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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國勞工老年保障制度探討 

   我國目前為止尚未發展出涵蓋全民性質的老年保障制度，現今年滿二

十五歲，未滿六十五歲之中壯人口當中仍有約三百五十三萬人尚未能享有

社會保險所提供之老年給付保障。 

 

我國目前的老年社會安全相關規定，是由許多不同的職業別的年金及

退休金制度所組成，相關的法令包括了公教人員保險法、軍人保險條例、

勞工保險條例、勞工退休金條例、老人福利法、老年農民福利津貼暫行條

例、公務人員退休法、公務人員撫卹法、學校教職員退休條例、學校教職

員撫卹條例及軍人撫卹條例。台灣現行退休金制度有強烈的職業分類色

彩，不但年金的保險對象以不同職業加以區分，年金的領取年齡及給付水

準更因職業的不同，有著不同的標準。 

 

   本章將針對勞工老年保障部分進行探討，由現行的勞工保險條例、勞

動基準法退休金規定、勞工退休金條例著手，以國際勞工組織的老年保障

相關規定為範本，檢視我國法規內容並探討實質保障內涵。 

    

第一節 我國目前相關制度 

壹、勞工保險條例 

民國三十六年憲法公佈實施後將社會安全列為基本國策之一，又以社

會保險為社會安全的主要基礎，憲法第一百五十五條規定，「國家為謀社

會福利，應實施社會保險制度」此足以說明我政府對建立社會保險制度的

重視及今後的立法依據。民國三十九年三月開辦勞工保險，為我國正式實

施強制性社會保險的開端120。 

 

勞工保險乃是政府為推行社會政策，應用保險技術，採用強制方式，

對於多數勞工遭遇到生、老、病、死、傷、殘等事故時，提供保險給付，

以保障最低經濟安全為目的之一種社會保險制度。基於互助共濟的原則

下，採用危險分擔方式，集合多數人並配合政府的經濟力量，以保障勞工

生活，促進社會安全。當被保險人遭遇生、老、病、死、傷、殘及失業等

                                                 
120 黃越欽，勞動法新論，2002 年修訂二版，頁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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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時，本人或家屬均可領取勞工保險給付，獲得經濟上的幫助121。 

 

一、保障對象 

 

根據勞工保險條例第六條規定凡年滿十五歲以上，六十歲以下之下列

勞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全部參加勞工保險

為被保險人： 

1. 受僱於僱用勞工五人以上之公、民營工廠、礦場、鹽場、農場、牧場、

林場、茶場之產業勞工及交通、公用事業之員工。 

2. 受僱於僱用五人以上公司、行號之員工。 

3. 受僱於僱用五人以上之新聞、文化、公益及合作事業之員工。 

4. 依法不得參加公務人員保險或私立學校教職員保險之政府機關及公、

私立學校之員工。 

5. 受僱從事漁業生產之勞動者。 

6. 在政府登記有案之職業訓練機構接受訓練者。 

7. 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參加職業工會者。 

8. 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參加漁會之甲類會員。 

前項規定，於經主管機關認定其工作性質及環境無礙身心健康之未滿十五

歲勞工亦適用之。 

前二項所稱勞工，包括在職外國籍員工。 

 

二、經費來源 

 

根據勞工保險條例第十三條規定，勞工保險之保險費率，由中央主管

機關按被保險人當月之月投保金額薪資百分之六點五至百分之十一擬

訂，報請行政院核定之。 

 

根據勞工保險條例第十五條規定勞工保險保險費之負擔，依下列規定

計算之： 

1.  第六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六款及第八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

之 

    被保險人，其普通事故保險費由被保險人負擔百分之二十，投保單位 

    負擔百分之七十，其餘百分之十，在省，由中央政府全額補助，在直 

    轄市，由中央政府補助百分之五，直轄市政府補助百分之五；職業災 

    害保險費全部由投保單位負擔。 

2.  第六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之被保險人，其普通事故保險費及職業災害 

    保險費，由被保險人負擔百分之六十，其餘百分之四十，在省，由中 

                                                 
121 柯木興，社會保險，中國社會保險學會，民國八十四年八月修訂版，頁 35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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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政府補助，在直轄市，由直轄市政府補助。 

3.  第六條第一項第八款規定之被保險人，其普通事故保險費及職業災害 

    保險費，由被保險人負擔百分之二十，其餘百分之八十，在省，由中 

    央政府補助，在直轄市，由直轄市政府補助。 

4.  第八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之被保險人，其普通事故保險費及職業災害 

    保險費，由被保險人負擔百分之八十，其餘百分之二十，在省，由中 

    央政府補助，在直轄市，由直轄市政府補助。 

5.  第九條之一規定之被保險人，其保險費由被保險人負擔百分之八十， 

    其餘百分之二十，在省，由中央政府補助，在直轄市，由直轄市政府 

    補助。 

 

三、領取資格 

 

被保險人合於下列規定之一者，得請領老年給付：（勞工保險條例第

五十八條） 

1.  參加保險之年資合計滿一年，年滿六十歲或女性被保險人年滿五十五

歲退職者。 

2.  參加保險之年資合計滿十五年，年滿五十五歲退職者。 

3.  在同一投保單位參加保險之年資合計滿二十五年退職者。 

4.  參加保險之年資合計滿二十五年，年滿五十歲退職者。 

5.  擔任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具有危險、堅強體力等特殊性質之工作合計

滿五年，年滿五十五歲退職者。 

被保險人已領取老年給付者，不得再行參加勞工保險。 

 

四、給付標準 

 

被保險人依前條第一項規定請領老年給付者，其保險年資合計每滿一

年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發給一個月老年給付；其保險年資合計超過十五

年者，其超過部分，每滿一年發給二個月老年給付。但最高以四十五個月

為限，滿半年者以一年計。（勞工保險條例第五十九條） 

 

被保險人年逾六十歲繼續工作者，其逾六十歲以後之保險年資最多以

五年計，於退職時依第五十九條規定核給老年給付。但合併六十歲以前之

老年給付，最高以五十個月為限。（勞工保險條例第六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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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企業退休金制度 

