福利計畫而存在，相較於壽險保單提供

死亡保障，年金保單之主契約係以給付退休後之年金為目的，然亦得依個別企業

之需要附加死亡、殘廢或離職給付等內容。 

 

(二)給付方式多變化 

團體年金保險之退休給付方式基本上與個人年金相同，可大分為下列類型

211： 

1.生存年金保險---不退款： 

此種年金又稱普通終身年金保險，乃以年金受領人之生存為給付年金之條

件，保險人於約定日期起開始按期給付一定之年金額，直至年金受領人死亡為

止，並無最少給付次數保證或最低年金給付總額保證。此種終身年金保險與定期

年金保險之主要差異即在於保險期間之限制。 

 

2.定期年金保險： 

指在一定的保險期間內，保險人每經過一段時間即支付年金額的保險給付方

式。惟給付內容還須依確定年金或定期生存年金而區分： 

 (1)確定年金： 

於特定期間內定期給付約定的金額給年金受領人，而不管年金受領人於此段

期間內生存或死亡。由於確定年金與生存機率並無相關，嚴格而言不屬於年金保

險，故通常皆搭配於一般個人年金保險之給付範疇。  

                                                                                                                                            
年六月，頁 24-26。 
211 洪燦楠，年金保險，保險事業發展中心，民國八十五年，頁 1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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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定期生存年金： 

即於特定的期間內，年金受領人生存即能申領年金給付，直至年金受領人死

亡或保險期間屆滿為止。定期生存年金保險係以特定期間之到期日或年金受領人

死亡之日，兩者較早到期者為保險人停止給付年金之日。適用於年金購買人預期

在若干年後另有其他收入來源，故購買此種年金填補目前之不足。 

 

3.最低保證年金保險： 

此種保險商品係為因應某些年金購買者擔心被保險人早期死亡，所領之年金

尚不及所繳年金保險費之心理，故有最低保證年金保險之給付規定。此種年金商

品可概分為兩種： 

(1) 附確定給付年金保險： 

在約定期間內年金受領人死亡者，保險人繼續給付年金額直至期間屆滿為

止；而如期間屆滿後被保險人仍生存時，則繼續給予終身年金。此種附確定給付

年金保險之保險費視年金受領人性別及給付年金時受領人之年齡而定，確定給付

期間越長或受領人的年齡越高，則保險費越高。 

(2)退還型年金保險： 

此種年金通常可分為兩種形式： 

a.分期退還年金保險：即若年金受領人在所支領之年金給付總額未達購買價

額(Purchase Price)之前死亡者，保險人須繼續支付年金至其給付總額達所繳年金

保險費總額時為止212。 

b.現金即時退還年金保險：即若年金受領人在所支領之年金給付總額未達購

                                                 
212 柯木興，論年金、保險與年金保險，保險專刊第三十九期，民國八十四年三月，頁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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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價額之前死亡者，保險人須對其差額之部份即時以現金退還受益人。 

 

我國現行個人年金保險示範條款允許於契約中約定保證期間，保險人為推廣

年金商品，市場上販售者亦多訂定有十年至二十年不等之保證期間，核應屬於上

述最低保證年金保險中之「附確定給付年金保險」。目前勞退企業年金保險示範

條款亦有保證期間約定，原則上亦屬附確定給付之年金保險，惟示範條款說明中

亦明揭，各保險公司得依保險商品特性設計不同之年金給付型態，惟應符合保險

法、勞工退休金條例、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細則及勞工退休金條例年金保險實施

辦法等相關規定213。 

 

(三)與社會保險政策具有互動性 

年金保險主要係為解決由老年生存危險所引起之經濟問題，採取對策藉以減

少或消除之，以預防經濟上之不安全。各國對此多有三層式之經濟保障，第一層

為社會保險之基本保障，第二層為企業年金制度，第三層為則個人儲蓄計畫。由

於第一、二層之給付對員工而言可能屬於重複給付，因此企業於擬定退休金計畫

時，均會考慮社會保險之基本保障，衡量是否與社會保險老年給付整合。是以政

府的法令對老年給付之保障高低對團體年金的發展具有相當之重要性。 

 

第二款 採用個人年金保險條款之問題探討 

 

由前述團體年金保險之特性可知，除在給付方式上與個人年金保險較無差異

                                                 
213 年金保險辦法第十四條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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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其基本架構及其與社會政策之互動大相逕庭，實務上倘逕行適用個人年金保

險之規定，極可能滋生疑義。以下茲舉其要者加以探討。 

 

第一目 受益人之指定權 

 

一、年金保險中之受益人概念 

在年金保險之著述中，「受益人」存在之必要及其用詞之妥適性，本有爭論

214。蓋依保險法第一百三十五條之三第一項規定，受益人於被保險人生存期間必

為被保險人本人。而保險契約載有於被保險人死亡後給付年金者，為防止道德危

險，該條規定應準用人壽保險中有關受益人之規定。觀諸上開規定，我國保險法

上似承認年金保險有兩種受益人，一為被保險人生存期間之年金受益人，另一為

被保險人死亡時之身故保險金受益人。 

實則，前述之年金受益人，已非一般觀念下因被保險人死亡代為領取保險金

之人，而係年金受領人，前述保險法規定將受益人之概念與年金受領人混淆使

用，顯有不妥；再者，被保險人死亡時之身故保險金受益人在實質意義上，僅為

被保險人身故時該年金保單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或保證期間之給付餘額的受領人

而已，該給付純為要保人所繳之保險費減去營業費用後加以投資之本息，並無來

自其他要保人所繳之保險費，不具備「保險金」之性質215，非一般保險法上所稱

單純享受保險金利益之人。惟受益人一詞既已常見於法條及實務，以下為行文方

便，即暫以受益人稱之。 

 

                                                 
214 方翊人，個人年金保險相關法律問題之研究，政治大學風險管理與保險研究所碩士論文，民

國八十八年十二月，頁 132。 
215 江朝國，同前註 38，頁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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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益人之指定權 

按保險法第一百十條規定：「要保人得通知保險人，以保險金額之全部或一

部，給付其所指定之受益人一人或數人。前項指定之受益人，以於請求保險金額

時生存者為限。」；同法第一百十一條亦賦予要保人處分變更其保險上之利益的

權利，前開規定均準用於年金保險216。準此，當死亡事故發生，導致被保險人無

從受領或依其意志處分該保險金之情形，要保人依法有權指定受益人受領保險給

付。 

論者有謂，鑑於受益人存在目的乃係為彌補被保險人無從受領表彰其生命，

身體專屬價值的死亡保險金而設，因此，有關受益人的指定與變更之權，即悉屬

「被保險人」所有，而非「要保人」；現行法有關要保人指定變更受益人之部分，

無寧可解釋為「締約上之方便」及「被保險人之隱藏性授權」而來217。此說法運

用「隱藏性授權」的概念來解釋要保人指定變更受益人之權利，自有其論理依據，

蓋在個人年金保險之情形，要保人多與被保險人存在一定程度之私人上利害關

係，始可能自願負擔高額之保險費，故以此為利害關係為被保險人隱藏性授權之

基礎，尚言之成理。然而，在勞退制度下之年金保險，係以法律強行規定雇主擔

任要保人，其與勞工之間僅存在單純之雇傭關係，則是否可逕以該雇傭關係作為

前述隱藏性授權之基礎，殊值懷疑。倘逕行採用個人年金保險中有關受益人之條

款218，賦予要保人指定或變更被保險人身故受益人之規定，顯有不妥。 

事實上，此問題普遍存在於團體保險之中。在團體壽險，亦有論者以要保單

位通常為企業負責人或事業代表人，如由要保人即企業負責人指定或變更受益

                                                 
216 保險法第一百三十五條之三：「保險契約載有於被保險人死亡後給付年金者，其受益人準用第

一百十條至第一百十三條規定。」參照。 
217 江朝國，保險法論文集（三），瑞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九十一年一月，頁 337。 
218 利率變動型年金保險單示範條款第十八條：「本契約受益人於被保險人生存期間為被保險人本

人，本公司不受理其指定或變更。 要保人於訂立本契約時或被保險人身故前，得指定或變更被

保險人身故受益人。第二項受益人的變更於要保人檢具申請書、保險單及被保險人的同意書送達

本公司時生效，本公司應即批註於本保險單。受益人變更，如發生法律上的糾紛，本公司不負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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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非但論理上不妥，實際上亦窒礙難行。故論者多認為團體人壽保險應僅有被

保險人享有指定受益人之權利219。有鑑於此，勞退企業年金保險示範條款中，已

明文賦予被保險人指定或變更身故受益人之權，將要保人刪除，且約定被保險人

未為指定時，以被保險人之遺屬為身故受益人220，誠屬可取。 

 

第二目 契約終止權 

 

保險契約當事人為保險人及要保人，要保人得隨時任意終止保險契約，相反

的，保險人僅於有法定原因時，始得終止保險契約。依保險法之規定，要保人於

年金保險契約存續中，原則上有終止契約之權，但於年金給付期間，要保人不得

終止契約，或以保險契約為質，向保險人借款。蓋在尚未進入年金給付之前，要

保人繳交之保費僅單純置於保險人處累積生息，不涉及風險分擔，倘要保人欲終

止契約取回保單價準備金，亦無損於危險共同團體之權益。此觀諸利率變動型年

金保險單示範條款第九條規定：「要保人得於年金給付開始日前終止本契約，本

公司應於接到通知後一個月內償付解約金，逾期本公司應按年利一分加計利息給

付。」可徵。但進入年金給付期間後，為避免產生逆選擇之情形，終止權應予限

制。 

然承前所述，團體年金保險通常與社會政策間存有緊密的互動，寓有保障團

體構成員退休生活之意旨，故團體年金保險契約之終止，縱於尚未進入年金給付

期間之時期，亦不宜由要保人恣意為之。因此團體保險多另訂有不同之契約終止

                                                 
219 江聖元，雇主責任險與團體壽險之比較(下)，月旦法學第三十四期，民國八十七年三月，頁

87-88。 
220 勞退企業年金保險示範條款第二十五條：「本契約受益人於被保險人生存期間為被保險人本

人，本公司不受理其指定或變更。除前項約定外，被保險人於訂立本契約時，得指定身故受益人，

並得於被保險人身故前，以書面通知本公司變更身故受益人。…被保險人未於訂約時指定或訂約
後以書面通知本公司指定本契約身故受益人者，以被保險人之遺屬為本契約身故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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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亦即，倘被保險人離職或其他原因須脫離該團體保險契約時，保險契約僅

對於該被保險人之部份發生終止效力，而不影響其他被保險人於該保險契約下之

保障。此係由於在個人保險中，被保險人係保險人用以衡量危險，決定是否承保

之標準，若被保險人發生變動之情事，基於保險契約之屬人性，應視同另訂一新

保險契約，原保險契約效力終止。然團體保險中因其危險選擇之單位為團體，只

要該團體仍符合保險人危險選擇之條件，如最低投保比率、投保人數等，則保險

人承擔之危險並無變動，故應使被保險人變動之效力就該被保險人單獨發生，不

影響團體保險契約之效力221。因此，勞退企業年金示範條款第十八條規定須待契

約內之被保險人已全部退出該保險契約，該契約效力始行終止，即為此理。 

 

第二項 相較於個人帳戶制之差異 

 

個人帳戶制與年金保險制之主要規範差異，在本文第二章制度介紹之部分已

作分析，此處茲不贅述。以下本文所欲處理者是，勞退條例中之年金保險制大幅

準用個人帳戶制之條文，於相關子法中亦多參照個人帳戶制而為規範，基於個人

帳戶與年金保險兩制之差異，其相互準用之規定在實際適用上，是否產生扞格不

妥之處，為以下探討之重點。 

 

第一款 另設置年金保險制之目的 

 

                                                 
221 羅淑絹，論團體保險暨相關法律問題，政治大學風險管理與保險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八十

四年六月，頁 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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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數次朝野協商，我國勞退條例終於確立以「個人帳戶制」為主，「年金

保險制」為輔之勞工退休新制。符合適用資格之勞工可依個人需求彈性選擇，甚

至在選擇其中一制後，仍可於更換雇主時變更其選擇。惟在目前之法律規範下，

年金保險制所能發揮之異於個人帳戶制的功能，究竟為何？立法者對年金保險制

設定的高適用門檻，其目的又何在？新法施行至今，仍未有一定論，以下本文即

嘗試探討之。 

 

第一目 年金保險制非社會保險 

 

