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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各國老年保障制度概要 

上一章介紹了國際勞工組織（ILO）針對老年保障所訂立的各項相關基

準公約，以及 ILO 透過公約的內容與形式，要求簽署國將其納入國內立法

制度中，一步一步建立完整的老年保障制度，強調國家責任與政策立法的

主導性，整合國家責任、雇主責任、勞工責任，三方面共同負擔，提供各

國在建構社會安全與老年保障時，有完善的發展藍圖與遵循準則。並在一

九八九年提出社會安全老年保障綜合報告（General Survey：Social 

Security Protection in Old-Age），由專家委員會根據 ILO 與成員國所

提供的相關資料與研究報告，對老年保障進行研究，探討國際勞工組織在

老年保障方面所做的努力，以及各國在公約簽訂與實行所面臨的問題。 

 

在公約以及綜合報告書中，國際勞工組織對老年保障建立許多國際基

準，包括了年齡資格上限、老年保險受益最低資格、退休金的形式和比率

等等，皆有最低基準的規定。本章將以英國、德國、奧地利、日本為例，

對老年保障制度作介紹，以國家整體的制度規範與發展為主軸，研究老年

保障制度在各國的發展實際狀況，以及國際勞工組織所建立的各項國際基

準，在各國立法中的實踐規定。 

 

西方社會安全制度中之社會保險為推行社會福利政策之重要制度，常

被區分為兩大實施模式：俾斯麥模式（Bismarck Model）及貝佛里奇模式

（Berveridge Model），前者重社會保險精神對被保險人所得重分配較低，

後者則傾向以普及式方式提供，因此提出德國與英國制度發展介紹；奧地

利雖德國制度大致相似，不過奧地利以職業別分立的保障制度與我國相

似，以及其在二○○四年年金保險的改革，特在此章提出介紹；此外日本

的多層次保障方式，是一相當特別的保障模式，尤其與台灣同處東亞，文

化、經濟與人口等的發展有相似之處，因此提出此四個國家為例，希望對

老年保障作較整體性的研究與介紹。。 

 

第一節 英國老年保障發展與制度 

壹、老年保障發展與制度簡介 

   二次大戰之後，由於貝佛里奇報告（Beveridge Report）提出與立法，

確立了英國成為現代福利國家政權體制之地位，把疾病、意外、失業與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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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保險，集合在一個均一給付的體系內，保費由雇主、受雇者與政府共同

負擔的原則。貝佛里奇報告所建立的退休模式，提供由政府主導的法定年

金，給予全體國民最低之生活保障，此一兼具國民年金與勞動年金色彩的

法定年金制度，直到一九七○年代工黨執政時，才試圖引進法定年金與私

人年金並存的雙軌制度。而八○年代柴契爾主政，開始進行一連串福利私

人化措施，掀起了英國最大規模的福利緊縮政策142。 

 

英國養老保險制度由三個支柱組成，採取社會救助與社會保險並行的

體系，強制性的第一層保障包括三項，一是全國國民均適用的「基本國家

退休金」，男性六十五歲、女性六十歲符合最低繳費期間即可領取定額給

付，是一種強制性繳費制度，由國家財政、雇主和勞工共同負擔，家中有

依賴人口另有加給；再者，一九七八年後受僱者另需加入確定提撥制的「公

共第二年金」（State Second Pension, S2P），給付視投保薪資及基金收

益而定；還有不需付費的「老人年金」，八十歲以上、居留十年以上、六

十歲後均在境內者，則可月領定額補助
143。 

 

第二個支柱由職業年金計畫和個人年金帳戶構成，是英國養老保險體

系中相當重要的部分，兩者皆屬於私人化年金性質。在英國，國家基本養

老金僅保證職工退休後的最低生活需要，其替代水準較低，退休待遇主要

依靠職業年金來滿足，職業年金的來源主要是由雇主所提供，為了鼓勵企

業和員工建立職業年金，英國大力推行稅收優惠政策。 

 

第三個支柱為個人自願性的補充商業養老保險。 

 