我國相關的企業退休金規定主要規範於勞動基準法中，勞動基準法的

退休金制度之建立，是基於過去事業單位內自設退休金制度的情形，並不

普遍完善，雖然勞動者受到勞工保險條例的老年退休制度保障，但為了更

能保障勞動者退休後生活的安定性，於民國四十年四月頒訂台灣省工廠工

人退休規則，但由於效果不彰，勞資間的爭議不斷，遂於民國七十三年制

訂勞動基準法時，加入了退休制度專章，以作為事業單位制訂退休金制度

的最低標準122。 

 

民國 94 年 7月 1日，勞工退休金條例正式施行，依規定施行前已適用

勞動基準法之勞工，於施行後仍服務於同一事業單位者，得選擇繼續適用

勞動基準法之退休金規定，因此雖然新制已施行，但仍有部分勞工適用於

舊制勞動基準法規定。 

 

新制勞工退休金條例主要是以個人可攜式帳戶制為主，年金保險制的

商業年金保險為輔的制度。勞工轉換工作，帳戶跟著勞工走，工作年資可

以累計，給付權益獲得保障。 

 

所謂個人帳戶制係指依規定由勞雇雙方或雇主一方依其員工薪資所得

按月提撥一定百分比充當退休基金準備，並設立個人帳戶，採本金加利息

的儲存方式，在勞工到達一定年齡或符合請領資格條件退職時，可從其帳

戶中請領本息的一種強制儲蓄制度。其最大特色，係受僱勞工轉換雇主

時，仍可保有其退休金權益或稱年金權(pension right)，不因個人工作

的轉換而影響其工作（或保險）年資的承認，個人隨時可攜帶走。但個人

帳戶制在財務處理上，則採完全提存方式(fully funding)辦理，具有適

足的退休準備財源；在支付方式上，主要係採一次給付制的退休金型態為

主。而所謂年金化，係指將原一次給付方式的老年退休金轉化成為定期性

年金給付方式的一種處理過程，透過保險精算上的利率、薪資等因素及年

金生命表（死亡表）中的平均餘命數值加以換算成為一種確定年金型態。

惟確定年金並非一般所稱的活得愈久，領得愈多的終身年金(whole life 

annuity)，而它與人的生存要件無關
123。 

 

                                                 
122 陳姵羚，勞工老年經濟安全保障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勞工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九十二年

六月，頁 33。 
123 柯木興，談個人帳戶制與年金化，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金會，社會(析)094-001 號，民國

九十四年一月十九日。http://www.npf.org.tw/PUBLICATION/SS/094/SS-B-094-001.htm，瀏覽日期：

民國九十六年八月二十一日。 



 62

一、舊制部分 

 

保障對象 

 

依據勞動基準法第五十三條規定，勞工工作十五年以上年滿五十五歲

者或工作二十五年以上者，得自請退休。第五十四條規定，勞工年滿六十

歲者或心神喪失或身體殘廢不堪勝任工作者，雇主得依據此條文強制勞工

退休。而對於擔任具有危險、堅強體力等特殊性質之工作者，得由事業單

位報請中央主管機關予以調整，但不得少於五十五歲。第五十七條規定勞

工工作年資以服務同一事業單者為限。但受同一雇主調動之工作年資，及

依第二十條規定應由新雇主繼續予以承認之年資，應併計之。也就是說年

資計算需以同一雇主為限，若勞工中途離職，其年資則不予計算，新的年

資需重新累積。 

 

給付標準 

 

   根據勞動基準法第五十五條規定，退休金之給付標準如下： 

 

1.按其工作年資，每滿一年給與兩個基數。但超過十五年之工作年資， 

    每滿一年給與一個基數，最高總數以四十五個基數為限。未滿半年者 

    以半年計；滿半年者以一年計。 

2.依第五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強制退休之勞工，其心神喪失或身 

    體殘廢係因執行職務所致者，依前款規定加給百分之二十。 

 

前項第一款退休金基數之標準，係指核准退休時一個月平均工資。第

一項所定退休金，雇主如無法一次發給時，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分期

給付。本法施行前，事業單位原定退休標準優於本法者，從其規定。 

 

退休金提撥與管理 

 

根據勞動基準法第五十六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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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提撥之比率、

程序及管理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報請行政院核定之。 

前項雇主按月提撥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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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組織、會議及其他相關事項，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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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基金之收支、保管及運用，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委託金融

機構辦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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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金之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

報請行政院核定之。 

 

雇主所提撥勞工退休準備金，應由勞工與雇主共同組織勞工退休準備

金監督委員會監督之。委員會中勞工代表人數不得少於三分之二；其組織

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勞工退休準備金提撥及管理辦法第二條規定，勞工退休準備金由各事

業單位依每月薪資總額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十五範圍內按月提撥之。但在所

得稅法未修正前，仍依該法之規定辦理。 

 

二、新制勞工退休金條例 

 

制度種類 

 

個人退休金專戶制： 

 

雇主應為適用本條例之勞工，按月提繳退休金，儲存於勞保局設立之

勞工退休金個人專戶。（第六條） 

 

年金保險制： 

 

僱用勞工人數二百人以上之事業單位經工會同意，事業單位無工會

者，經二分之一以上勞工同意後，投保符合保險法規定之年金保險，得不

依第六條第一項規定提繳勞工退休金。但選擇參加年金保險之勞工人數未

達全體勞工人數二分之一以上者，仍不得實施。 

前項所定年金保險之收支、核准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事業單位採行前項規定之年金保險者，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

核准。 

第一項年金保險之平均收益率不得低於第二十三條之標準。（第三十

五條） 

 

勞工離職後再就業，所屬年金保險契約應由新雇主擔任要保人，繼續

提繳保險費。新舊雇主開辦或參加之年金保險提繳率不同時，其差額應由

勞工自行負擔。但新雇主自願負擔者，不在此限。前項勞工之新雇主未辦

理年金保險者，應依第六條第一項規定提繳退休金。除勞雇雙方另有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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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所屬年金保險契約之保險費由勞工全額自行負擔；勞工無法提繳時，

年金保險契約之存續，依保險法及各該保險契約辦理。 

第一項勞工離職再就業時，得選擇由雇主依第六條第一項規定提繳退

休金。（第三十八條） 

 

經費來源 

 