在年金制度之類型上，本有所謂「社會保險制」、「儲金制」（又稱「公積金

制」）及「社會津貼制」。所謂社會保險制係將被保險人組成互助團體，就藉由保

險之危險分攤原理及技術，彌補老年生活保障之不確定性，以確保老年勞工於退

出勞動市場後，亦得以繼續獲取穩定收入，維持基本或安適生活之所需。儲金制

則為強制儲蓄制度，我國勞退新制之個人帳戶制即為適例。儲金制欠缺團結互助

與生活保障之功能，勞工與勞保局之關係，一如存款人與金融機構之關係。最後，

為社會津貼制，其財源來自稅收，由政府負責籌措，其年金給付對象為全體國民

或常期居住之人口，給付為非繳費制，與財務負擔不存在對價關係，為北歐式福

利國家常見之保障制度222。 

我國勞退新制下之年金保險制，乍看之下似屬於前述之社會保險制。然而，

由第二章論及年金保險與附加年金制所述可知，我國在勞工退休法制的原始設計

上，肩負社會保險組成互助團體任務的，實為前述之附加年金制。目前勞退條例

之年金保險屬於商業保險，不僅在法律關係上與社會保險有異223，其設定之高適

                                                 
222 引自郝鳳鳴，同註 16，頁 167-168。 
223 同前註，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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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門檻，亦難以發揮組成互助團體彌補老年生活保障之不確定性的功能224。再

者，參加年金保險之勞工，其老年給付係以雇主及個人提撥之金額運用收益為計

算基礎，並無重新分配之機制，則社會保險使高所得者透過制度之財務分配機

制，協助中低收入者獲取基本生活保障之功能，亦無從落實。故我國勞退新制下

之年金保險與福利國概念下之社會保險實大相逕庭，不可不辨。 

 

第二目 年金保險僅為勞工對投資管理人之另一種選擇 

 

細譯勞退新制下之年金保險之實質規定，所謂「年金保險制」僅係為勞工對

其個人帳戶中之資金提供另一種投資途徑而已，勞工所享有之保障（例如雇主提

撥率及投資之保證收益率）及對於投資標的之自主權均無太大差異。 

蓋以選擇個人帳戶制之勞工而言，其已提撥之退休金係儲存於勞保局為其設

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由勞工退休基金監理委員會自行運用或委由投資機構

代為管理225；另一方面，符合年金保險實施條件之勞工，除可將提撥之退休金交

由勞保局統一運用外，亦可選擇將按月提撥之資金用於年金保險之購買。但如前

所述，年金保險在開始給付年金前，僅為資金累積之階段，不涉及風險分擔，在

勞工符合請領年金之資格前，雇主及勞工所提撥之資金僅置於保險人處運用生

息，與保險利用大數法則分散風險之原理無關，被保險人所得請領之年金仍是以

符合請領條件時之保單帳戶價值，依據當時之預定利率及生命表計算年金金額，

由勞工屆退休年齡得領取退休金之時點觀之，參加年金保險制之勞工相較於個人

                                                 
224 依勞動條件處在立法院之說明，以雇用勞工達兩百人以上之企業適用門檻而言，全國五百萬

勞工人口中約僅有七十二萬勞工符合選用年金保險制之資格。參立法院公報九十三卷六期委員會

記錄，頁 304 李處長來希之發言。 
225 勞工退休金條例退休基金之主管機關雖為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但由勞退條例第三十三條：「勞

工退休金之經營及運用，監理會得委託金融機構辦理。委託經營規定、範圍及經費，由監理會擬

訂，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可知，對勞退基金進行實際上管理並擁有運用決定權者，為依

該條例第四條成立之「勞工退休基金監理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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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戶制之差別，僅係保管運用專戶資金之人不同而已226。蓋即便未選擇年金保險

制之勞工，亦可於符合退休條件時一次請領退休金，向保險公司購買躉繳型年金

保險，則其後可獲得之保障，與自始選擇年金保險制之勞工並無不同。 

就勞工給付之收益保障而言，由於勞退條例第三十五條第三項明訂年金保險

之平均收益不得低於個人帳戶制之標準，則不論勞工選取哪一種制度，其收益至

少與當地銀行兩年定期存款利率相當，不致有蝕本的風險。唯一不同者為，個人

帳戶制之保證收益係由國庫擔保，而年金保險制之保證收益則由承保之保險公司

擔保，在保險安定基金設有動用上限的前提下，參與年金保險制之勞工面對的風

險反而稍高。 

故值得探討者在於，立法者設計兩種不同制度之本意何在，而目前規範是否

足以成就兩種制度所欲達成之差異。遺憾的是，觀諸立法院審議勞退條例之討論

記錄，並無法找出對於年金保險制（在草案中稱為「其他年金制」）之深入討論。

除承認此制度來自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之共識，為政治協商下之產物外，僅於審

議過程強調商業保險人之經營及績效較佳，有助提高勞工之給付水準227云云，吾

人不得不作出，所謂年金保險制僅係勞工將資金管理人由「監理會」換為「民間

商業保險公司」之結論。 

 

第三目 年金保險制訂有適用門檻之潛在優勢 

 

雖然立法者似乎未考慮到勞退條例下兩種新制之差異化，但兩者並非全然無

區分實益。參酌美國在勞工退休制度之經驗，本文以為，受雇於大規模企業，有

                                                 
226 因保管運用資金之主體不同，其費用結構及投資策略方針無可避免的亦產生差異。其實際差

異多寡，仍有待後續觀察。 
227 參立法院公報九十二卷三十四期委員會記錄，頁 174 李鎮楠委員之書面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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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選擇實施年金保險制之勞工，較諸僅能參與個人帳戶制之勞工仍可能存在一定

程度之優勢，至少可由下列角度觀察： 

 

一、以集體投保方式購買年金保險可降低保費成本 

團體保險最大的優勢即在於其可取得較個人投保更為優惠之保費。倘如前述

由勞工以其個人帳戶累積之金額個別購買年金保險，對勞工實相對不利。由於個

人年金保險購買行為是自發性的，會造成越健康者越可能購買年金保險的現象，

個人商業年金保險的風險保費（Risk Premium）通常也都隨之調整藉以降低壽險

公司之逆選擇風險，因此個人商業年金保險之保費通常較團體年金保險或社會年

金保險更為昂貴228。透過團體購買的方式，保險公司可透過「最低人數（Minimum 

Number of Persons）」及「最低參與率（Minimum Proportion of the Group Insured）」

兩項機制，降低逆選擇的風險，同時透過更多的被保個體分擔固定之行政費用

229。以我國勞退條例限制實施年金保險制之企業需具有一定規模而言，此集體購

買之設計相對於勞工個人購買自可收降低保費成本之效。 

 

二、規模較大之企業相對而言較有能力負擔勞工投資教育之成本 

美國由於其退休金制度歷史發展之背景使然，確定提撥計畫本僅有補充性

質，勞工退休之基本需求多透過確定給付退休計畫來滿足，故原則上賦予勞工在

選擇投資工具上有較高之自主權。對勞工而言，確定提撥制之退休帳戶僅是一種

個人遞延稅負的工具，為國家鼓勵勞工儲蓄以備老年生活需求的策略實踐230。 

                                                 
228 王儷玲，退休財務規劃與年金保險，退休基金季刊，第一卷第二期，民國八十九年十二月，

頁 14。 
229 G. Head, M. Elliott, and J. Blinn,，Essentials of Risk Financing,，Insurance Institute of America, 3rd 
ed.，1996，CH8 p14。 
230 瑞典於 1999 年進行之退休金改革亦採取相同態度，為納入確定提撥制之精神，瑞士為勞工設

立個人帳戶，並提供多種風險高低不一之投資標的供勞工自行選擇，但為控制勞工自行承擔之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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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於多數勞工並未經過良好的投資教育，倘其投資觀念存有偏差，制度設

計上又賦予其過多投資決定權，難免因運用不當產生虧損，反而會產生損及老年

生活安全的流弊。故美國法令特別規定，賦予勞工投資標的選擇權之退休計畫231

對勞工必須進行投資教育，除了詳述計畫之投資標的，及各個投資選擇之投資目

標及風險收益特色，並包括該投資組合中之資產類型及其分散情形232。另一方

面，完善的投資教育亦有助於勞工及早對其老年生活進行整體之規劃，而非僅助

其短期投資獲利。惟此種投資教育不論由雇主自行為之或委外進行，均必須付出

相當成本，一般中小型企業根本無力負擔，最後還是必須轉嫁到個別勞工身上。

但如果企業規模較大，該成本可透過多數勞工共同分擔，對企業而言負擔即相對

減輕。在此方面，限制實施勞退年金保險之企業規模，亦有相當之實益。 

 

三、確保事業單位得以集體力量保障勞工權益 

第三點優勢雖未見於立法過程中討論，但面對勞退新制通過後業者針對適用

門檻提出之質疑，勞委會做出如下回應： 

「勞退年金保險契約之要保人為事業單位，舉凡保險契約之簽訂與行政事務

之辦理，皆由事業單位負責，故事業單位辦理能力之良窳，影響能否為勞工爭取

較佳條件，及能否妥善處理年金保險與個人帳戶制間之轉換作業。故勞工退休金

制度改制初期，以安全性為首要考量，得實施年金保險制之事業單位勞工人數宜

予適當設限，確保事業單位得以集體力量保障勞工權益。因之，事業單位雇用勞

                                                                                                                                            
年風險，仍係由其社會安全制度負起基本老年照護之所需，該個人帳戶內之資金僅為勞工退休金

規畫之一小部份。有關瑞士之個人帳戶制度，參 John Turner，Individual Pension Accounts: The 
Innovative Swedish Reform，Ohio State Law Journal，Volume 65，No.1，2004，pp27-44。 
231 此種計畫係來自 ERISA § 404 (c)有關受託人義務之規定。該條規定係針對賦予計畫參與者或

受益人投資控制權之退休計畫，明訂其受託人認定的範圍。 
232 29 C.F.R.§ 2550.404(c)-1(b)(2)(B)(1)(ii): 

“…A description of the investment alternatives available under the plan and, with respect to each 
designated investment alternative,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investment objectives and risk and 
return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such alternative, including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the typ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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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達兩百人以上，並有半數勞工參加始得實施年金保險。未來制度實施一定期間

步入常軌後，再視其影響程度與實施成效檢討調整。」233 

此點優勢係有鑑於規模較大之企業有較強之議約能力，企業內部諸如合約審

議與執行等控管效率較高，始能為受雇勞工謀取福利。而一般中小企業編制上較

不完整，缺乏專人處理勞工退休事務，貿然開放可能有損勞工權益。 

綜上，吾人可知為年金保險制訂定較高之適用門檻，確實存在一定之優勢，

包括降低保費成本、教育成本及以集體力量保障勞工權益之有效性。論者有從實

施企業退休給付之風險及成本確定的考量出發，主張年金保險應該以中小企業為

主要適用的對象者234，似乎並未考慮到前述大規模企業適用年金保險之優勢。 

 

第四目 現行制度設計之根本問題 

 

承前所述，立法者僅鼓勵大規模企業開辦年金保險，而未及於中小企業，並

非沒有理論依據。但上述優勢，於我國勞退條例之架構下是否可以順利發揮，不

無疑問。實則，在透過集體投保降低逆選擇，以獲得較低之保費方面，在現行勞

退條例之制度下即無法如此運作。查保險人在承保團體保險時，均有所謂最低參

與比例之要求。為避免逆選擇造成體弱者在承保團體中占的比例過高，一般訂有

勞工部分負擔之團體保險，會要求百分之七十五之勞工參與率，倘為雇主單獨提

撥之團體保險，則要求百分之百的勞工參與率235。反觀我國勞退條例，其僅要求

                                                                                                                                            
diversification of assets comprising the portfolio of the designed investment alternative…” 

233 此係相關單位在由行政院勞委會、金管會主辦，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中華民國人壽

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協辦之「保險業經營勞退年金保險之展望」研討會中所做出之回應，參行政院

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新聞稿，民國九十四年十月五日，網路全文見

http://www.ib.gov.tw/ct.asp?xItem=1080909&ctNode=152&mp=1。（最後瀏覽日期：2006/5/13） 
234 楊通軒，勞工退休金條例相關法律問題之解析，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七十二期，民國九十四

年七月，頁 94。 
235 G. Head, M. Elliott, and J. Blinn,，supra note 229，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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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資格之企業有超過一半以上之勞工選擇參與，即可開辦年金保險，且參加年