為確保所有民眾未來都能作好退休的準備，尤其是對於所有低所得的

弱勢人口，英國社會安全部於 1998 年 12 月提出「年金合作(Partnership 

in Pensions)」綠皮書，開始進行退休年金制度的改革，重新檢視政府、

個人、雇主和金融保險業在現行年金制度中所扮演的角色。基本上，英國

「新工黨」政府此次年金改革工程，其主要的目的是在解決政府財政的困

境，以減少政府在年金上的財務責任。因此，除了公共年金之外，現有的

私人年金也都在改革範圍之列，其中最重要的是公共第二年金（State 

Second Pension, S2P）的改革，以及鼓勵或強制個人儲蓄等措施
144。 

                                                 
142 黃琴雀，我國勞動基準法退休金制度調整之硏究，國立政治大學勞工硏究所碩士論文，民國

八十五年六月，頁 50～51。 
143 莊正中，先進國家年金制度之經驗與省思，行政院勞工委員會勞保年金制度規劃公聽會相關

資料，民國九十五年八月，頁 7。 
144詹火生、柯木興、林建成，檢視英國政府年金改革計畫—兼述台灣建構年金制度的省思，財團

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金會，社會(析)092-011號，民國九十二年四月十日。

http://old.npf.org.tw/PUBLICATION/SS/092/SS-B-092-011.htm，瀏覽日期：民國九十六年六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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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年 4 月推出的「保證年金(pension credit)」，或是稱為「最低所

得保證制度(minimum income guarantee)」，提供額外的年金給付補貼年

金給付低於規定水準者，用以保障年金貧窮者的最低生活水準。此外，英

國政府於 2001 年 4 月引進確定提撥制的「投資分享型年金（stakeholder 

pension）」，其制度主要係以自營作業者及未受雇主提供年金者為對象，

使勞工能為其養老儲蓄提供有效、簡單且更有彈性的制度選擇。此項年金

亦稱為貨幣購買型的年金制度(Money Purchase Scheme)，其用意在於期

望中長期後能替代公共年金中職業相關年金【或稱所得比例年金(State 

Earning Related Pension, SERPS)】的功能角色，以減輕政府的財政壓

力。再者，英國政府亦於 2002 年 4 月開始以公共第二年金取代過去的職

業相關年金，旨在提供中低收入者更多的保障，並使若干需長期看護者，

以及殘障者等，都得以參加國家的第二年金方案。最後，英國政府整合了

年金管理監督的單位，成立一個單一窗口的金融服務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用以提高民眾對儲蓄養老政策的信心
145。 

 

貳、二○○二～二○○五年金改革 

英國政府除了 1998 年所提出的年金改革措施外，另於 2002 年 12 月 17

日公佈了最新的「年金改革綠皮書(green paper)」，其目的在於廣徵各界

提供意見，作為進一步年金制度改革的參考。在新世紀綠皮書中開宗明義

表示將建設更公平且更有包容性社會（a fairer and inclusive society）

的決心，並期望「人人有貢獻、大家可分享」（everyone can contribute 

and everyone can share）。同時，在綠皮書中也指出，所有人都期待退

休後可領有一份符合理想且穩定的退休金，然而由於平均壽命的延長和健

康狀況越來越佳，唯有更多儲蓄或延後退休才可能在退休後享有更好的經

濟保障。英國政府所提出的各項年金改革措施，乃意涵著因應全球化的個

人主義思想潮流，以及全球化退休危機的來臨，而強調個人責任的儲蓄保

障觀念在本世紀中的重要性
146。 

 

2005 年的「年金改革白皮書(white paper)」中，更進一步確認其未來

的改革方向。新工黨政府認為，未來的年金改革方案必須符合下列五項要

                                                 
145 詹火生、柯木興、林建成，檢視英國政府年金改革計畫—兼述台灣建構年金制度的省思，財

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金會，社會(析)092-011號，民國九十二年四月十日。

http://old.npf.org.tw/PUBLICATION/SS/092/SS-B-092-011.htm，瀏覽日期：民國九十六年六月十二日。 
146 詹火生、柯木興、林建成，檢視英國政府年金改革計畫—兼述台灣建構年金制度的省思，財

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金會，社會(析)092-011號，民國九十二年四月十日。

http://old.npf.org.tw/PUBLICATION/SS/092/SS-B-092-011.htm，瀏覽日期：民國九十六年六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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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意即強調個人責任(promote personal responsibility)、公平性(be 

fair)、簡單化(be simple)、負擔得起(be affordable)，以及制度的永

續性(be sustainable)等。首先，為了解決老年人退休時儲蓄不足的問題，

新工黨政府認為應該強調個人責任的重要性，並希望由個人負擔起未來老

年的退休責任。而政府的責任則在於確保安全與高品質的儲蓄機制，並讓

自營作業者及無工作者也能參加個人帳戶制度(the scheme of personal 

accounts)。另外，對於一般受雇者則計畫採取自願加入式的退休儲蓄機

制(retirement savings vehicle)，以保障民眾的退休安全。其次，新的

制度不僅要能保護窮人，更要對不同世代間、女性，以及家庭照顧者等被

保險人一律公平對待。同時，政府亦計畫建立新的基礎年金繳費原則，強

調「有付出才有所得」(giving something for something)，以減輕政府

的財政負擔
147。 

 