雇主每月負擔之勞工退休金提繳率，不得低於勞工每月工資百分之六。 

前項規定月提繳工資分級表，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報請行政院核定之。 

勞工得在其每月工資百分之六範圍內，自願另行提繳退休金。勞工自願提

繳部分，得自當年度個人綜合所得總額中全數扣除。（第十四條） 

 

領取資格 

 

勞工年滿六十歲，工作年資滿十五年以上者，得請領月退休金。但工

作年資未滿十五年者，應請領一次退休金。 

前項工作年資採計，以實際提繳退休金之年資為準。年資中斷者，其

前後提繳年資合併計算。（第二十四條） 

 

給付標準 

 

退休金之領取及計算方式如下：（第二十三條） 

1.月退休金：勞工個人之退休金專戶本金及累積收益，依據年金生命表，

以平均餘命及利率等基礎計算所得之金額，作為定期發給之退休金。 

2.一次退休金：一次領取勞工個人退休金專戶之本金及累積收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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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項第一款所稱年金生命表、平均餘命、利率及金額之計算，由勞保局

擬訂，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勞工開始請領月退休金時，應一次提繳一定金額，投保年金保險，作

為超過第二十三條第三項所定平均餘命後之年金給付之用。 

前項規定提繳金額、提繳程序及承保之保險人資格，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第二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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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國民年金法（民國九十七年十月一日施行） 

我國人口老化快速，老年人口急遽增加，保障國民老年基本經濟安全

已成重要課題。儘管我國公教、軍、勞保等社會保險已行之有年，惟因保

障對象未能含括未就業者，致目前 25 歲至 64 歲國民中，約有 353 萬人尚

未能享有公教、軍、勞保所提供之老年經濟安全保障，因此政府確有必要

建構一個更完善之社會安全網，而經由國民年金制度之推動，可提供民眾

老年基本經濟安全之保障，以達到全民照顧之理念。藉由推動國民年金制

度，將未能享有軍、公教、勞保等社會保險老年給付之國民約 353 萬人納

入保障，使我國之社會安全網得以全面性建構，未來老年國民的基本經濟

安全均可獲得實質保障，以落實全民照顧之理念。 

 

國民年金開辦後，將現有相關津貼予以整合制度化，並兼顧民眾既有

權益之保障，將敬老福利生活津貼、老年農民福利津貼及原住民敬老福利

生活津貼整合納入國民年金給付，以達整合現有津貼之目的，並使符合領

取現有各項津貼者之既有權益均得以獲得保障，以減少制度之衝擊。 

 

國民年金之規劃，自九十五年十月起召開九次跨部會研商會議、四場

公聽會，廣納各界意見。依據歷次會議之決議，研擬完成「國民年金法」

草案，於九十六年四月十二日將草案函送行政院審議，行政院隨即於同年

四月二十六日、二十七日召開兩次審查會議完成該法案審查工作，該草案

於九十六年五月二日提經行政院院會討論通過，並於九十六年五月三日函

送立法院審議。國民年金法於民國九十六年八月八日公布，自中華民國九

十七年十月一日起施行。 

 

根據行政院的法案說明，國民年金採「社會保險」方式辦理，具有「風

險分攤」、「代間移轉」、「所得重分配」等功能。且國民年金保險包含

有對身心障礙者及低收入者「給予較高保險費補助比例」及對無力一次繳

納保險費者「給予分期或延期繳費」等之設計，已就民眾繳費能力予以考

量，且政府負擔之保險費補助，係由全民繳納之稅收予以支付，亦可達所

得重分配之效果。 

 

由於家庭主婦或中壯人口進出勞動市場或職場轉換頻繁為現代社會之

特性，國民年金制度之設計有必要與現行相關社會保險銜接，以加強我國

現有社會保險制度之完整性及互補性。故「國民年金保險」之規劃，部分

內涵係以勞保年金化內涵辦理，如第一年之月投保金額即係以勞保投保薪

資表第一級（即基本工資）訂定，又保險費率之調整機制及老年年金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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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方式亦與勞保大致相同，且老年給付申請採單一窗口等設計，更有利

於將來能與勞工保險制度整合。此外，由於國民年金保險將十五歲至未滿

六十五歲之農民強制納入保障，並自農保退保，因此將使農民逐漸整合至

國民年金，使農民獲得比農保更完善之保障。 

 

由於我國並未有涵蓋全民的老年保障，國民年金的立法是一個很重要

的里程，不過可惜的是，國民年金法中針對的是未曾領取相關社會保險老

年給付者為主要涵蓋範圍，也就是將未能享有軍、公教、勞保等社會保險

老年給付之國民納入保障，希望藉由國民年金補全我國的社會安全體制。

雖然整合了過去每到選舉期間就不斷成為競選籌碼的各式津貼，但我國老

年保障制度的體制分立、給付水準不一、保障目的與層級依然紛亂，制度

之間的統整與轉換問題依舊存在。 

 

雖然國民年金保障對象並不涵蓋在職勞工，但基本上還是屬於較基礎

的年金層級設計，且國民年金之規劃，內涵大致以勞保年金化內涵辦理，

如第一年之月投保金額以勞保投保薪資表第一級（即基本工資）訂定，保

險費率調整機制與老年年金給付計算方式也和勞保大致相同，老年給付申

請採單一窗口等設計，未來目標希望能與勞工保險制度整合。加上當勞工

面臨失業中斷勞保年資時，國民年金是否成為另一保障方式，制度間的轉

換如何運作，權力如何維持，在未來勢必是會遇到的問題，因此對國民年

金制度也做一介紹。 

 

一、保障對象 

 

保險對象以年滿 25 歲至未滿 65 歲，未參加軍、公教、勞保，且未曾

領取相關社會保險老年給付者為主要涵蓋範圍。 

 

第七條  未滿六十五歲國民，在國內設有戶籍而有下列情形之ㄧ者，

除應參加或已參加相關社會保險者外，應參加本保險為被保險人： 

1. 年滿二十五歲，且未領取相關社會保險老年給付。 

2. 本法施行前，除勞工保險老年給付外，未領取其他相關社會保險老

年給付；或本法施行後十五年內，其領取勞工保險老年給付之年資未達十

五年，且未領取其他相關社會保險老年給付。 

3. 本法施行時年滿十五歲，且已參加農民健康保險。但年滿六十五歲

前，不再從事農業工作者，不在此限。 

依前項第三款規定應參加本保險者，於符合加保資格前一日，其農民

健康保險逕予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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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費來源 