金保險制或個人帳戶制，悉交由勞工自行選擇。則體弱者將多選擇個人帳戶制，

體健者多選擇年金保險制，保險人自然無法透過集體承作降低逆選擇，進而降低

保費成本。前述以集體投保方式購買年金保險可降低保費成本之優勢，僅剩下行

政費用之分擔，實已相當有限。 

另一方面，大型企業在投資教育成本方面的規模優勢，在我國目前未開放勞

工選擇投資標的之制度規劃下，亦難以發揮。蓋目前金管會核定之企業年金保險

示範條款，係屬「非投資型保險」，投資標的受到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六條以下規

定之限制，被保險人亦無從置喙；至於企業年金保險是否可如同個人年金保險一

般，以投資型保險之方式辦理，主管機關尚未表示意見。惟由年金保險辦法第五

十八條之規定觀之236，年金保險制亦可能以投資型保險方式銷售，待相關規範建

置完全後，勞工將享有選擇投資標的之機會，大規模企業在投資教育成本方面之

優勢始得以發揮。 

最後，就大規模事業單位較能以集體力量保障勞工權益之優勢，固有其現實

面之考量，惟此點事實上屬於執行層面的問題。於制度設計時納入考量雖無可厚

非，但企業執行法定退休制度之效率與能力，為公司治理及內部控制方面之問

題，實屬監理機關之責任範圍。管見以為，根本之道應建立良善之退休制度及年

金保險監理機制，尚難以中小企業執行能力較差，作為否定其適用年金保險制之

理由。另外，值得注意者是，主管機關目前並未禁止實施年金保險制之企業，向

屬同一集團之壽險公司購買勞退年金保險，倘實施年金保險制之雇主與承作年金

保險之保險人核屬關係企業，其以集體力量保障勞工權益之可能性，殊值懷疑。 

                                                 
236 年金保險辦法第五十八條規定： 

「保險人經營本保險業務，應專設帳簿，記載其投資資產之價值。 
保險人經營本保險業務，其商品屬投資型保險者，除本辦法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投資型保

險投資管理辦法之規定辦理；其商品非屬投資型保險者，應依下列事項辦理： 
一、其資金運用適用保險法相關規定。 
二、其專設帳簿之設置、記載、資產管理及風險控管等事宜，準用投資型保險投資管理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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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討論可知，年金保險制在目前之法律規範下，所能發揮之異於個人帳

戶制的功能，實相當有限。勞退條例賦予勞工在兩制適用上的選擇權，反而可能

造成企業內部多制並行，增加企業之行政管理成本，則當初為大規模企業另闢新

制之美意，恐無法收其成效。 

 

第二款  準用個人帳戶制規定之疑義 

 

勞退條例之年金保險章僅有四條規定，並透過第三十九條準用同條例第七到

十三條、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二十條、第二十九條至第三十一條之規定。然

勞退年金保險制度與公積金制度性質不同，於法令適用上仍宜有對應之差異，否

則將有窒礙難行之虞。以下即針對較有爭議之準用規定作一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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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用第七條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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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繳年金保險費；年金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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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尚得在每月

工資百分之六範圍內另行為其提繳237。 

惟該年金保險辦法之規定至少有二點疑義。其一，該條對於勞工自願提撥之

金額亦設有薪資百分之六的上限。此規定亦係沿襲個人帳戶制之規定而來，但卻

                                                                                                                                            
法第五條至第七條、第九條及第十條之規定。」 

237 年金保險實施辦法第二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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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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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兩者在稅制上之重大差異。蓋年金保險制下勞工自願提繳之保險費並無法由

個人所得額中全額扣除，而係適用所得稅法之列舉扣除額規定，此處針對個人自

願提繳之金額做出上限規定，於年金保險制下之必要性殊值懷疑。第二點疑義

為，該條第一項後段規定雇主僅得在每月工資百分之六範圍內另行提繳，變更勞

退條例中不得低於百分之六之規定，亦有逾越母法之問題，惟類似規定亦見於施

行細則，本文已於前述個人帳戶制之規範疑義加以討論，於此茲不贅述。 

 

第二節 保險利益 

 

保險利益係指對於保險標的物之現存狀態之維持或破壞、責任之發生與不發

生、或對被保險人之生存、死亡、疾病、傷害所存在之利害關係238。按我國保險

法第十七條規定：「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標的物無保險利益者，保險契

約失其效力。」由於該條規定係出現於保險法之總則一章，並未區分人身保險或

財產保險為不同規定，故體系解釋上應一體適用於所有保險，而認為保險利益係

所有保險契約之成立或效力要件。 

 

第一項 現行法所生之問題 

 

由前述規定可知，人身保險中的要保人及被保險人需對被保險人之生存、死

亡、疾病、傷害所存有保險利益。勞工對自己之生命身體具有保險利益，要無疑

問，故保險利益在勞退企業年金保險中主要之問題在於要保人之部分。按我國保

                                                 
238 劉宗榮，同前註 34，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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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法第十六條規範人身保險之保險利益，且條列要保人對於 1.本人或其家屬；2.

生活費或教育費所仰給之人；3.債務人；4.為本人管理財產或利益之人具有保險

利益。但為員工投保團體保險之雇主，非屬上列任一類型態樣，則因其欠缺保險

利益，將引起該保險契約是否有效之質疑。 

然由於財政部公佈之團體保險示範條款係以雇主為投保團體擔任要保人，長

久以來我國團體保險實務亦遵行之。此種以雇主作為要保人所引發之欠缺保險利

益之問題，在我國保險法界紛擾已久。學者嘗提出解決之道，認為可透過前述第

十六條第四款或同法第二十條239擴大解釋240。亦有本於大陸法系角度，謂應修法

將保險利益概念自人身保險中抽離者241。更有謂美國為團體保險之發源處，然其

保險實務上從未探討保險利益之問題，認為其係著眼於員工福利保障之觀點，未

特別探討其保險利益，並據此認為我國亦應跳脫要保人對被保險人具備保險利益

之框架，另行立法規範被保險成員與受益人之關係，始為防止道德危險之良策242。 

但上述之說法，均某程度變更我國現行法有關保險利益之規定，甚至提出另

一個法律架構試圖解決之。事實上，有論者嘗在現行法之架構下，提出以被保險

人兼任要保人的權宜之道，認為只要將團體之個別成員定位為要保人，以要保單

位為該等成員之代理人的方式，即可解決團體保險與現行法下對保險利益規定之

衝突243，本文認為此見解相當可行，且由於承作團體保險之保險人本即有義務維

護個別被保險人之資料，依此作法亦不致產生額外之勞費。本次勞退條例初步提

案之版本中，周清玉、黃義交及李鎮楠三位委員之提案與行政院之版本相同，均

規定年金保險契約應由勞工擔任要保人及被保險人244。但最後通過之勞退條例第

                                                 
239 保險法第二十條：「凡基於有效契約而生之利益，亦得為保險利益。」參照。 
240 參藍玉珠，我國修正「團體一年定期壽險保單示範條款」之研析，壽險季刊第一０二期，民

國八十五年十二月，頁 49。 
241 羅淑絹，同前註 221，頁 67。 
242 方明川，我國團體保險與保險利益問題新論，壽險季刊第一○一期，民國八十五年九月，頁

59、64。 
243 林勳發，從壽險保單示範條款論壽險契約之受益人，收錄於保險法論著譯作選集，民國八十

年三月出版，頁 64-65。 
244 見立法院公報九十三卷三十四期，頁 784；並參立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字第四六八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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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條卻仍規定：「年金保險之契約應由雇主擔任要保人，勞工為被保險人及

受益人。事業單位以向一保險人投保為限。」查諸立法理由及審查記錄，針對此

點卻均未加以著墨，未藉此機會將此問題提出討論進一步釐清，實屬憾事。  

 

第二項 保險利益於一般年金保險中之意義 

 

前述以勞工為被保險人兼要保人之方式，雖可滿足現行法下實務的需求，但

就立法論上而言，是否嚴格要求保險利益及論斷其存在之主體，實必須先行釐清

保險利益於各種保險型態上之功能，始能依不同險種之個別差異做出正確的處

理。故以下即以年金保險為例，由保險利益之功能試論保險利益於年金保險中之

意義。 

 

第一款 保險利益之功能 

 

由保險利益的演變觀之，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均承認保險利益具有區別具有

社會經濟作用之保險與純投機之賭博行為的作用。惟大陸法系在保險利益學說發

展的過程中，逐漸著重在保險利益確定損害發生及範圍及禁止不當得利的功能，

並因此認為此等功能於涉及人身之定額保險中無法發揮，故僅適用於損失填補型

態之保險245，換言之，即保險利益之作用非僅在區隔賭博與避免道德危險，其亦

是畫分險別、區別險種的判斷依據，至於在人身保險中，以他人為保險標的而投

                                                                                                                                            
員提案第八三九六及四二六八號，民國九十一年三月九日，第六十二條參照。 
245 有關大陸法系就保險利益之學說上演變，詳參江朝國，保險法基礎理論，瑞興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民國八十四年九月，頁 4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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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可能引發道德危險的問題，則交由「被保險人同意」此一制度來達成246。由上

述可知，原則上保險利益至少具有第一，區隔賭博行為與避免道德危險發生，第

二，確定損害發生及範圍，及第三防止不當得利的功能。在年金保險中，上述功

能是否得以發揮，實決定了保險利益在年金保險中存在之必要性，以下即就此三

種功能分別析述之： 

 

一、區隔賭博行為與避免道德危險發生 

團體保險為員工福利計畫中極為重要的一環，為員工投保團體年金保險之雇

主或係出於法令要求，或出於其對員工老年生活之照護，此種協助員工進行老年

風險管理之制度與賭博行為相去甚遠，應無庸置疑。 

有關年金保險是否可能產生道德危險，有下述四種說法： 

(一) 認為年金保險承保生存危險而無道德危險之問題者 

論者有單純認為年金保險以被保險人生存為給付條件，是以核保工作不多，

並無道德危險之問題者247。 

（二）認為確定給付部分僅生「類似」道德危險之效果，實則年金保險並無

真正道德危險者 

針對前述確定給付部分具道德危險之見解，亦有論者從道德危險之定義出

發，認為所謂道德危險，既係指由個人不誠實或不正直的行為及企圖，故意「促

使保險事故發生」，以致引起損失結果或擴大損失程度的一種危險因素248。而認

為年金保險中確定給付之部分不具有保險的特質，亦無保險事故之概念，故認為

                                                 
246 方翊人，同註 214，頁 22。 
247 方明川，同前註 36，頁 81-82。 
248 袁宗蔚，保險學，民國八十七年七月第三十四版，頁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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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僅有「類似」道德危險發生之可能，而非道德危險249。 

(三) 認為年金確定給付之部分有道德危險，但主張此道德危險僅存在於受

益人與被保險人之間者 

論者又有謂雖然於最低保證年金之受益人若貪圖未給付之年金，確有發生道

德危險之可能，但我國現行人身保險利益之要求僅限於要保人與被保險人之間，

就受益人與被保險人間是否亦須具備，並未規定，而要保人係依契約繳交保費之

人，其如為謀取保險金而殺害被保險人，所能獲得者甚或少於已繳保費的總額，

故無可能為此毫無利益之事。是以，綜上分析，我國保險法限定僅要保人與被保

險人間的利害關係，是否即具有防止道德危險發生的可能，誠值商榷250。 

(四) 認為年金商品確定給付之部分仍有道德危險存在者，應全力避免者 

如前所述，年金保險之類型中，有附有最低保證之年金保險，由於其受益人

仍可因被保險人死亡獲得一筆金額，雖然該金額不至於如同人壽保險之給付大於

所繳保費甚多，但人身保險其保險事故發生之對象為被保險人之生命，道德危險

縱然甚低，亦應全力防止，縱其年金金額不如人壽保險之高，亦無損其避免道德

危險之必要性251。 

 

上述第一說之說法未區分年金保險之類型，逕以年金保險承保生存風險即斷

定其無發生道德危險之可能，殊嫌草率；第二說雖將道德危險之定義加以限縮，

但仍肯認確定給付部分具有類似道德風險之效果，尚無法據以否定保險利益之功

能；第三說雖肯認最低保證年金有道德危險存在，但以要保人所繳保費將大於其

                                                 
249 莊植焜，論我國個人年金保險暨示範條款相關法律問題之評析，國立台北大學法學系碩士論

文，民國九十四年七月，頁 75。 
250 方翊人，同前註 214，頁 96-97。 
251 參江朝國，我國保險法關於年金規定之探討，保險專刊第三十七輯，民國八十三年九月，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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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領取之給付，並非主要之道德危險來源為由，認為該危險無法以要求要保人對

於被保險人具有保險利益之方式消弭，不需要求保險利益。惟此說法亦有誤會。

由於保險契約具有射倖性導致保險金有大於所繳保費甚多之可能，因此大幅增加

了道德危險發生之機率，但並不得謂此因素完全決定了道德危險之存否。即便要

保人可領取之給付少於其所繳之保費，僅能謂其謀取該給付之機率較低，倘為解

決財務上之燃眉之急，尚不可斷言其不會發生，其據以否定要保人與被保險人間

存在道德危險之理由，本文無法認同。且誠如第四說所謂，道德危險縱然甚低，

亦應全力防止，保險利益在具有確定給付設計之年金保險中既然具有防止道德危

險之功能，即不宜否定其於年金保險中存在之必要性。 

 

二、 確定損害發生及範圍 

死亡保險對保險利益的要求中隱含著對被保險人死亡事故發生時，要保人可

能遭致的不利益而為填補的概念252，然因死亡險為定額保險，故其就此不利益填

補的特性大為降低。是而，保險利益限制損害賠償數額的功能於此並不適用。相

同的，年金保險亦屬定額保險，且其係為儲蓄需要而投保者，已遠離抽象損失填

補的概念，故保險利益限制損害賠償數額之功能亦無法發揮253。 

 