再者，對於一般未就業的家事勞動者，或是提供長期照護服務的家人，

通常指的是家庭中的婦女，也認為應該給予相同的尊重與回饋，讓她們也

有機會參加公共第二年金(State Second Pension)制度。同時，新工黨政

府也考慮調整雇主和受雇者間的年金提撥比率，使得制度更為公平與雙方

負擔更加平衡。第三，釐清政府、雇主和個人之間各自的角色，從結構和

法令兩方面簡化年金體系。第四，在維持總體經濟穏定的條件下，年金制

度以不造成政府財政負擔為最重要的考量，使得個人、雇主和政府在退休

年金的負擔上取得平衡。最後，推動年金改革的目的是在建立可長可久的

年金體系，因此，政府一方面要取得全民改革的共識，另一方也要對未來

的發展趨勢保持彈性
148。 

 

參、現行制度內容149 

一、保障對象 

 

繳費型年金 

 

十六歲至六十五歲的男性，十六歲至六十歲的女性，每週薪資收入最

                                                 
147 柯木興、林建成，淺談英國年金改革對IPOD世代的影響，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金會，

社會(研) 096-001 號，民國九十六年一月二十三日。

http://old.npf.org.tw/PUBLICATION/SS/092/SS-B-092-011.htm，瀏覽日期：民國九十六年六月十二日。 
148 柯木興、林建成，淺談英國年金改革對IPOD世代的影響，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金會，

社會(研) 096-001 號，民國九十六年一月二十三日。

http://old.npf.org.tw/PUBLICATION/SS/092/SS-B-092-011.htm，瀏覽日期：民國九十六年六月十二日。 
149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Office of Policy，Social Security Programs Throughout the World：

the Europe 2006， September 2006，P329～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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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84～645 英鎊（二○○六年四月開始）。 

自營工作者：十六歲至六十五歲的男性，十六歲至六十歲的女性，加

上所有年金收益，年收入至少 4465 英鎊，年金收益不包括政府第二層年

金、工傷年金、求職津貼。 

自願參與年金者只限基本的政府退休金和遺屬年金。 

 

非繳費年金 

所有居住在英國的人。 

 

二、經費來源 

 

被保險人：每週薪資在 97～645 英鎊，繳納薪資的 11%（二○○六年

四月開始）；已婚女性和寡婦繳納每週薪資的 4.85%，每週收入高於 645 英

鎊者增加 1%。 

自願參與者繳納固定利率，每週 7.55 英鎊。 

15%的保險金分配至國民保健制度，負擔醫療花費，保險金同時負擔

生病與生育給付，工作災害與失業給付。 

 

自營工作者：若薪資收入超過 4465 英鎊（二○○六年四月開始），每

週固定費率為 2.75 英鎊；另外自營作業者年收益在 5035～33540 英鎊之

間，以薪資所得的 8%為保費；年收益超過 33540 英鎊者增加 1%。 

15%的保險金分配至國民保健制度，負擔醫療花費。 

 

雇主：勞工的每週薪資超過 97 英鎊，需繳納所得的 12.8%（二○○六

年四月開始）。 

15%的保險金分配至國民保健制度，負擔醫療花費，保險金同時負擔

生病與生育給付，工作災害與失業給付。 

 

政府：負擔資產調查津貼和非繳費年金支出，同時也負責年金差額的

赤字。 

 

三、領取資格 

 

基本國家退休金（固定費率）： 

 

年齡為六十五歲的男性，六十歲女性（女性由 2010～2020 年，年齡規

定將逐漸調整六十五歲），保險年資達到所有工作期間的 90%，一般而言，

男性為四十四年，女性為三十九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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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投保人有負擔小孩扶養，或照顧傷殘的親人，可降低其投保年資的

規定。 

 

部分年金：年金依照投保年資期間的縮短而減少，若投保年資少於規

定的 25%，基本年金將不予給付。 

提早年金：英國並無提早年金的規定。 

延遲年金：年金給付可無限制的延後。 

 

基本年金對外國人的給付僅針對歐盟國家以及與英國有相互協定的

國家。 

 

公共第二年金（State Second Pension, S2P）： 

 