 

月投保金額： 

（1）開辦第 1年，以勞保投保薪資表第一級定之。 

（2）第 2年起，當消費者物價指數(CPI)累積成長率達 5%時，即按該成長

率調整月投保金額。 

保險費率： 

（1）開辦第 1年保險費率訂為 6％。 

（2）自第 3年起，保險費率依下列二機制調整之： 

　參照勞保年金化費率自動調整機制調整，即第 3年調高 0.5%，以後每 2

年調高 0.5%至上限 10%。 

　保險基金餘額足以支付未來 20 年保險給付時，不予調高。  

保險費補助：一般民眾保險費補助 40%，低收入戶保險費補助 100%，而

身障者則依其障等提高保險費補助比率 55~100%。 

 

第十條　本保險之保險費率，於本法施行第一年為百分之六點五；於

第三年調高百分之零點五，以後每二年調高百分之零點五至上限百分之十

二。但保險基金餘額足以支付未來二十年保險給付時，不予調高。 

 

第十一條  本保險之月投保金額，於本法施行第一年，依勞工保險投

保薪資分級表第一級定之；第二年起，於中央主計機關發布之消費者物價

指數累計成長率達百分之五時，即依該成長率調整之。 

 

第十二條　本保險保險費之負擔，依下列之規定： 

1.被保險人為符合社會救助法規定之低收入戶，在直轄市，由直轄市

主管機關全額負擔；在縣（市），由中央主管機關負擔百分之三十五，縣

（市）主管機關負擔百分之六十五。 

2.被保險人為符合法定身心障礙資格領有證明者： 

（1）極重度及重度身心障礙者，由中央主管機關全額負擔。 

（2）中度身心障礙者負擔百分之三十，中央主管機關負擔百分之七十。 

（3）輕度身心障礙者負擔百分之四十五，中央主管機關負擔百分二十

七點五，直轄市主管機關及縣（市）主管機關負擔百分二十七點

五。 

3.其餘被保險人自付百分之六十，中央主管機關負擔百分之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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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領取資格 

 

第二十九條 被保險人或曾參加本保險者，於年滿六十五歲時，得請

領老年給付。 

 

第三十一條  本法施行時年滿六十五歲國民，在國內設有戶籍，且於

最近三年內每年居住超過一百八十三日，而無下列各款情事之一者，視同

本法被保險人，得請領老年基本保證年金，每人每月新臺幣三千元至死亡

為止， 

 

保險制度採柔性強制，不投保者不罰，但無法享有國民年金相關保障。

欠費 10 年內得計算利息補繳，不影響計算年資。 

 

四、給付標準 

 

第三十條  請領老年給付，依下列方式擇優計給： 

1.月投保金額乘以其保險年資，再乘以百分之零點六五所得之數額加新 

    臺幣三千元。 

2.月投保金額乘以其保險年資，再乘以百分之一點三所得之數額。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得選擇前項第一款之計給方式： 

1.有欠繳保險費期間不計入保險年資情事。 

2.發生保險事故前一年期間，有保險費未繳納情形。 

3.領取相關社會福利津貼。 

4.已領取相關社會保險老年給付。但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被保險人

僅領取勞工保險老年給付者，不在此限。 

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請領老年年金給付者，其數額與第二款計算所得數額

之差額，由中央主管機關負擔。 

老年年金給付，自符合條件之當月起按月發給至死亡當月止。 

依第三十三條規定請領身心障礙年金給付者，於年滿六十五歲時，得改請

領老年年金給付，其請領身心障礙年金前之保險年資，得併入本條之保險

年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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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未來規劃制度 

勞工保險年金制修正草案 

    

現行勞工保險給付採一次給付，一次給付具有容易受通貨膨脹而貶值

或勞工本身投資不當的風險，為能合理保障勞工老年退休生活，勞工委員

會於民國八十九年九月成立「勞工保險老年年金制度規劃小組」，召開多

次老年年金制度規劃會議，於民國九十二年四月三十日完成勞工保險年金

制度之相關條文修正草案送至立法院審議，最後因費率調整機制問題未有

共識，而未能完成審議。 

 

   先進國家勞動保險制度，對於勞工發生身心障礙、老年及死亡保險事

故時，皆以年金給付方式予以保障，勞工委員會在考量老年年金之必要性

外，對於身心障礙採一次給付方式，保障不足且未能考量被保險人之長期

生活保障，因此在民國九十三年開始，召開多次制度規劃會議，並將身心

障礙及遺屬年金制度與老年年金制度作整體搭配，進行年金規劃與修法準

備。 

 

一、領取資格 

 

年滿六十歲，保險年資合計滿十五年，離職退保者，可以請領老年年

金給付。至於年滿六十歲，離職退保，保險年資未滿十五年者，得請領老

年一次金給付。 

 

二、給付標準 

 

依下列兩種計算方式擇優發給： 

3000 元＋平均投保薪資×保險年資×0.55﹪。 

平均投保薪資×保險年資×1.1﹪。 

 

請領年齡自施行第五年起提高一歲，其後每兩年提高一歲至六十五歲為

限。 

延遲年金：符合老年年金條件而延後請領者，每延後一年，按老年年金標

準計算後金額增給 4﹪，至多增給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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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正要點 

 

1. 增列保險費率調整機制。（修正條文第十三條） 

 

2. 年金及老年一次金給付平均月投保薪資之計算，按被保險人全部加保

期間每月投保薪資予以調整後平均計算；依第五十八條第二項規定選

擇一次請領老年給付者，仍依現行退保前三年之平均月投保薪資計

算。（修正條文第十九條） 

 

3. 勞工保險身心障礙給付標準授權由中央主管機關訂之。（修正條文第五

十三條） 

 

4. 身心障礙年金之給付條件、給付標準、職業災害身心障礙補償一次金

發給等規定。（修正條文第五十四條之一至五十七條） 

 