三、 防止不當得利的功能 

在一般死亡保險的領域，由於人身無客觀價值標準，故目前保險法學者咸認

死亡保險不適用損失填補原則，而無不當得利的問題。在年金保險之情形，由於

                                                 
252 雖然人命無價，原則上因死亡造成之不利益係無法填補，但有學者從危險管理者對於死亡保

險之保險金額決策參考之角度出發，認為有一套客觀衡量人命價值的方法。在保險學的領域發展

出兩種較常用的估算方法，分別是生命價值方法（The Human Life Value Approach）以及需要方
法（The Needs Approach）。後者即是以分析將要承受財務損失之人的需要為基礎。 
253方翊人，同前註 214，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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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金給付係以要保人所累積繳交之保險費加上投資帳戶增值之金額為給付基

準，更與不當得利之問題無涉。 

 

第二款 保險利益於一般年金保險是否為必要之限制 

 

綜上所述，保險利益於確定損害發生及範圍及防止不當得利的功能，雖囿於

年金保險之特性無法發揮，但其於防止道德危險上之補充作用仍不容抹煞，故限

制年金保險亦應具有保險利益，就道德危險防止之功能而言尚非不妥。但防止道

德危險之手段甚多，以保險利益作為年金保險契約之效力要件是否為必要手段，

容有爭議。 

採大陸法系之學者認為保險法既已於第一百零五條賦予被保險人同意權，已

足防止道德危險之發生，故保險利益之規定應僅適用於財產保險254。惟本文以為

此見解仍有待商榷，蓋英美法系強調人壽保險道德危險防止之兩大防護體：(1)

契約當事人對於保險標的需具備保險利益；(2)保險契約之訂立需經為被保險標

的之人之同意。兩者相輔相成，始能更有效的達到防止道德危險之目的，如能認

清被保險人之同意權畢竟操諸被保險人主觀決定，在不得已之情況下，難免簽下

同意書，當可體會保險利益之具備所具有之第二層防護功能255。此等第二層防護

功能，在年金保險而言與一般人壽保險並無差異。 

亦有論者提出，民法本即規定因條件成就而受利益之當事人，如以不正當行

為促其條件之成就者，視為不成就256。亦即，對於「故意以不正當方式促使某不

確定事實發生，進而獲取利益」此等行為的防止與評價上的非難，並非保險制度

                                                 
254 江朝國，保險法論，瑞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民國七十九年四月初版，頁 111。 
255 林勳發，保險契約效力論，國立政治大學法律系法學叢書編輯委員會編輯，民國八十五年三

月初版，頁 13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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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獨有，吾人已可透過民事法體系既有的相關規定，即可有效遏阻之257。但本文

認為其間仍有差異，保險利益係保險契約之效力要件，倘要保人不具保險利益，

將導致整個保險契約無效，且依保險法之規定保險人不需返還已繳保費，其所產

生之嚇阻效力，顯非前述民法規定足堪比擬，故本文認為尚難據以否定保險利益

之功能。 

況年金保險一旦進入年金給付期間，契約關係即不得終止，且強制以被保險

人為受益人，故只要被保險人仍然生存，依現行法規定僅能由被保險人受領年

金，倘身兼受益人之要保人果真貪圖保證期間之給付，仍有動機殺害被保險人，

故本文認為保險利益之規範於防止年金保險道德危險方面仍有其存在必要。 

 

第三項 保險利益於勞退企業年金保險之意義 

 

由上述可知，我國保險法規定要保人需具有保險利益，在年金保險所得發揮

之功能雖相當有限，但尚難以其他方式替代，故要保人需具有保險利益之要求，

在一般具有保證給付設計之年金保險仍有存在之必要。有疑問者為，現行勞退條

例下之年金保險制有勞退條例之規範，有別於個人商業年金保險，在此情形下是

否仍有堅持保險利益之實益，值得三思。 

本文以為，由於勞退企業年金保險之特殊機制，前述確定保證期間之道德風

險已無由發生。其主要理由在於依勞退年金示範條款之規定，受益人之指定權屬

於被保險人所有，一般勞工不可能指定雇主為其身故年金受益人，則身為要保人

之雇主對於就該年金保險契約而言並無任何權利足資主張，則前述顧慮之道德危

險，縱於確定給付期間亦不存在。因此，在勞退年金保險中，要求要保人需具有

                                                                                                                                            
256 民法第一百零一條規定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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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利益所能發揮之功能已完全消失，實無由以保險利益之欠缺質疑契約之效

力。故本文認為在現行法之解釋下，誠可以勞退條例有關年金保險之規定為保險

法之特別法為由，認為勞退條例第三十七條既已明訂年金保險之契約應由雇主擔

任要保人，則不受保險法有關保險利益規定之拘束。惟為求明確，建議未來勞退

條例修法時，應於第三十七條增加「不受保險法第十七條之限制」等文字，以杜

疑義。 

 

第三節 保證收益與閉鎖期之規定 

 

年金保險制之閉鎖期規定，與勞退條例中要求年金保險人擔保資金運用收益

的規定息息相關。由於勞退條例之規定，年金保險人必須擔保退休金之操作收益

達兩年定存利率，在目前利率走高的趨勢下，保險業者很難找到適當的避險工

具；另一方面，個人帳戶與年金保險兩制轉換頻率過高，勢必會產生類似共同基

金短線贖回的情況，將導致基金經理人操作壓力大增258。為減輕年金保險業者的

資金壓力，保發中心便研議出閉鎖期之設計，允許業者於保單內約定要保人於特

定期間內不得變更保險人、轉換保單或移轉所累積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惟不得約

定所累積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期間已逾四年者，仍不得變更保險人、轉換保單或移

轉保單價值準備金259。以下乃針對保證利率約定之合理性，及伴隨而來的閉鎖期

設計分別探討之。 

 

                                                                                                                                            
257 莊植焜，同前註 249，頁 124。 
258 引自蔣國屏，二年閉鎖期規定可望減輕代操業績效壓力，工商時報，九十三年十月三十日。

網路全文

http://eph2o.everprobks.com.tw/h2o/connector/322/templates/template.asp?articleid=620&zoneid=1。
（最後瀏覽日期：2006/5/13） 
259 年金保險辦法第三十六條第一項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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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保證收益 

 

勞退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依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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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以國庫保

證退休金操作收益之制度，雖非我國所獨有260，但其可能導致諸如退休金操作趨

於保守等效果，妥適性仍值得探討。以下即依次介紹此規範之內容及其相關問題。 

 

第一款 規範內容 

 

第一目 保證收益規定之緣由 

 

保證收益之規定係源自於勞動基準法第五十六條，該條規定「雇主應按月提

撥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存儲，並不得作為讓與、扣押、抵銷或擔保之標的…勞

工退休準備金匯集為勞工退休基金，由中央主管機關設勞工退休基金監理委員會

管理之…最低收益不得低於當地銀行二年定期存款利率之收益；如有虧損，由國

庫補足之。」此係由於立法之初，政府為避免雇主挪用了勞工退休基金，導入了

信託退休基金的概念，擬立法強制雇主提撥準備金，但顧慮到雇主可能會抗拒，

不願意將退休準備金交存另一機構，故於研擬時加上一項保證收益的誘因，並規

定不足由國庫補貼之261。 

                                                 
260 一般以為確定提撥制之個人帳戶不存有收益保證，但事實上多數拉丁美洲國家之個人帳戶皆

有收益保證之規定。參郭明政，個人帳戶方案之憲法分析，收錄於當代公法新論（下）－翁岳生

教授七秩誕辰祝壽論文集，頁 528。 
261 符寶玲，退休基金制度與管理，華泰書局，第四版，民國九十四年一月，頁 14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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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勞退條例立法記錄觀之，所謂保證退休金運用收益之規定原僅見於個人帳

戶制中。蓋其基金運用乃透過監理會所委託之金融機構，具有公權力之色彩，風

險由國家承擔，自有其道理262。但在審議過程中，有立法委員指出退休制度對於

選擇年金保險制之勞工不應給予差別待遇，故最後於勞退條例第三十五條第四項

加入，年金保險之平均收益率不得低於第二十三條之標準。因此，個人帳戶制保

障當地銀行二年定期存款利率之規定，亦適用在參加年金保險制之員工，年金保

險人需於保險契約中明訂年金提繳及請領期間之收益率，不得低於當地銀行二年

定期存款利率263。 

 

第二目 實際運作規範 

 

前述保證收益之條文，僅言明將由國庫擔保最低收益之水準，但並未明訂國

庫補足之時點及頻率。勞委會於民國九十四年四月十九日提出之「勞工退休金個

人專戶基金管理運用及盈虧分配辦法」草案之版本中，因考量退休基金本即屬長

期性資金，其收益非短期即可達成，故如基金短期有未達應有之收益而產生虧損

時，並非隨即撥補，而應先以基金過去所有期間累積運用之收益先予補足之。此

舉雖引起勞工界之強烈反彈264，但於行政院最後核定之版本中，仍確立了此項原

則。按勞工退休金條例退休基金管理運用及盈虧分配辦法第九條規定，勞工或其

遺屬或指定請領人依法請領退休金時，依前條規定分配之金額低於依存儲期間當

地銀行二年定期存款利率之平均數計算之收益者，應依該定存利率計算其收益給

付。 

                                                 
262 郭玲惠，同前註 54，頁 59。 
263 年金保險辦法第五十三條參照。 
264 蓋勞委會之設計係於勞工請領時始一次撥補，相較於逐年撥補而言對勞工較為不利。參苦勞

評論，勞退基金收益分配勞工又被扒層皮，民國九十五年四月二十四日，全文可見

http://www.coolloud.org.tw/news/database/Interface/Detailstander.asp?ID=105278。（最後瀏覽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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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金保險的部分，保證收益之規定亦僅在勞工符合請領條件或申請移轉保

單價值準備金時發生，維持一次撥補的原則。目前勞退年金保險之年金帳戶價

值，係以每月提繳之保險費按保險公司的宣告利率以單利逐日計算之利息。而其

保證收益之方式，則是另定最低保證金額之計算標準（每月提繳之保險費加計以

最低保證收益率按單利方式逐日計算之利息），給付時的保單價值準備金係以其

「年金帳戶價值」及「最低保證金額」兩者取大值所得之金額為準265，參加年金

保險之勞工所受保障與個人帳戶制並無差異。 

 

第二款 合理性檢討 

 

第一目 保證收益對投資報酬率之影響 

 

退休基金之操作績效攸關勞工老年生活之保障，理論上應為保守操作，投資

於收益較具保障的穩定型標的。然而，依照美國的經驗，倘將退休基金之投資侷

限於固定收益之商品，將導致累積資金嚴重不足。過去五十年來，只有投資於股

權證券的投資報酬足以和通貨膨脹的比率相抗衡，退休金計畫才得以成功266。因

此，美國並未禁止管理退休計畫資產之受託人投資高風險標的，而係以「分散性

原則」規範其投資方針，即為此理。 

在我國勞退法制保障勞工退休基金投資收益之前提下，不但對年金保險人所

能投資之標的種類加以限制267，並要求年金保險人自行負擔未達最低收益之差

                                                                                                                                            
2006/5/13） 
265 勞退企業年金保險示範條款第二條、第九條及第十條參照。 
266 Langbein et al.，supra note 69，p60。 
267 依年金保險辦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規定，保險公司之商品倘非屬投資型商品，其資金運用依

保險法之規定。然保險法第一百四十六條以下之規定係以保險公司之穩健經營為原則，與勞退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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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壽險公司表示，在目前保證收益之機制下，可能會選擇以長期穩定的投資標

的、尤其是固定收益率的投資標的，來規避未達最低保證收益的風險。因此，初

期的投資報酬率可能會貼近最低保證收益268。故而，保證收益之規定雖意在保障

勞工之退休基金降低其投資風險，但也因此喪失獲得較高收益之可能性269，其間

之利弊取捨，實質深思。 

在個人帳戶制部分，則有更加令人匪夷所思之安排。依據勞委會之規劃，參

酌國外之退休制度，未來將開放勞工自行選擇其退休金帳戶之投資標的。在第一

階段將端出三種預製的投資組合，分為積極型、穩健型、保守型三大類的投資套

餐。其中積極型組合以股票投資部位為主，定存、固定收益商品配置比例較低；

保守型則是固定收益商品比率較高、股票部位較低。另外，還有介於積極型與保

守型的穩健型投資組合，類似一般的平衡型基金。勞工可根據年齡、投資個性選

擇適合的基金組合，如果不想自選投資組合，也可選擇由政府集中操作，勞工將

有四項投資管道可選。但不論勞工選擇哪一套投資套餐，皆可享受銀行二年期定

存利率的法定保證收益270。 

換言之，勞委會之規劃係透過三種風險高低不同之投資組合，賦予勞工可依

個人之風險承擔能力選擇其帳戶操作方式的權利，此種投資組合的概念實際上來

自外國立法例271，但其搭配我國保證利率之特殊設計後，卻有窒礙難行之虞。蓋

                                                                                                                                            
金之投資原則不盡相同，如此限制，將產生前述操作績效未達通貨膨脹水準之疑慮。 
268 引自李淑慧，退休金合理收益率是多少，經濟日報，民國九十四年三月一日，全文可見

http://www.ctclife.com.tw/HTML/news/news68.htm。（最後瀏覽日期：2006/5/13） 
269 事實上，保證收益在勞動基準法之退休制度時期即已引人詬病，參蕭麗卿，我國社會保險與