   年齡為六十五歲的男性，六十歲女性（女性由 2010～2020 年，年齡規

定將逐漸調整六十五歲），此年金是視工資多寡而給付，根據受僱者所繳

納的保費額度來計算，一九七八年四月開始，以納稅年度的最高與最低界

限訂定出的。 

年度最低薪資界限 4368 英鎊（2006 年四月）。 

年度最高薪資界限 33540 英鎊（2006 年四月）。 

在某些情況下，負擔小孩扶養或照顧傷殘親人的照顧人，其收入低於界限

規定或無收入者，與長期受到傷病無法工作的人，將納入特定的規範門檻

（2006 年四月為 12500 英鎊的低收入門檻）。 

年金對外國人的給付僅針對歐盟國家以及與英國有相互協定的國家。 

 

非繳費制年金 

適用於八十歲以上且不符合領取年金資格者，國家基本年金領取不到規定

標準的 60%。需年滿六十歲後，連續二十年內在英國居住十年以上。 

 

四、給付標準 

 

基本國家退休金（固定費率） 

 

每週最高給付為 84.25 英鎊（2006 年四月）。 

無工作者依賴的津貼，若受扶養的成年人，工作所得低於規定，每週給付

為 50.5 英鎊（2006 年四月）。 

延遲年金：年金給付每延遲一年增加 10.4%，投保者延後至少十二個月以

上者，可選擇一次給付，並享有減稅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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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第二年金（State Second Pension, S2P） 

 

年金給付是根據規定的平均所得為分列標準。 

老年退休金（非繳費制）：每週 50.5 英鎊需減去所有其他的老年給付，

所有政府的老年給付，需從此總額中扣除。 

年金的調整是每年一次依據物價而調整，計算的基準是從上一個九月

的物價水準開始計算。 

 

保證年金(pension credit)  

 

資產調查式年金，是以個人不同情況和所得（薪資、存款和其他所

得），資格合乎規定的人，提供額外的年金給付補貼，保證每週給付至少

達到 119.05 英鎊（單身）或 181.70 英鎊（已婚），給付總額計算需加上

其他的收入。年齡六十五歲和以上者，可得到增額的給付（獎勵個人若有

其他存款或非國家年金的投資或儲蓄積累）。 

 

第二節 德國老年保障發展與制度 

壹、老年保障發展與制度簡介 

德國年金制度在開辦之初，制度運作方式屬於社會保險基金制，保險

人於工作期間繳納保險金，至其退休之後，則由年金基金按月領取維持退

休生活所需的年金，由年金基金支付所有的支出；今日，其制度運作方式

雖仍然保有社會保險的精神，但為降低被保險人負擔，政府補助所佔比例

逐年增加，不過公共強制性年金佔老年收入的重要性有降低的趨勢，私人

補充年金保險被引入退休制度中，公共年金逐漸轉而只提供基礎的保障。

就保險對象來看，此項制度原是為了保障低收入的工人而設計，制度的施

行範圍僅限於工廠中的工人；而今日，年金的保險對象幾乎包含了所有的

就業者，更擴及至家庭主婦，而給付對象除了被保險人之外，也包括了被

保險人的遺屬，亦即其丈夫、妻子以及子女
150。 

 

   德國擁有悠久的組合主義社會體制，第一層社會保險年金雖為強制性

質，但運作方式採取政府居間協調、勞工與雇主共營保險組合的方式，而

                                                 
150 侯仁義，德國年金制度之研究--及其對臺灣年金制度形成之啟示，國立台灣大學經濟學研究

所碩士論文，民國九十年七月，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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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層職業年金亦由企業主自行決定是否辦理，屬於選擇性的制度151。 

 

   德國的勞工退休保障系統包括老年退休保險（社會性的）為第一支柱，

補助退休準備（私人性的）為第二支柱，加上第三支柱私人性的個人退休

保險。因為大部分的勞工無法經由私人保險及投資，支付其老年生活，所

以老年退休保險乃是非常重要的一環。第二支柱是一種附加的、非強制性

的，我們可將之理解成職業的私人領域退休保險方案，法律上並不強制雇

主設置這項職業退休保障，私人支付這項保險者，也只有半數或更少的受

僱者，所以這項職業保險方案，固有其重要性，但是實際上，無法完全彌

補退休者照顧的不足。第三支柱扮演的角色在未來將會更顯重要，政府透

過相關的減稅及財務措施，吸引並鼓勵勞工儲蓄、私人保險以及股市投資
152。 

 