5. 老年給付區分為年金及一次給付金，分別規定其給付條件及給付標

準；增列展延老年年金及請領年齡逐步提高之規定；年金給付施行前

有參加勞工保險年資者，於符合現行老年給付條件時，得選擇一次請

領老年給付。（修正條文第五十八條、第五十八條之一、第五十八條之

二、第五十九條） 

 

6. 遺屬年金之給付條件、給付標準及職業災害死亡補償一次金等規定。

（修正條文第六十三條至第六十五條） 

 

7. 年金給付按月發給；領取年金給付者，保險人認為有不符合給付條件

之事由，必要時得要求其提出相關文件予以查證，查證期間並得停止

發給；年金給付擇一請領，選擇一次請領者老年給付者不得請領任何

年金給付；年金給付金額於消費者物價指數累計成長率達正負百分之

五時，即依該成長率調整。（修正條文第六十五條之一至第六十五條之

四） 

 

8. 請領勞工保險老年給付與國民年今老年給付時，得向任一保險人同時

請領；被保險人於各該保險之年資，未達請領老年年金給付之年限條

件，而合併保險之年資後已符合者，亦得請領老年年金給付。（修正條

文第七十四條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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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際勞工組織公約對我國的啟示 

壹、老年保障的基本原則 

根據第三章的討論，老年保障公約最重要的分水嶺，即是第一○二號

社會安全最低基準公約，第一○二號公約不同於國際勞工組織過去所訂定

的公約，它是在一個架構下，處理包含在社會安全中的九大相關領域（醫

療、疾病、失業、老年、職災、家庭、生育、殘障、遺屬）。一九六七年

的第一二八號公約包含了殘障、老年、遺屬三項長期的意外事故保障，提

供了較高水準的保障，受到保障勞工的範圍也更廣泛，擴大到所有受僱者。 

 

我國目前社會安全中的九大相關領域保障（醫療、疾病、失業、老年、

職災、家庭、生育、殘障、遺屬）仍分散在各法令規範中，並未有整合各

大領域的架構或統一的行政組織負責，其中老年保障根據不同的職業別，

而有著不同的保障架構。我國的勞工保險條例是唯一較具全面性的綜合保

障，保險中包括了生育給付、傷病給付、醫療給付、殘廢給付、老年給付、

死亡給付，不過由於勞工保險中的各項給付，僅以符合勞工保險規定範圍

的被保險人為主，保障範圍有限，且皆以一次給付為原則，因此對照顧投

保人的效果大打折扣。 

 

ILO 憲章序言和人權宣言中確立，整個國際社會皆須對老年保障提供全

面且長期的政策考量。第一○二號公約和第一二八號公約同時也針對老年

保障和社會安全提出兩個基本觀念，社會保險基本上是以勞雇雙方的保險

費繳納為基礎，國家可介入也可不介入，而一般性的基本保障則是以國家

稅收為基礎，提供給所有人民。 

 

勞工保險雖有社會保險的基本概念存在，但其「一次性給付」方式，

被保險人僅能就一次請領的退休金自行投資運用，此種設計無法提供穩定

的生活照顧
124。 

 

勞工退休金條例第六條規定雇主應為適用本條例之勞工，按月提繳退

休金，儲存於勞保局設立之勞工退休金個人專戶。退休金採個人帳戶制，

由雇主每月依規定比率提繳，實質上為一強制儲蓄制度，帳戶中的儲備基

本上乃是薪資的一部份，雖規定由雇方負擔，但由於轉嫁之可能，雇主在

                                                 
124 鍾秉正，年金財產權之憲法保障—從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四三四號解釋出發，中正法學集

刊第十期，民國九十一年十一月，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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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訂定上即可能將其需負擔部分轉嫁到勞工身上，造成勞工薪資水準的

下降，使得個人帳戶制反而成為勞工的負擔與責任125。由國家訂定法令要

求雇主累積個人帳戶中的儲蓄金額，老年照顧責任落在雇主身上，並不符

合國際勞工組織社會安全制度的內涵，制度本身也不具任何社會保險與所

得重分配的社會意義。 

 

貳、退休金的形式和比率（Form and rate of benefit） 

   第三章中提到老年保障的主要目標，是提供人們退休後合理生活水準

的維持，以此原則來看，對退休後生活較有保障的方式，在社會安全的體

系中，是以年金給付的方式為主。一般來說，一次給付的方式無法確保提

供退休後的生活維持，這也是絕大部分的給付皆根據第一○二號公約第二

十八條和第一二八號公約第十七條的規定，以年金方式給付126。 

 

勞動基準法以及勞工保險條例中的老年保障部分，退休金皆為一次給

付性質，並非年金性質。一次給付的方式，容易受到個人運用不當或通貨

膨脹等因素，而無法提供老年長期穩定的經濟安全保障。 

 

勞工退休金條例規定之退休金領取及計算方式有月退休金與一次退休

金兩種，月退休金是指勞工個人之退休金專戶本金及累積收益，依據年金

生命表，以平均餘命及利率等基礎計算所得之金額，作為定期發給之退休

金；一次退休金則是一次領取勞工個人退休金專戶之本金及累積收益。 

 

其中所謂月退休金係指勞工個人之退休金專戶本金及累積收益，依據

年金生命表，以平均餘命及利率等基礎計算所得之金額，作為定期發給之

退休金。將原一次給付方式的老年退休金轉化成為定期性年金給付，透過

保險精算上的利率、薪資等因素及平均餘命數值加以換算成為一種確定年

金型態。至於所謂確定年金則指被保險人符合一定給付要件時，其年金支

付期間事先可確定者而言，例如 15 年、20 年或依平均餘命的期間而定，

亦即約定在特定期間支付年金給付金額，若年金受領人死亡時，可由指定

受益人繼續領取其餘額到確定屆滿期間為止。惟確定年金並非一般所稱的

活得愈久，領得愈多的終身年金(whole life annuity)，與人的生存要件

無關
127。勞工退休金條例雖然有月退休金的規定， 但它和社會保險中所謂

                                                 
125 郭明政，勞工退休保障制度改革再思考，民國九十四年四月六日至八日「勞工退休保障制度

國際研討會」，台灣國際勞雇組織基金會，頁 6。 
126 內政部編印，國際勞工公約及建議書﹝中﹞，1987 年六月，頁 715、頁 822。 
127 柯木興，談個人帳戶制與年金化，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金會，社會(析)094-001 號，民國