退休準備金管理運用之評估與建議，國策專刊，第十七期，民國九十年五月，頁 10。符寶玲，

同前註 261，頁 146。 
270 引自林燕翎，勞退金投資勞工可自選，經濟日報，民國九十五年四月十八日，全文可見

http://pro.udnjob.com/mag2/pro/storypage.jsp?f_MAIN_ID=163&f_SUB_ID=517&f_ART_ID=22969
。（最後瀏覽日期：2006/5/13） 
271 此種投資套餐的設計實際上係套用退休基金資金運用上的「多重組合基金模式」，亦即，由

基金管理者根據不同的員工投資偏好、風險屬性與退休需求，建立三至五個風險等級，接著為各

風險等級設定目標投資報酬率，再為個別風險等級預製投資組合設計出數種投資組合，供員工由

其中選出其中最適合自己的投資組合基金類型。澳洲新南威爾斯省員工儲金計劃即是屬於此種經

營模式。引自王儷玲，勞退新制退休基金之資金運用對勞工退休所得的影響，國立中央大學勞退

新制學術研討會論文，民國九十三年十二月，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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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於高風險商品之所以可獲得高報酬，即在於其必須承擔投資結果不如預期，

甚至侵蝕本金的風險。但依勞委會之規劃，不論勞工選擇何種投資組合，倘投資

結果未達兩年定存利率之最低保障，均有國庫補足之，則在此種情況下，殊難想

像尚有勞工願意捨高風險投資組合而選擇穩健型投資組合。則此種高風險投資之

規劃搭配投資收益保證共同運作之下，恐將造成國庫之鉅額虧損，其可行性實令

人懷疑。 

 

第二目 保證收益對保險業者之衝擊 

 

除對於勞工帳戶資金收益之影響，保證收益規定亦對保險業者造成不小的衝

擊。然對保險業者而言，其目前銷售之個人年金保險本即有保證收益之約定，而

勞退條例規定之兩年定存利率亦未大幅超出保險公司既有保證收益商品所承諾

之水準272。由形式上觀之，倘保險業者承作保證收益之個人年金保險得以獲致利

潤，承作企業年金保險亦應如是，勞退條例保證收益之規定，似未課予保險業者

額外之負擔。實則，對照一般個人年金保險與勞退企業年金保險之保單條款可

知，保證收益之規定加諸於保險人之負擔，不僅有別於其承作之保證收益型個人

年金保險；且在現行勞退年金保險之相關規範下，亦相當程度的減損其競爭力。 

首先，在年金保險辦法之規定下，勞退年金保險人之保證收益期間不僅存在

於資金累積期間，尚擴張至年金給付期間273，姑不論一般個人年金保險均不保障

請領時期之收益率，縱係同為勞退新制下的個人帳戶制，亦僅保障提繳期間之運

                                                 
272 以富邦人壽如意利率變動型年金保險為例，其宣告利率即明訂不得低於以台灣銀行、第一銀

行、合作金庫及中央信託局等四行庫上月初牌告之二年期定期儲蓄存款最高固定年利率之平均

值；國泰人壽輕鬆利率變動型年金及台灣人壽八方雲集利率變動型年金保險亦有相同之保證規

定。其他如中國人壽裕玲瓏利率變動型年金等則係以前開四行庫之兩年定存年利率之平均值減 1
％為宣告利率之下限。 
273 年金保險辦法第五十三條第四款：「年金保險費提繳及退休金請領期間之平均收益率，扣除行

政費用後，不得低於當地銀行二年定期存款利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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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收益，相較之下年金保險辦法之要求顯更為嚴苛。固然，制度既不相同，本容

有不同之處，但針對保證收益此種有待商榷之設計給予差別待遇，恐有礙制度之

順利推行。 

另外，承作企業年金保險之保險人在費用方面實承擔相當高之風險。以富邦

人壽如意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甲型）之保單條款為例274，其與勞退企業年金保

險示範條款在保單價值準備金之計算上存有相當之差異，茲對照比較如下： 

產品名稱 

條款內容 

富邦人壽如意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 

（甲型） 

勞退企業年金保險示範條款 

（非投資型） 

宣告利率 

本契約所稱「宣告利率」係指本公司於本

契約生效日或各保單週月日當月宣告並

用以計算該月份年金保單價值準備金之

利率，該利率不得低於以台灣銀行、第一

銀行、合作金庫及中央信託局等四行庫上

月月初（第一營業日）牌告之二年期定期

儲蓄存款最高固定年利率之平均值，但若

有前述二年期定期儲蓄存款最高固定年

利率之平均值高於該宣告利率宣告前中

央銀行公佈之最近一月之十年期中央政

府公債次級市場殖利率時，則以該中央政

府公債次級市場殖利率為宣告利率。 

本契約所稱「宣告利率」係指每月

本公司於反映行政費用後宣告，並

用以計算年金帳戶價值之利率，該

利率本公司將參考ＯＯＯ訂定

之，且不得為負數。 

保單價值 

準備金 

前項年金保單價值準備金係指依下列順

序計算所得之金額： 

第一保單月份： 

一、已繳保險費扣除附加費用（如附表）。

二、扣除要保人依第十條申請減少之金

額。 

本契約所稱「保單價值準備金」係

指第九條計算之年金帳戶價值及

第十條計算之最低保證金額，於二

者間取大值所得之金額。 

 

各被保險人之年金帳戶價值，係依

下列方式計算並扣除轉換費用後

                                                 
274 此處引用之富邦人壽如意利率變動型年金保險條款，係以經台財保字第 0900751063號函核
准，九十四年第四次修正之版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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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每日依前二款淨值加計按宣告利率以

單利法計算之金額…（下略） 

之金額： 

第一年度： 

一、每月已繳保險費及移轉退休金

之和。 

二、加計每月保險費及移轉退休金

自本公司收到之日起至年底（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以宣告利率按單

利方式逐日計算之利息…（下略）

最低保證給付 

 

無 

各被保險人之最低保證金額，依下

列方式計算之： 

第一年度： 

一、每月已繳保險費及移轉退休金

之和。 

二、加計每月保險費及移轉退休金

自本公司收到之日起至年底（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以最低保證收益

率按單利方式逐日計算之利息…

（下略） 

圖表三： 個人年金保單價值準備金與團體年金保單價值準備金比較表       

（資料來源：保險事業發展中心保險商品資料庫，筆者自行整理） 

 

由上表可知，保險公司在承作保證收益型之個人年金保險時，其保單價值準

備金係先行扣除附加費用，再按保證收益率計算個人年金保險之保單價值準備

金，由於初期支付業務員之佣金費用較高，故扣除費用後所得出之保單價值準備

金可能低於所繳之保險費；但在勞退企業年金保險之情形，其「最低保證金額」

並未扣除任何保險公司之行政費用或業務成本，係直接以要保人所繳之保險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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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加計保證收益率，故縱然兩者所保證之收益率相當，保險人於承作勞退企業

年金險時，實質上係立於類似「免費代操者」的不利地位，且尚需擔保最低收益

保證，對保險人來說不啻為一大負擔275。 

反觀在個人帳戶制中，基金投資運用及監理會稽核及績效管理所需之經費，

均由勞退基金中支付276；倘依盈虧分配所得之金額未達保證收益之標準，可先以

雇主依勞退條例罰則規定所繳納之滯納金補充，仍不足者，尚可由國庫補足之

277。依此規定，國庫保證個人帳戶收益率之規定，實際上亦隱含了對於資金運用

管理經費之擔保。然而，對承作企業年金保險之業者而言，除了其原應收取之行

政費用極可能落空，僅能依靠大幅提高投資報酬率以平衡之外278，亦無法藉由雇

主繳納之滯納金予以補充，對照個人帳戶制之運作規定，顯有失衡平。 

 

第三目 保證收益之反思 

 

保證收益之設計，係始於勞基法時期增加雇主提撥退休金之誘因。當時由於

舊制採取確定給付制，雇主給付退休金之責任並不因提撥退休準備金而解除，故

可能面臨雇主對於勞工退休基金監理委員會之管理績效的質疑；但在新制改採確

定提撥制之情況下，雇主僅需按額提撥退休金，即完成其照護勞工退休生活之義

務，自不需再有保證收益此項誘因，勞退條例將舊制保證收益之規定逕行移植到

新制架構下，已喪失手段與目的間之關連性，正當性似有不足。 

                                                 
275 企業年金保險中之保單價值準備金係由「年金帳戶價值」及「最低保證金額」中取其高者。

即便此處係以「年金帳戶價值」為準，亦即保險人得將其行政成本反映於宣告利率上，但由於該

宣告利率受到不得為負數之限制，該年金帳戶價值亦必然大於要保人所繳之保險費。 
276 勞工退休金條例退休基金管理運用及盈虧分配辦法第三條第一項參照。 
277 勞工退休金條例退休基金管理運用及盈虧分配辦法第三條第二項參照。 
278 依勞退企業及勞退個人年金保險（非投資型）費率相關規範，保險公司經營企業或個人年金

保險業務之費用，於投資報酬率與宣告利率之差額中反應，不得再收取企業或個人年金保險業務

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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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倘因新制實施取消舊制保證收益之規定，極可能引起勞工反彈，認為

其享有之保障反較舊法時代為差，但事實上由保障勞工之角度觀之，保證收益雖

能賦予勞工較確定之退休給付保障，但亦可能有適得其反的效果。對退休基金之

資金經理人而言，此種制度下最穩當之策略即是將退休基金資產悉數存放於銀行

兩年期存款帳戶，如此既符合保證收益之規定，國庫亦無需為任何補貼。但此種

對退休基金經理人及國庫最好的策略，卻使勞工退休養老基金的購買力在無形中

流失279，造成投資收益遠不足以平衡通貨膨脹帶來的效果。此種規範方式造成之

副作用，實不容忽視。論者亦有由資產管理之角度出發，認為倘保證收益係以隨

時保證浮動利率之方式為之，在利率緩步上揚的市場現況下，技術上很難找到適

合的投資工具來滿足保證浮動利率的要求280。 

另外，經過前述之分析可知，在目前保證收益之設計下，將造成個人帳戶制

下行政管理費由政府負擔，而年金保險制卻由保險公司自行負擔之實質效果。如

此一來，在管理成本的承擔上，採用年金保險制的勞工必定高於個人帳戶制的勞

工281，此是否為當初訂定保證收益規定始料未及之後果，亦值得深思。況且，操

作勞工退休基金未達保證收益之虧損係由國庫補貼，將該基金操作績效不佳之損

失轉嫁致全體納稅人身上，在退休金制度並未全面適用於全民之前提下，恐易滋

生爭議。有鑑於此，本文以為，保證收益之規定非但已失去勞基法時期所賦予之

功能，展望未來，其實際執行面亦困難重重，立法機關實應更嚴肅的斟酌此規定

存在之必要。 

 

                                                 
279 符寶玲，同前註 261，頁 146。 
280 周國端，從勞退金保證收益看保險業的矛盾，周國端專欄，經濟日報，民國九十三年十月四

日。網路全文可見http://www.tii.org.tw/fcontent/research/research03_01.asp?A3b_sn=39。（最後瀏覽
日期：2006/5/13） 
281 周國端，健全退休制度 因應措施趁早規劃，金融論衡專欄，工商時報，民國九十三年七月二

十日。網路全文可見http://www.tii.org.tw/fcontent/research/research03_01.asp?A3b_sn=90。（最後瀏
覽日期：2006/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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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閉鎖期之限制 

 

按年金保險辦法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規定：「年金保險契約不得約定所累積之

保單價值準備金期間已逾四年者，仍不得變更保險人、轉換保單或移轉保單價值

準備金。」此即所謂「閉鎖期」之規定，限制要保人及被保險人選擇變更保險人、

轉換保單或移轉保單價值準備金之權利。以下茲就其詳細內容及妥適性析述之。 

 

第一款 規範內容與例外 

 

根據金管會的說法，閉鎖期之規範主要係為減少保險業資金成本的壓力，降

低保單轉換之成本。另一方面，亦參酌保險業者之意見，認為資金累積期間過短

將影響保險公司之資金運用，不利長期投資之效益顯現282，故設計閉鎖期之規

定，但亦考慮此舉限制勞工處分之自由，故將閉鎖期之上限訂為自要保人提繳第

一筆保險費之日起算四年。 

雖然閉鎖期之規定係因應年金保險制而來，但由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十四條

之規定觀之，類似之規定，亦可見於原選擇個人帳戶制之勞工欲轉換為年金保險

制者。依該條規定，選擇適用個人退休金專戶之勞工，離職後再就業，選擇一次

將其個人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收益移轉至年金保險者，其已提繳退休金之期間，

不得低於二年；選擇投保年金保險之勞工，離職後再就業，一次將其年金保險之

                                                 
282出自薛翔之、李亮萱，「保單轉換閉鎖期四年 太短？ 保險業：長期投資效益較能顯現，時間
太短資金運用將受影響 ，時報資訊，民國九十四年十月六日。網路全文見

https://tw.money.yahoo.com/money_news//051006/213/2duek.html。（最後瀏覽日期：2006/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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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單價值準備金移轉至個人退休金專戶者，其已提繳保險費之期間不得低於四

年。 

惟前述閉鎖期之限制並非沒有例外。依年金保險辦法之規定，勞工、勞工之

遺屬或指定請領人符合請領年金保險之退休金條件者，保險人不得以最低保單價

值準備金累積期間之尚未屆滿限制其請領。此外，保險人有終止經營年金保險業

務或有併購之情形，致年金保險契約終止或轉換保單者，被保險人不受閉鎖期間

之限制，得選擇新保險人或移轉保單價值準備金至其個人退休金帳戶，原保險人

及併購後存續之保險人均不得拒絕283。 

 

第二款 閉鎖期規範於契約轉換時之疑義 

 

由於我國勞退條例對於實施年金保險制之企業有資格上之限制，勞工轉職時

可能面臨新雇主未開辦年金保險之情形；加以原則上新制允許勞工於個人帳戶制

及年金保險制兩制中轉換284，故論者提出質疑，認為前述閉鎖期之規定，固為避

免保險人因提繳保費期間過短，影響其累積收益，惟恐將增加新雇主實務操作上

之困難285。勞退企業年金保險示範條款為解決此問題，便於第十五條分別訂定三

種不同情況下，年金保險保單價值準備金或年金帳戶價值移轉之規範以釐清之，

茲分別析述如下： 

 

                                                 
283 年金保險辦法第三十六條參照。 
284 勞退條例施行細則第十三條規定：「實施年金保險之事業單位內選擇適用本條例退休金制度之

勞工，得變更原選擇適用之退休金制度，改為參加個人退休金專戶或年金保險。 
前項變更，一年以一次為限；雇主應於選擇變更之日起十五日內，檢附申請書向勞保局及保險人

申報。」 
285 郭玲惠，同前註 54，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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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保人與他保險人簽訂勞退企業年金保險契約 

 

為促進年金保險業者間之良性競爭，年金保險辦法中賦予要保人經被保險人

同意後，得變更投保年金保險之保險人，且自該要保事業單位通知保險人之次月

一日起生效。然為顧及其餘不同意變更保險人之勞工，復規定其得繼續原有之年

金保險，或選擇由雇主為其提繳退休金至勞保局之個人退休金專戶286。由前開規

定觀之，同意變更保險人之勞工，將由雇主代為向新締約之年金保險人繳納保險

費；不同意者，則由勞工選擇雇主提繳至個人退休金專戶，或雇主繼續向原年金

保險人繳納保險費。然此選擇變更保險人之權利仍受到閉鎖期之限制，保險人得

約定所累積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期間未達四年者，不得變更保險人。 

然反觀示範條款之約定，卻在勞工選擇參加新勞退年金保險契約之情形（亦

即勞工同意變更保險人），規定「被保險人於閉鎖期屆滿後，得向保險人申請將

其保單價值準備金全數移轉至他保險人的勞退企業年金保險契約；如未申請者，

其保單價值準備金留存於原契約，其權利義務不受影響。」細譯其規定，似認為

即便在閉鎖期屆滿之前，勞工亦可選擇變更保險人參加新的勞退年金保險契約，

僅須待閉鎖期屆滿後始得移轉保單價值準備金。此種混淆保險辦法閉鎖期規定之

文字，實應予適度修正。 

再者，其中選擇參加新勞退年金保險契約，但未申請移轉保單價值準備金

者，條款約定保單價值準備金留存於原契約，其權利義務不受影響。所謂不受影

響，倘係指要保人應繼續繳納原保險契約之保險費，則勞工選擇參加新勞退年金

保險契約並未產生實質效力，形同未選擇；倘係認為僅被保險人請領退休金之權

利不受影響，則將形成同一雇主為同一被保險人同時投保兩份年金保險契約之複

雜情況，雖無複保險之問題，但顯然徒增勞工及雇主在管理上之負擔。則示範條

                                                 
286 年金保險辦法第十九條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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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針對已選擇變更保險人之勞工，何以要求其另為申請以移轉保單價值準備金，

實應進一步加以說明。 

 

二、被保險人離職 

 

被保險人離職時，示範條款約定應將被保險勞工轉成勞退個人年金保險契約

之被保險人，並將其年金帳戶價值轉入該勞退個人年金保險契約。然由於勞退條

例第三十八條已明訂，勞工離職後再就業者，所屬年金保險契約應由新雇主擔任

要保人繼續提繳。示範條款未區分被保險人離職後是否再行就業，一律規定應將

原年金保險契約轉為以被保險人為要保人之勞退個人年金保險契約，則示範條款

之規定應如何與勞退條例調和運用，應進一步加以釐清。另應注意者是，勞工既

已成為該契約當事人，即有選擇繼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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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權287。 

 

三、被保險人選擇變更為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依示範條款之約定，倘被保險人選擇變更為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經要保人

通知保險公司者，於閉鎖期屆滿後，該被保險人得向本公司申請將其保單價值準

備金全數移轉至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前述疑義，均有待勞退年金保險正式保單出爐，始得以釐清。惟由上述討論

可知，為配合閉鎖期之規定，實已大幅增加實務操作之複雜度。此等管理成本，

                                                 
287 年金保險辦法第三十五條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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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將與保險業承作團體保險降低其個別契約行銷之成本相互抵銷，誠非選擇年金

保險勞工之福。究閉鎖期創設之根本原因，乃在於前述保證收益之限制造成之不

合理負擔，造成後續閉鎖期疊床架屋之規定，徒增程序之繁。倘依本文前述之立

場，廢除保證收益之規定，則保險人可如實反應提前解約之保單價值減損，供勞

工自行選擇，既不需要閉鎖期之規範，前述之複雜問題自可迎刃而解。 

 

第四節 非退休給付 

 

所謂非退休給付，大致上可分為勞工未達退休年齡之提前請領，及勞工死亡

時之給付。為確保勞工於晚年降低謀生能力時得以獲得適足之給付，我國勞退條

例本於對勞工退休生活之保障，禁止勞工未達退休年齡請領退休金之權利，此種

限制在年金保險制，係呈現在相關法令對於雇主或勞工對於保單處分權之限制

上。後者死亡給付之部分，在勞退制度下之年金保險制則呈現在身故受益人之請

領權利上，惟其請求之基礎與性質實值得進一步探討，以下即一併析述之。 

 

第一項 保單處分權之限制 

 

按目前勞退條例之規範，不論係採行個人帳戶制或年金保險制，勞工之退休

金及請領退休金之權利，均不得讓與、扣押、抵銷或供擔保288。此雖為保障勞工

老年生活之安養所需，但亦大幅限制勞工請領退休金之權利，加以實務上在勞退

舊制及公務人員退休之制度有差別之待遇，亦引起相當之紛擾。 

                                                 
288 勞退條例第二十九條及第三十九條之準用規定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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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款 處分權限制之憲法上爭議 

 

關於勞工對其退休金請求權是否得予處分，嘗引發憲法上之爭議，大法官並

做成釋字第五九六號解釋。其理由書中稱：「勞工請領退休金之權利，屬於私法

上之債權，亦為憲法財產權保障之範圍。惟國家出於公益考量，亦非絕對不得限

制之。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十四條規定：『請領退休金之權利，不得扣押、讓與或

供擔保。』雖限制退休公務人員及其債權人之財產權之行使，惟其目的乃為貫徹

憲法保障公務人員退休生活之意旨，權衡公務人員及其債權人對其退休金行使財

產上權利之限制而設。」然而，相似之限制規定雖可見於勞基法中有關勞工受領

職業災害補償之權利，但卻未見於同法之退休一章，故引起該件解釋聲請人質疑

此為立法怠惰，有違憲之虞。 

再者，目前之勞退條例已明文規範，不論係採行個人帳戶制或年金保險制，

勞工之退休金及請領退休金之權利，均不得讓與、扣押、抵銷或供擔保289。則新

舊退休制度運作下，將造成選擇適用舊制勞基法退休制度之勞工，其請領退休金

之權利可能遭扣押、讓與或供擔保，而選擇新制之勞工則因勞退條例之規定，其

退休金及請領退休金之權利，均不得讓與、扣押、抵銷或供擔保。此種失衡的狀

態，顯與憲法上之平等原則有違。 

惟大法官在多數意見中，明確表明此係立法者考量公務人員與勞工之工作性

質、權利義務關係不同，且所應加以權衡利益衝突未盡相同，認為其係屬於立法

機關對於公務人員與勞工等退休制度之形成自由，而為不同之選擇與設計，與平

等原則無違。誠如該解釋理由書中所言：「倘立法者於勞動基準法第五十六條第

                                                 
289 勞退條例第二十九條及第三十九條之準用規定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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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雇主按月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存儲，不得作為讓與、扣押、抵銷或擔保

之標的外，又規定勞工請領退休金之權利不得讓與、扣押、抵銷或供擔保，對於

勞工退休生活之安養而言，固係保障，惟對於勞工行使『請領退休金之權利』亦

將形成限制，對於勞工之雇主或其他債權人而言，則屬妨害其私法上債權之實

現，限制其受憲法所保障之財產權。」至於勞退條例之規定，亦係立法者考量當

今之社會經濟情勢，與勞動基準法制定當時之不同，所採取之不同立法決定，均

係立法自由形成之範圍，於平等原則亦無違背。 

本號解釋之多數意見雖做成不違憲之結論，但亦有許多大法官於不同意意見

書中認為該意見之說理不足，未針對公務人員與一般勞工在退休金處分權上之差

別待遇提出具體理由。惟不可否認的，該意見書之論述對吾人了解處分權之限制

一事之本質，實具有啟發性之意義。限制處分權雖意在強化勞工退休生活保障，

但在勞退新制所強調之退休帳戶可攜性、勞工既得權之概念下，勞工本於其既有

權利對其退休帳戶所享有的自由處分之權能，亦不容忽視。本文以為，倘如上述

勞退條例規定對處分權做出如此嚴格之限制，亦應慮及勞工個人財務之不同需

求，結合配套措施增加勞工運用資金之彈性，始不致過度限制勞工之權利。 

 

第二款 保單質借之禁止 

 

如前所述，限制退休給付處分權此原則在我國勞退條例中已然確立，年金保

險辦法第六條亦重申，年金保險契約約定之權利，不得讓與、扣押、抵銷或供擔

保。該辦法並衍生規定「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不得以保險契約為質，向保險

人借款。此規定似有再行商榷之必要，析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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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 保單質借之意義 

 

在長期性人壽保險關係中，契約係以躉繳或採平準式分期繳納方式支付保險

費時，保險單即有所謂之「保單價值準備金」。該準備金乃係由要保人溢繳之純

保費即期利息累積而成，縱使在保險人的管理支配下，該利益仍應歸要保人享

有，從而，當人壽保險的要保人遇有金錢上之急需，但又不願退保領取解約金時，

保險法即賦予其保單質借之權，使其得在保單價值準備金的限度範圍內以保單為

質向保險公司申請貸款290。 

保單質借雖以借貸為名，但在法律上並非真正消費借貸，保單借款實際上乃

預支現金，在保險人與要保人間並未形成真正債權債務關係，故當要保人未如期

償還預支現金時，保險人並不得訴請法院強制執行，僅能依保單條款之規定主張

契約之效力291。在人壽保險之運作上，只要保費繳足一年以上，要保人即得以保

險契約為質，向保險人借款292。在年金保險方面則有不同規範，年金給付期間，

要保人不得以保險契約為質，向保險人借款，累積期間之借款亦應以年金給付開

始時為償還時點，蓋此時借款保障基礎已消失，且為避免逆選擇之發生，要保人

之保單質借權於契約進入年金給付期間時應不許其存在293。倘屆期要保人仍尚未

償還所借金額者，保險人宜以扣除借貸金額後之實際累積金額，計算被保人應得

之年金數額294。 

 

第二目 現行規定之檢討 

                                                 
290 袁宗蔚，同前註 248，頁 655。 
291 林勳發，商事法精義，頁 660。 
292 保險法第一百二十條參照。 
293參莊植焜，同前註 249，頁 89-91。事實上，現行年金保險之示範條款均約定保險人得以扣除