九十四年一月十九日。http://www.npf.org.tw/PUBLICATION/SS/094/SS-B-094-001.htm。瀏覽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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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年金制度並不相同，僅是將退休帳戶中累積的儲金分期給付。 

 

由上述可以發現，個人帳戶制的本質是一個以個人資產為主的強制儲

蓄方案，帳戶存款的累積因個人工作薪資與儲蓄能力而異，不具任何所得

重分配的效果。此確定提撥方式無法抵禦貨幣貶值與通貨膨脹的影響，如

果因貨幣貶值或通貨膨脹等因素的干擾，將導致未來的給付水準不足以支

付當時物價水準，進而影響退休後的生活維持。 

 

退休金條例第三十五條另有年金保險的規定，僱用勞工人數二百人以

上之事業單位經工會同意，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二分之一以上勞工同意

後，投保符合保險法規定之年金保險，得不依第六條第一項規定提繳勞工

退休金。但選擇參加年金保險之勞工人數未達全體勞工人數二分之一以上

者，仍不得實施。不過此年金保險的規定內容大致上和個人帳戶的提撥方

式類似，主要不同在於提供保險的保險單位為符合規定的民間壽險公司，

保險性質與給付方式屬一般商業保險，並非社會保險制度所指的年金給

付。 

 

   根據第一○二號公約第十一部份規定，老年年金給付標準以男性有妻

子，其妻子具備年金資格的情況下，其年金給付應達到薪資 40%以上的水

準；第一二八號公約第五部分，則是將給付水準提高為 45%；第一三一號

建議書第二十二條，更將規定增加了 10%，要求給付水準需達到薪資的

55%。第一○二號公約第六十五條以及第一二八號公約第二十六條規定，

年金給付的比率需考量對勞工整個家庭的生活維持，也就是說比率的計算

除了考量保險受益人的薪資水準，也需考量到受益人為家庭生計維持者

時，相關的家庭津貼保障
128。 

 

根據勞委會所提供的退休金條例試算表：「假設退休前工作 30 年，薪

資 4萬元，在投資報酬率 6％、個人薪資成長率 3％的情形下，所得替代

率可達 26％。」也就就是一名現在月入 4萬的的勞工，將可領得 23,821

之退休給付（每月可領月退休金之金額，係以平均餘命 20 年估算而得。）。

勞委會宣稱：再加上所謂的第一層的勞保年金（即 30 年有 30％所得替代

率），退休後將有 54％的所得替代率。 

 

試算表中有兩個重要的計算係數，分別為投資報酬率 6％以及個人薪資

成長率 3％，這兩個係數是影響勞工最後退休金收益多寡的重要關鍵，尤

                                                                                                                                            
民國九十六年二月十二日。 
128 內政部編印，國際勞工公約及建議書﹝中﹞，1987 年六月，頁 728～732、頁 826～830、頁

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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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基金的投資報酬率，但此二係數基本上是變動且不穩定的性質。月平

均薪資的成長率，按過去五年（民國九十一年至九十五年）皆不曾超過 3

％129；而投資報酬率達到 6％，僅是勞委會所設想的理想狀態。 

 

勞退基金的主要收益，來自於投資高風險的自由經濟市場上，包括了

上市上櫃的股票、衍生性金融商品、及外幣存款的投資，還可以進行有價

證券的出借交易，同時也沒有投資額度上限，在投資的靈活度上相當高。

不過沒有投資額度上限雖然在運用上更靈活，但也代表更高的風險。 

 

然而政府的基金投資報酬，並不保證一定可達到 6％，唯一的基金最低

收益保障，係根據勞工退休金條例第二十三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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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說一樣的條件下，假設退休前工作 30 年，薪資 4萬元，在投資

報酬率 2.56％（民國 96 年 11 月 12 日：郵政儲金二年定期存款利率

2.56%）、個人薪資成長率 3％的情形下，所得替代率為 11.49％。也就是

一名現在月入 4萬的的勞工，將可領得 10,525 之退休給付（每月可領月

退休金之金額，係以平均餘命 20 年估算而得）。勞工退休收益將大幅縮水，

更不用說當面臨貨幣貶值或通貨膨脹等因素的影響，辛苦工作了數十年所

累積的退休金帳戶，可能毫無照顧保障功能。 

 

此外，這裡所指的每月可領月退休金之金額，係以平均餘命 20 年估算

而得，也就是說勞退帳戶僅保障退休後二十年的生活，加上一次給付性質

的勞保退休金，根據我國法規所計算出的所得替代率，和社會保險的所得

替代率計算基礎並不一樣，所代表的保障意義也大不相同。 

 

參、年齡資格上限（Maximum pensionable age） 

對於年齡資格的討論，第一○二號公約第二十六條與第一二八號公約

第十五條規定，各國老年退休保障給付的領取年齡資格，不得高於六十五

歲，不過基於公約的彈性原則，對於若有超過六十五歲的領取資格，可依

照特別條款衡量個別的特殊原因，另外對於年金的延後給付、各國發展的

情勢不同，皆可衡量情況做彈性的修訂130。第一二八號公約第十五條規定，

若勞工處在艱鉅或不健康的工作環境中，年金資格規定有超過 65 歲的國

                                                 
129 民國九十一年至九十五年月平均薪資成長率分別為：-0.05、2.46、2.60、2.81、1.30；資料來

源：主計處，國民經濟動向統計季報，第一一八期，民國九十六年八月。 
130 內政部編印，國際勞工公約及建議書﹝中﹞，1987 年六月，頁 714、頁 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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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應修法降低其規定131。 

 

我國依據勞動基準法第五十三條規定，勞工工作十五年以上年滿五十

五歲者或工作二十五年以上者，得自請退休。而對於擔任具有危險、堅強

體力等特殊性質之工作者，得由事業單位報請中央主管機關予以調整，但

不得少於五十五歲。勞工退休金新制規定勞工年滿六十歲，工作年資滿十

五年以上者，得請領月退休金。但工作年資未滿十五年者，應請領一次退

休金。 

 