要保人貸借金額後之保單價值準備金為基礎，計算所應給付之年金金額。 
294 江朝國，同前註 38，頁 14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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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金保險辦法第六條明訂：「年金保險契約約定之權利，不得讓與、扣押、

抵銷或供擔保。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不得以保險契約為質，向保險人借款。」前段

規定係來自勞退條例對工退休金請求權之保障，後段則為保險法之特別規定，禁

止「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以保險契約為質借款。然而，依前述保險法有關保

單質借之規定可知295，被保險人本來即無以保單為質借款之權利，在個人年金示

範條款中，亦無被保險人得持保單質借之約定，則年金保險辦法明文規定被保險

人不得辦理保單質借，實屬畫蛇添足，反而有令人混淆之虞，建議應將被保險人

刪除。 

由於依現行規範，勞退年金保險契約之要保人為雇主，倘允許雇主恣意以該

年金保險為質向保險人借貸，勞工之退休給付即無從確保，故限制要保人保單質

借之權利，自屬妥適。但勞退條例及年金保險辦法均對勞工退休請求權之讓與、

扣押、抵銷或供擔保明文限制，則倘被保險人有特殊之財務需求，應如何解決，

實值商榷。 

觀諸美國之立法例，其雖對於早期請領退休金設有嚴格限制，但倘勞工果遭

遇財務困難，亦可例外提前給付之，且為求勞工資金運用之彈性，多數退休計畫

均約定允許勞工在其已賦權之範圍內向計畫管理人貸款。論者亦有謂，勞退條例

未考慮勞工可能於遭遇緊急事故或發生特殊情況時，生活頓時發生困難，有提早

請領原屬於勞工的退休金之需求，並建議仿照外國立法例訂定相關辦法，使勞工

於遭遇財務時得請領其個人帳戶所累積之個人退休準備金，或是以低於市場之借

款利率，貸款給有需要的勞工296，足資參考。 

本文以為，立法者宜考慮適度開放勞工對其退休金給付之處分權。在勞基法

之退休制度下，實務上對於退休金之性質或有爭議，但在勞退新制下，學者間多

                                                 
295 保險法第一百三十五條之四準用第一百二十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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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雇主提撥之退休金屬於勞工之後付報酬297，且退休帳戶中之資金有部分尚可

能來自於勞工自行提撥，全面禁止其處分自己的退休金給付，不許其讓與或供擔

保，似有未洽。既然目前勞退制度之規劃下，勞工本人係最終享有利益之人，建

議在年金保險部分，可仿效美國之制度，在一定條件下允許勞工向相當於退休計

畫管理人之保險人借款，始為妥適。 

 

第二項 被保險人身故給付 

 

勞退個人年金保險及勞退企業年金保險示範條款之中，均訂有被保險人身故

時其受益人請領保險金之條款。惟應注意者是，此時該身故保險金之給付對象雖

然為勞工之遺屬，但與美國 ERISA 所規定，寓有保障原受扶養之遺屬未來生活

無虞的「連生及遺屬年金」實大異其趣，不可不辨。我國勞退年金保險之身故保

險金，僅係返還被保險人即勞工應得之給付，其給付金額限於勞工之年金帳戶價

值，給付方式亦為一次領回，與遺屬未來生活之保障實無關聯。以下茲分為請領

基礎、請領內容及消滅時效三部份進行分析。 

 

第一款 請領基礎 

                                                                                                                                            
296 許永明，勞工退休金制度之革新，保險實務與制度，第一期，民國九十一年三月，頁 74。 
297 論者有謂勞退新制下退休金之本質為勞工預先儲存之工資。其所持理由為，退休金之本質如

為保障勞工之基本生活，其給予之額度應主要以勞工之所得替代率，並考量是否足以擔保勞工之

退休後的基本生活，進而對於勞工負有扶養義務之人或專受勞工扶養義務之人，給予遺屬津貼。

然依勞退條例第十四條之規定，雇主所提繳者乃固定百分之六的費率，勞工所獲得者乃雇主所提

繳者加上累積收益，雖然國家有擔保累積收益之年固定利息之義務，然卻無所得替代之性質，應

為一種「儲蓄」。將雇主給予勞工之「工資」預先儲存。參郭玲惠，勞退新制爭議問題初探，萬

國法律第一四一期，民國九十四年六月，頁 15-16。同此見解，邱駿彥、林虹均，同前註 28，頁
32。楊通軒，同前註 234，103-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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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之原理，本在於利用個體間之風險差異，透過集體風險分擔的方式（risk 

pooling）來降低損失造成時對個體產生之財務衝擊。以年金保險而言，若被保險

人持續生存，則可不斷領得年金給付，最後甚至可能超過要保人之前所交付之保

費本息；惟相反地，若被保險人於年金給付開始後不久即不幸身故，則尚殘留之

保單價值準備金，基於「早死之人填補晚死之人生存損之」的互助概念，將分散

與其他生存較久的被保險人作為保險金之一部。此乃年金保險最基本的運作原理

298。應注意者是，前述集體風險分擔之機制，於年金給付尚未開始前之「資金累

積期間」，並未開始運作。故倘被保險人於該累積期間死亡，該保單累積之價值

自應於扣除必要費用後加以返還；但一旦進入年金保險之給付期間，倘被保險人

早期身故，其原應取得之給付即用以貼補繼續存活之其他被保險人，其遺屬在理

論上不應享有保險契約之任何權利。 

但如前所述，保險實務上為因應某些年金購買者擔心被保險人早期死亡，所

領之年金尚不及所繳年金保險費之心理，故有所謂確定給付保險及退還型保險等

具有最低保證性質之年金保險。倘保險人於發售年金保險時即承諾其給付之最低

水準，則基於契約自由原則尚無禁止之理。而該確定給付部分，於被保險人早期

死亡時，即由身故受益人代替被保險人繼續受領剩餘之年金給付；對保險人而

言，由於該確定期間之給付本即為確定之債務，即令由身故受益人領取該部分之

年金給付，亦不致影響集體風險分擔之結構。 

 

第二款 請領內容 

 

                                                 
298 莊植焜，同前註 249，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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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示範條款之約定，被保險人於退休金請領之日前身故者，保險人於給付被

保險人身故時之保單價值準備金予其身故受益人後，該被保險人之保險契約效力

即行終止。倘被保險人於退休金請領之日後身故者，保險人將一次返還未支領之

部分，亦即被保險人於該契約保證期間內尚未領取之退休金餘額。另外由於該餘

額為未來發生的分期給付，故提前一次返還時，應將未來給付之時間價值列入考

量，身故受益人可得之金額，為保險人依該年金契約最近一期之月退休金金額及

預定利率貼現所得之數額。 

然示範條款中復規定：「被保險人身故時，要保人或身故受益人應於知悉後

通知本公司，要保人其後所繳之保險費，本公司應無息核發予身故受益人。」該

條款中所稱要保人其後所繳之保險費，究何所指，實有疑問。按要保人為勞工提

繳保險費之義務係以僱傭關係為前提，一旦勞工身故致僱傭關係終止，雇主即無

再行為其提繳退休金之義務。倘雇主於勞工死亡後因疏忽更行提繳，則該金額應

返還與雇主，其既不得列為雇主之營業費用，亦無勞退條例保證收益之問題，保

險人所收受之金額理應無息返還予雇主，何來無息核發予身故受益人之理？示範

條款之規定徒增疑義，實應予釐清。本文建議應將該條修正為無息返還予要保

人，始為妥適。 

在受領資格方面，身故受益人原則上由被保險人指定，但於被保險人未為指

定，或身故受益人同時或先於被保險人身故時，則依勞退條例第二十七條之順序

299，由被保險人之遺屬受領。 

                                                 
299 該條規定如下： 
「依前條規定請領退休金遺屬之順位如下： 
一、配偶及子女。 
二、父母。 
三、祖父母。 
四、孫子女。 
五、兄弟、姊妹。 
前項遺屬同一順位有數人時，應共同具領，如有未具名之遺屬者，由具領之遺屬負責分配之；如

有死亡或拋棄或因法定事由喪失繼承權時，由其餘遺屬請領之。但生前預立遺囑指定請領人者，

從其遺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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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消滅時效 

 

按勞退條例第二十八條第四項中規定，退休金請求權自得請領日起，五年間

不行使而消滅。該規定並未準用於年金保險制。蓋基於保險契約所生權利之時

效，保險法於第六十五條本有規範，勞退年金保險亦無例外。但年金保險辦法復

於第四十三條規定：「勞工、勞工之遺屬或其指定受益人向保險人請領退休金之

權利，自得請領之日起，因五年不行使而消滅。」示範條款亦從之。此項規定雖

意在力求勞退條例下兩種新制之平衡，但有如下疑義，茲分述之： 

 

一、時效規定可否以契約變更 

 

我國民法第一百四十七條規定，時效期間，不得以法律行為加長或減短之，

並不得預先拋棄時效之利益。此乃強行規定，如該時效有延長或縮短之必要，應

以法律明文規範300。然目前實務見解認為，依保險法第五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本      

法之強制規定，不得以契約變更之，但有利於被保險人者，不在此限。」之意旨，

認為保險公司以特約延長保險金之請求權時效之約定，係有利於被保險人，且不

違背公序良俗，應認有效301。故縱然年金保險辦法之規定有逾越母法之虞，示範

條款中之時效延長亦無法律位階之效力，但依上述實務見解此延長時效之約定仍

應認其有效。 

                                                                                                                                            
勞工死亡後無第一項之遺屬或指定請領人者，其退休金專戶之本金及累積收益，應歸入勞工退休

基金。」 
300 郭玲惠，同前註 54，頁 67。 
301 參最高法院八十三年度第一次民事庭會議，民國八十三年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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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請領人不同可能有不同之時效規範？ 

 

針對前述年金保險辦法第四十三條之時效規定，論者嘗提出質疑，認為現行

立法下可能由於給付之性質差異，導致需依請領人之不同而適用不同之時效規

定。蓋年金保險之保險金請領人如為被保險人本人及指定受益人，性質上為一般

保險金，自可約定為五年。然在受益人不明之情形，依保險法第一百一十三條明

文，死亡保險契約未指定受益人者，其保險金額應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換言之

被保險人之法定繼承人將繼承此遺產，惟繼承權並非請求權，乃因被繼承人死亡

而發生，繼承人無須請求或為意思表示，爰此，前述時效之約定即無從適用，產

生被保險人及受益人之請領權利受到時效限制，倘受益人不明則不受時效限制的

不一致現象302。 

然本文認為上述說法實有誤會。保險法第一百一十三條之規定僅適用於死亡

保險，並未準用於年金保險章，因此並無前述遺產當然繼承之問題。依示範條款

之約定，受益人不明時係以被保險人之遺屬為給付受領人，本文以為，該遺屬之

順序雖然與民法繼承之順序相似，但年金保險契約下所稱之遺屬，仍係本於私法

保險契約中受益人之地位受領之，故同樣年金保險辦法所定五年之時效限制。 

 

第五節 忠誠義務之規範 

 

我國勞退條例有關忠誠義務之規範，明訂於該條例第四十二條，禁止管理退

                                                 
302 郭玲惠，同前註 54，頁 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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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金之相關人員對外公布業務處理上之秘密或謀取非法利益，並應善盡管理人忠

誠義務，為勞工及雇主謀取最大之經濟利益以保障勞工權益。但該忠誠義務之概

念本不存在我國傳統法律體系中，勞退條例對於其內涵、責任範圍與適用情形等

亦均未加以詳定，將來在適用上恐滋紛擾，其與年金保險制之調和，亦需要進一

步分析檢討。以下即以勞退新制之規定為基礎，參酌美國 ERISA有關受託人責

任之規範，針對我國法上忠誠義務之規範對象、請求權基礎等為較深入之討論。 

 

第一項 規範主體 

 

第一款 基本規定 

 

勞退條例第四十二條明訂，該條例之主管機關303、監理會、勞保局、受委託

之金融機構及其相關機關、團體所屬人員，均為負有忠誠義務之人。由體系上而

言，年金保險章並無準用規定，故該忠誠義務之規定似不適用於年金保險制，由

其列舉之規範主體而論，似乎亦僅考慮個人帳戶制之相關管理人。事實上，於年

金保險辦法中，另有類似忠誠義務之條文規定，將於後詳述。 

就前開規定而言，我國忠誠義務之規範主體系採列舉式的方式為之，與美國

以概括方式為之不同。由於我國在退休制度係以法律強制訂定之方式實施，相較

於美國企業在符合 ERISA基本規範下得自行設計退休計畫之情形不同。因此，

我國退休制度之關係人較為明確，採取列舉之方式為之在技術上亦非全然不可

行。然而，觀諸勞退條例之規範主體，實有若干疑義。首先，其將規範主體擴及

                                                 
303 依勞退條例第二條規定，主管機關在中央為行政院勞工委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

縣 (市) 為縣 (市)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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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主管機關與勞保局，並無實益。論者有謂，依勞退條例之規定，退休金係委由

監理會集中經營管理，且監理會應獨立行使職權，中央主管機關既無權介入勞工

退休金之經營、管理與投資決定，亦無指揮監督監理會之權，充其量僅能盡其行

政配合與保密之義務；惟該行政配合與保密之義務本係公務員應盡之義務，無待

於勞退條例更為規範304。 

再者，其條文以「受委託之金融機構及其相關機關、團體所屬人員」之方式

規範，僅規範了第一層之基金運用管理人，倘該受委託運用基金之管理人將基金

用於購買市面上已發行之投資組合商品，例如投資信託公司發行之共同基金305，

則該共同基金管理人尚非屬「受委託之金融機構及其相關機關、團體所屬人員」，

其是否適用忠誠義務之規定，容有疑義。關於此點參酌前述美國 ERISA之規定

可知，原則上僅有對該受益憑證有處分權之人應負受託人責任，該共同基金經理

人管理運用其受託資產時僅需依該募集基金時之投資方針及相關準則進行投

資，尚不需以受託人責任相繩。 

另外，論有亦有謂此種列舉式之規範方式造成忠實義務規範主體過於狹隘，

認為我國之規定並未包括提供投資建議以獲取報酬之人，亦未慮及新型態投資商

品可能直接或間接介入勞工退休金之經營、管理或資金運用，此種缺乏彈性之主

體規定實為我國忠實義務規範之一大缺失306。誠如上述，雖然我國目前在退休基

金的管理運用僅開放資金運用部份，多以全權委託之方式委託投信投顧業者投資

管理307，且亦未開放受託金融機構進行複委託308；然綜觀世界其他主要國家，退

                                                 
304 陳俊仁，同前註 172，頁 98。 
305 依勞工退休金條例退休基金管理運用及盈虧分配辦法第四條之規定，退休基金可投資於國內

公開募集或私募之證券投資信託基金受益憑證、國內共同信託基金受益證券或集合信託商品，或

投資於外國基金管理機構所發行或經理之受益憑證、基金股份或投資單位，即所謂境外基金。 
306 陳俊仁，同前註 172，頁 99。 
307自民國八十九年十月證券交易法開放投信投顧業者全權委託業務後，政府所屬基金多以此種方

式將資金運用委外處理。查目前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網站之資料，截至民國九十五

年三月為止，政府所屬基金之委託經營多集中於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僅有一家

獲得政府所屬基金之委託。詳細統計資料可見投信投顧同業公會網站，網址：

http://www.sitca.org.tw/Menu_main.asp?FD=D0000&FL=D5100.asp&Click=F&SSL=&typ=&TopSub
=1&SubOrder=4&Lang=C。（最後瀏覽日期：2006/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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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基金的管理運用通常會開放給金融機構來經營，尤其是確定提撥型態之帳戶型

企業退休金制度309。在我國勞退新制改採確定提撥制後，未來金融機構在勞退基

金之管理運用上有機會扮演更多元化之角色，倘主管機關認為在規範主體上採概

括性規定的明確性未足，仍欲採用列舉式規定，則應隨時透過相關約定將相關人

員列入適用範圍。 

 

第二款 年金保險制 

 

除前述勞退條例之概括性規定外，年金保險辦法中，亦規定保險人執行業

務，應善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忠實執行專設帳戶投資管理業務，確實維護勞工

及雇主之利益。然而對照兩者規定，可發現勞退條例之規定係提出所謂「管理人

忠誠義務」的概念；年金保險辦法中則使用民法上「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的

既有概念，加上保險人在管理專設帳戶之投資時的忠實義務。此兩制度下之退休

金管理人是否應予差別對待，不無疑問。 

實則，美國 ERISA之受託人責任原係針對信託計畫而來。由於信託計畫在

財產管理與投資方面極具彈性，所受法律限制較少，因此逐漸取代以保險方式實

施的退休計畫所佔的優勢地位，然也造成了退休計畫的創設人濫用退休基金的嚴

重問題310，故 ERISA針對此流弊訂定之受託人責任規定，原則上僅適用於信託

計畫。然而，ERISA並未將所有透過保險人實施之退休計畫均豁免於受託人責

任之適用範圍。如前第三章所述， ERISA第 401(b)(2)條區分該保險契約是否為

                                                                                                                                            
308 按勞工退休基金委託經營作業要點第九點規定，受託機構應遵循利益迴避原則及不得從事複

委託之行為。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九十三年三月三日勞動三字第Ｏ九三ＯＯ一Ｏ三四九號令修正發

布施行。 
309 王儷玲，同前註 271，頁 21。 
310 林炫秋，同前註 16，頁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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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給付保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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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保險公司非屬 ERISA定義下之受託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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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判斷

之原則，如同第三章所提及之 John Hancock Mutual Life Ins. Co. v. Harris Trust & 

Savings Bank一案所述，該審法院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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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以不受 ERISA受託人責任之規範。 

由上述投資風險轉移之判斷標準以觀，我國年金保險制之保險人除保證收益

之規定外，並未移轉投資風險，仍由選擇年金保險制之勞工自行承擔資金運用之

盈虧。就此點而言，我國勞退條例年金保險制下之保險人，所應負之責任應不亞

於其他相當於受託人地位之人。故吾人於解釋勞退條例與年金保險辦法之規定

時，實應加以注意，務力求兩者義務內容之一致。 

 

第二項 義務內容 

 

信託乃英美法上特有之制度。近年來由於公司董監事責任之問題逐漸受到重

視，學者大量引進英美法上有關董監事信託責任之學說及文獻，使信託責任衍生

而出之「注意義務」（duty of care）與「忠實義務」（duty of loyalty）逐漸為人熟

知，民國九十年修正公司法之時，亦於該法第二十三條明訂「公司負責人應忠實

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將上述兩概念定為明文。惟觀諸勞退條

例之規定，其並未援用前開公司法規定之文字，而係另行創設所謂「忠誠義務」

之字眼311。而此忠誠義務之規定係我國於制訂勞退條例時，參酌美國 ERISA 特

                                                 
311 查忠誠義務一詞，在目前我國成文法中為勞退條例所獨有，未見於其他法令中。 



 143

殊忠實義務之規範，將該勞工權益保障的基石引進我國勞退條例中312。故於解釋

其意義內容之時，自應參酌美國受託人責任之內容加以補充。 

 

第一款 另定忠誠義務之必要性 

 

如前所述，受託人責任係來自英美法體系之概念，我國勞退條例試圖以忠誠

義務導入此概念保障勞工權益，誠值可取，然我國民法中「委任」關係下存有之

特殊義務概念，與英美法之信託責任實相當類似。此則產生一問題，即在相關有

價證券投資之規範下，是否尚須引進所謂忠誠義務？以下即分由拘束主體及義務

之標準分析之。 

 

第一目 拘束主體 

 

就投資人保護之角度而言，勞工將退休帳戶資金委由專業機構經營，係居於

委託人之地位與該受託專業機構成立委任關係，則依民法規定受任人本應盡與處

理自己事物為同一之注意，受有報酬者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為之313，則該善良

管理人之注意規範似即足以保護勞工之權益。然而，委任既屬契約，則契約所規

範之內容與所伴隨之權利與義務只能拘束契約當事人，該受任人之受雇人除非有

侵權行為，否則不當然需對委任人負責。民法委任之規定，顯有其侷限性，倘適

用於勞退新制，則更有杆格難入之情形。蓋雇主所提撥之退休金係由監理會集中

管理，勞工與監理會之法律關係是否為委任，已有疑問；倘監理會負委託金融機

                                                 
312 陳俊仁，同前註 172，頁 86。 
313 民法第五百三十五條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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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運用資金，則該金融機構與勞工間之關係當更值得質疑314。遑論年金保險制

中，該保險契約係存在於雇主（要保人）與保險人之間，保險人對勞工所負之義

務將更有疑問。故就拘束主體而言，傳統委任關係之規範在勞工退休制度上實有

其窒礙難行之處，必須藉由勞動法更為規範，始得為勞工之權益提供完善保障。 

 

第二目 義務之標準 

 

在義務之標準方面，傳統委任關係下之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用於規範退

休金之運用管理人實顯不足。所謂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乃通常合理人的注意，屬

一種客觀化或類型化之過失標準，即行為人應具其所屬職業，某種社會活動的成

員或某年齡層通常所具之智識能力315。就一個受委託進行投資之人而言，其僅需

具備其專業上應有之智識能力，對於處理受託事務採取一通常謹慎之人處理自己

之財產般之注意與技能，即已盡其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此種義務內涵，充其

量僅相當於美國法上之「謹慎之人原則」（Prudent Man Rule），尚不及「審慎投

資人原則」（Prudent Investor Rule）316，亦即前述第三章引進現代投資組合理論

而生之「分散投資」等義務，均非我國法律概念上「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所

能包含，僅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規範年金保險之保險人，對勞工之保障

實有不足。姑不論將來實務上產生爭議時，法院是否會基於勞工保護之理念而從

寬認此義務內涵，吾人於立法階段即應明辨此兩項概念，以求明確。故本文以為

基於勞工退休金之性質，對負責管理運用之人課以較傳統委任契約更高之注意義

務，核屬必要。 

                                                 
314 陳俊仁，同前註 172，頁 94。 
315 王澤鑑，侵權行為法，三民書局經銷，民國八十七年九月，頁 296。 
316 有關兩者之差異及演進，參陳惠如，「謹慎投資人原則」之研究－兼論我國受託人投資權限之

規範，國立中正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九十四年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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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實質義務內容 

 

承前所述，忠誠本非我國固有之傳統法律規範。惟在退休金制度中，勞退條

例亦參酌美國 ERISA中之規定，於第四十二條明訂：「主管機關、監理會、勞保

局、受委託之金融機構及其相關機關、團體所屬人員，除不得對外公布業務處理

上之秘密或謀取非法利益，並應善盡管理人忠誠義務，為勞工及雇主謀取最大之

經濟利益。」勞退條例之規定雖提出所謂「管理人忠誠義務」的概念，惟對於其

實質內涵卻未加以著墨，該名詞亦未見於我國成文法令。則其僅係名詞翻譯上之

差異317，抑或另有所指，實有疑問。遍查立法說明，亦未對此點加以說明。 

本文以為，有鑑於勞工退休金制度之特殊性質，在相關運用管理人員之行為

標準應有較為完善嚴謹之規範。倘認為勞退條例所稱之忠誠義務與一般概念之忠

實義務同義，則僅能將其解釋為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一環，相較於英美法上之

審慎投資人原則，仍有其不足之處。故本文認為，參照美國 ERISA 對於受託人

之行為標準來解釋勞退條例之規定，似較為妥適。 

針對年金保險制之保險人而言，雖然年金保險辦法之規定並未出現「管理人

忠誠義務」等字眼，但兩者不應與差別待遇，已如前述。則參酌 ERISA有關受

託人責任之規定，下述三點內涵實值我國將來解釋年金保險人之應盡義務時做為

參考： 

（一）保險人之行為需以對勞工及其指定受益人之利益為唯一考慮。 

                                                 
317 所謂 Duty of Loyalty之中文譯法在國內仍有歧異，多數學者及成文法將其譯為忠實義務，如

王文宇，公司法論，元照出版，民國九十二年十月，頁 123。亦有譯為忠誠義務者，如謝哲勝，
信託法總論，元照出版，民國九十二年六月，頁 65-66。關於信賴義務、忠實義務、忠誠義務等
名詞之辨析，詳參陳惠如，同前註，頁 4-5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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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險人之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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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退休事務時所可能採取的行為。 

（三）除非基於審慎判斷而不為，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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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項 爭議解決機制---請求權基礎 

 

觀諸勞退條例之規定，並未針對違反該條例第四十二條忠誠義務規定時之罰

則規定。此時為我國勞退立法上之一大疏漏，蓋倘無請求權基礎之授與，條例中

有關忠誠義務之設計恐將形同具文。論者有謂，勞工若欲尋求因負有忠誠義務之

人因違反義務所受損害之救濟，最可行之方式為依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二項之

侵權行為主張損害賠償。惟我國勞退條例第四十二條是否為保護他人之法律，在

適用上恐有爭議318。究其解決之道，乃係仿照美國 ERISA法案之規定，明訂勞

工或雇主對勞退基金相關運用管理人違反忠誠義務時一明確之請求權基礎，並賦

予主管機關代勞工進行求償之權利，對廣大勞工之退休保障始為適足。 

對選擇實施年金保險制之企業而言，現行法律規範雖有上述不足之處，但除

等待修法之外，並非完全無解決之道。由於目前勞退條例之資格限制，得實施年

金保險之企業多為頗具規模之集團公司，其自可透過契約之談判，本於要保人之

地位與保險人洽訂投資方針及資產配置策略，將前述受託人之義務明訂於契約

中，並將保險人違反之時的損害賠償責任事前加以明確化，既可確保其所雇用勞

工之權利受到保障，亦可收嚇阻之效。 

                                                 
318 陳俊仁，同前註 172，頁 100-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