勞工保險條例第五十八條規定，被保險人合於下列規定之一者，得請

領老年給付：  

1.  參加保險之年資合計滿一年，年滿六十歲或女性被保險人年滿五十五

歲退職者。 

2.  參加保險之年資合計滿十五年，年滿五十五歲退職者。 

3.  在同一投保單位參加保險之年資合計滿二十五年退職者。 

4.  參加保險之年資合計滿二十五年，年滿五十歲退職者。 

5.  擔任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具有危險、堅強體力等特殊性質之工作合計

滿五年，年滿五十五歲退職者。 

 

基本上我國各項法令關於年齡上限的規定，大致都符於公約，不過由

於保障給付的方式不同，年齡上限規定的保障效果反而大打折扣。在年金

制度中，只要達到規定的累計年資，退休即可申請老年年金，年金的發放

以每週或每月為單位，持續保障未來老年生活需要一直到過世。因此，當

規定的年齡資格越低，勞工所享受的保障則越好。我國的保障方式為一次

給付性質，且退休金的多寡按照工作期間的累積而決定，不論是勞動基準

法中的退休金基數計算、勞退新制的個人帳戶累積、勞工保險的保險年

資，其退休保障皆是依工作年資而累積未來給付數額，唯有累積越長的工

作年資，才能替自己累積較充足的老年生活所需。因為給付方式與計算基

礎並不同，我國法令規定較低的退休年齡資格，實質上對老年退休保障助

益並不大。 

 

 

 

 

 

 

 

                                                 
131 內政部編印，國際勞工公約及建議書﹝中﹞，1987 年六月，頁 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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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老年保險受益最低資格（Minimum qualifying period for 

entitlement to old-age benefit） 

第一○二號公約第二十九條與第一二八號公約第十八條中，規定了領

取的資格，包括了保險費繳納年限或就業年資為三十年，居住年限二十年

等，對於公約受保障人口的涵蓋，第一二八號公約也做了更彈性的規定，

基本上只要合於各項規定年資，全體經濟活動人口均在受保障的範圍之中
132。 

 

在我國法令中，此部分的公約規定，基本上和上一段的年齡資格上限

規定有著相同的問題，在年金給付與一次給付不同的計算條件下，儘管我

國的相關規定並未超過公約底限，但越低的保險受益資格，在我國的一次

給付架構中，僅代表著更低且更不足的老年生活保障內容。 

 

第一三一號建議書中第二十與二十一段規定，繳費期間因疾病、意外

事故、產假等原因失去工作能力而中斷年資，或非自願失業期間與國家規

定的服兵役期間，皆應依照規定條件併入保險繳納年資或工作年資
133。 

 

 

勞工保險規定被保險人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繼續參加保險： 

1.應徵召服兵役者。 

2.派遣出國考察、研習或提供服務者。 

3.因傷病請假致留職停薪，普通傷病未超過一年，職業災害未超過二年 

    者。 

4.在職勞工，年逾六十歲繼續工作者。 

5.因案停職或被羈押，未經法院判決確定者。 

 

 

 

 

 

 

 

                                                 
132 國際勞工公約及建議書﹝中﹞，1987 年六月，內政部編印，頁 715～717、頁 822～823。 
133 國際勞工公約及建議書﹝中﹞，1987 年六月，內政部編印，頁 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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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權利的維持（maintenance of rights） 

勞工不論是自願或非自願情況下轉換工作，而其新工作與過去的工作

分屬不同的社會安全架構，勞工在轉換工作時，也轉換了不同的社會安全

架構，例如由一般老年年金與公務員老年年金兩者不同的架構下轉換，勞

工的權利可能因此受到影響，所以在第一二八號公約第三十條中要求各國

政府應立法，勞工凡繳納保險費相關權利即應受到保障，另外三十條中也

規定了家庭僱傭與國際移民勞工的相關權利保障134。關於權利的維持方

面，社會安全架構下，在年資達到合格領取之前離開了工作，在其到達法

定年齡之前，過去的年資是應受到保障的，不過由於這中間並沒有繼續工

作，容易產生爭議。 

 

   勞動基準法中的退休金規定，其工作年資的累積限制必須在同一工廠

或同一公司中，當勞工轉換新工作時，過去年資不受保障，進入新公司工

作的年資必須重新計算。這個規定產生了許多問題，許多的勞工因轉換新

工作或遭雇主解雇，不論過去累積了多久的工作年資，一律一筆勾消，當

其老年退休時則無法得到足夠的生活保障。這也是之後勞工退休金條例制

訂主要解決的問題。 

 

   勞工退休金條例的個人帳戶制度，每個勞工有屬於自己的個人帳戶，

退休金的累積由雇主與勞工按月提撥至帳戶中，當勞工轉換工作時，該帳

戶則跟著勞工轉換，由新雇主繼續依規定提撥，累積該帳戶的退休金。勞

工保險條例的老年保障部分，第十二條規定被保險人退保後再參加保險

時，其原有保險年資應予併計。在這兩個規定下，轉換雇主的年資是受到

保障的，不過保障僅在勞動基準法適用的行業別中。 

 

在本章前言提過，我國目前的老年社會安全相關規定，並沒有一個普

遍性質的統一保障架構，而是由許多不同的職業年金及退休金制度所組

成，包括了公教人員保險法、軍人保險條例、勞工保險條例、勞工退休金

條例、老人福利法、老年農民福利津貼暫行條例、公務人員退休法、公務

人員撫卹法、學校教職員退休條例、學校教職員撫卹條例及軍人撫卹條

例。這些不同的老年保障規定，法令是各自獨立，年資規定、給付標準也

各有不同，若勞工在這些不同的保障架構中轉換工作，年資並不被承認

的，其權利也無法獲得維持。 

 

 

                                                 
134 內政部編印，國際勞工公約及建議書﹝中﹞，1987 年六月，頁 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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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工保險條例中的老年給付部分，因轉換工作退保而再加保者，其年

資是可合併累積計算；被保險人參加保險，年資合計滿十五年，被裁員資

遣而自願繼續參加勞工保險者，也可由原投保單位為其辦理參加普通事故

保險，至符合請領老年給付之日止。不過，老年給付的請領條件必需符合

勞工保險第五十八條的年資與年齡規定，且必須為離職退保，也就是說，

被保險人需同時具備達一定年齡，參加保險滿一定年資及退職三個要件。 

 

關於離職退保的規定，除了滿足年資合計滿十五年，被裁員資遣而自

願繼續參加勞工保險者，至符合請領老年給付之日止之外，當勞工離職

時，未符合請領資格，而後至年滿六十歲都未就業取得參加勞工保險資

格，不論過去累積多少年資，都將無法請領。舉例來說，當被保險人在五

十歲時離職或遭資遣，參加保險之年資合計十三年，到六十歲之前都沒再

進入職場工作，取得投保資格，六十歲之後不但無法請領老年給付，且過

去所累積的十三年保險年資，也不被承認與保障。而當一個勞工參加保險

之年資合計滿一年，只要合乎年滿六十歲退職者，即可領取老年給付。一

位雖然累積了十三年的工作和保險年資領不到給付；一位工作了一年，而

合於離職退保條件領取給付，法令規定的條件對於此兩情況，顯然有不公

正的問題存在。 

 

基於社會保險而取得之權益應受憲法財產權保障，社會保險為公法關

係，基於社會保險而生之權益，屬公法上財產請求權，而公法上財產請求

權又可分為單向施惠式與雙向對待給付式二類，其性質不同，受憲法保障

之程度亦因而有別。社會保險權益屬於後者，其應受憲法財產權保障已無

容置疑
135。德國聯邦憲法法院即在此種理念下，認定社會保險法上之某些

定期金或定期金期待權為財產權，列入受憲法財產權保障之範圍136。 

 

退休權乃綜合性之勞動權，因其同時具有自由權、生存權與財產權之

性質：其為自由權，無論基於法律規定，或為契約約定，勞工符合法定退

休條件得自請退休，退休請求權之行使乃其自由，該勞工得選擇繼續工

作，亦可申請退休－－退出職場並支領退休金，但雇主不得令其退休；退

休權為生存權，因勞工賴其維持退休生活之生存條件；退休權亦為財產

權，工作期間累積退休金請領之權利，該權利之行使，繫於一定條件，條

件未成就前屬期待權，但仍有一定之經濟利益之存在，具有財產權之性質
137。 

                                                 
135 大法官施文森，部分不同意見書，大法官會議解釋，釋字第 472 號。 
136 蘇永欽，財產權的保障與司法審查，國家科學研究會研究彙刊，卷６，期１，頁 53～54。 
137 郝鳳鳴，從事物之本質簡析憲法解釋對於勞工法制之影響，司法院大法官九十四年度學術研

討會論文集及紀錄，頁 175～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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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社會保險制度向來欠缺「期待權保障」的觀念，保險事故必須在

「保險有效期間內」發生，被保險人才可請領保險給付。期待權保障在老

年保險上有著相當特別且重要的地位，以我國勞工保險老年給付來看，老

年給付之額度乃以被保險人的「投保年資」與請領給付時的「投保薪資」

為計算基礎。而老年給付的準備金，亦是來自於被保險人所繳付的保險

費，理論上來說，被保險人對每一份年資都應該有相當的財產請求權。即

使被保險人未能屆齡離職退休，也應對於累積的年資有相當的期待權138。 

 

一般來說為了減少行政負擔、防止制度遭到濫用以及達到保障老年安

全目的，年金制度皆會設定若干的請領條件，常見的就是「等待期間」以

及「給付年齡」。被保險人一旦符合此二條件，即對承保單位有老年給付

的請求權。立法者雖得針對給付設計一定的等待期間，但若此條件難以成

就或自始即剝奪被保險人累積此期間之機會，則相關規定便有違憲之虞139。 

 

陸、勞動法與社會法的轉變 

資本主義社會與全球化劇烈發展之中，勞動者的整體就業環境充滿各

式不同的社會風險，這些社會風險已不是個人或雇主責任所能完全涵蓋解

決的，國際勞工組織第一○二號公約，社會安全最低基準公約的確立，揭

開了解決勞工問題的全新面貌，一直以來被視為保護勞工基礎的勞動法，

開始擴張、進步，逐步邁向社會法的範疇，社會安全成為主軸，勞動法萎

縮成為基本架構及原則性規範。不再視各項勞工保護為勞動條件最低基準

的範疇，也不再全然是雇主的法定責任；勞工問題移向社會安全制度解

決，成為社會安全最低基準的社會法規範140，各國勞工保障相關法令開始

進入了社會法的範疇中。 

 

勞動基準法為政府對勞動條件干預以及介入之法令，規定雇主與勞工

所訂的勞動條件，不得低於勞動基準法所訂的最低標準，我國的勞工退休

給付規定在勞動基準法中，將退休給付規定為勞動契約中勞動條件的一部

份，勞工退休之老年照顧成為雇主的責任，此原則明顯不合於國際社會安

全發展潮流，對老年保障之認識，仍停留在舊的勞動法時代。 

 

                                                 
138 鍾秉正，年金財產權之憲法保障—從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四三四號解釋出發，中正法學集

刊第十期，民國九十一年十一月，頁 114～115。 
139 鍾秉正，年金財產權之憲法保障—從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四三四號解釋出發，中正法學集

刊第十期，民國九十一年十一月，頁 115。 
140 黃越欽，勞動法新論，2002 年修訂二版，頁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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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問題在本質上早已步出十九世紀觀念，尤其當社會安全體系已成

為世界潮流，制度也已普遍建立，退休不但已經不屬於勞資雙方對價等值

之範疇，且自二十世紀初起即已成為社會安全體系中重要項目，但勞動基

準法仍將之做為勞資雙方對待給付之項目，誤把非勞動條件納入勞動條件

中作規範，除了混亂了體制外，對勞資關係之惡化有相當大的影響，對勞

工老年保障也並無太好效果141。而勞工退休金條例的訂定，在法規的分類

上卻仍屬於勞動條件的部分，對勞工老年退休的保障，依舊是課雇主之責

任，帳戶中一部份儲蓄也是由勞工自己的工資中所提撥。 

 

 

 

 

 

 

 

 

 

 

 

 

 

 

 

 

 

 

 

 

 

 

 

 

 

 

 

 

 

                                                 
141 黃越欽，勞動法新論，2002 年修訂二版，頁 289～2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