   公領域的老人年金保險乃是德國勞工退休保障的中央系統，絕大多數

的受僱及自營作業者都是受保險人，總數超過三千五百萬人，二○○五年

時，老年退休保險給付是就業者淨收入的 69.2%，與完全維持退休生活水

準的理想尚有落差。德國的社會保險以及老年退休保險並非基於全民，而

是以受僱者為基礎，其基本結構因素乃是僱用關係。勞工和雇主都必須各

負擔 50%的保險金，但雇主是法律上的繳費義務人，他必須向保險機構繳

納正確的全數保險金，社會保險全部保障內容還包括了疾病保險、退休保

險、失業保險以及醫療保險，退休保險的金額基礎是投保勞工的工作收

入。社會安全法典（Social Security Code）有關退休年金的規定包括老

年退休、謀生能力降低年金、被保險人死亡的遺屬年金（鰥寡及孤兒）。

老年退休的標準年齡為六十五歲，法令也准許特定條件的提前退休
153。 

 

   退休年金基金的主要來源，乃是被保險人的保險金繳納，但當被保險

人在育嬰期間，或生病後在家療養期間，可申請保險金繳納交替期

（Substitute periods），每次的交替期多久，則基於被保險人在降低收

入前之年收入與所有被保險人的平均收入之比較值，准許申請保險金繳納

交替期的特別情況包括了職業訓練期間、育嬰期間、療養期間以及服兵役

期間。所謂的保險金交替期，指在特殊情況下，如服兵役期間或育嬰直到

小孩十歲止，被保險人在此交替期不需繳納保險金，仍保有被保險人資格

                                                 
151 莊正中，先進國家年金制度之經驗與省思，行政院勞工委員會勞保年金制度規劃公聽會相關

資料，民國九十五年八月，頁 6。 
152 Rolf Birk,Trier，Labor Retirement Protection in German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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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4。 
153 Rolf Birk,Trier，Labor Retirement Protection in German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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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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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德國年金制度之發展已將被保險對象擴展至全體國民，形成完整的國

民年金制度，除了強制加保的職業外，其餘為自願加保，其受益人則為被

保險人本身及其遺屬，遺屬規定並不設定男女，以展現男女平等的精神。

年金財務方面採隨收隨付制，每三年精算一次未來收支，訂定未來保險費

率，為避免保費費率過快上升，近年來政府挹注越來越多，也越來越重要。

基金管理的方式，則由各職業保險基金獨立管理，屬分立制。年金額度的

計算方面，德國年金的給付金額是採指數化的調整，其調整變動則與工作

所得、投保年資、物價指數、預期壽命及薪資成長率有關，其中投保年資

的計算，也將育兒期間加入計算，並允許夫妻自由分配育兒期間，顯示對

家庭的重視，及兩性平權的實踐
155。 

 

貳、二○○一～二○○四年年金保險改革 

德國由於被保險人隨著保險年資的增長、給付結構的改善以及動態年

金制的導入等諸因素的影響，造成年金保險給付支出逐年增加，使得原有

的財務處理方式勢必加以修正，以減輕勞雇雙方的財務負擔。因此，德國

政府在 1957 年第一次年金保險改革方案中乃改採部份提存準備方式

（partial funding）,1968 年後再改採現行的隨收隨付方式

（pay-as-you-go）至今。同時並規定最低責任準備金（minimum reserves）

為三個月的給付額，1978 年減為一個月，2002 年更減為兩週，至 2004 年

春季時僅存有十四天的責任準備金數值。而目前（2006 年）的保險費率卻

已提高到 19.5％，年金保險財務問題相當嚴重156。 

 

德國在 2001 年與 2004 年歷經兩次的年金保險改革，改革措施中可發

現有一個重要的指標變革，即德國年金保險的財務處理，已從原本的「量

出為入政策」(an expenditure-defined revenue policy)轉向為「量入

為出政策」(the revenue-defined expenditure policy)157。 

 

在財務經營策略上，由原本屬社會保險以需要決定供給的原理為經營

                                                 
154 Rolf Birk,Trier，Labor Retirement Protection in German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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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 
155 侯仁義，德國年金制度之研究--及其對臺灣年金制度形成之啟示，國立台灣大學經濟學研究

所碩士論文，民國九十年七月，頁 23。 
156 下和田功，ドイッ年金保險論，千倉書房，1995，P.28～31）。 
157 Bert Rürup，Pension reform and demographic ageing，“social security＂: Toward New-found 

Confidence by ISSA， 2005， P.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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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理念，改採類似商業保險以量入為出的經營方式來運作，強調「量力而

為」的觀念，藉以發揮其財務機制功能與收支平衡原則的維持158。例如德

國現行年金保險費率為被保險人投保薪資的 19.5%，由勞雇雙方各半負

擔，採隨收隨付制的財務處理，其保險責任準備金依 2002 年的規定，最

低訂為給付額的 2週（14 天），而保險費率到 2020 年時維持在 20％以下，

2030 年為 22％，其間不予調整159。 

 

2004 年 3 月 31 日國會通過的 2004 年的年金改革案，其重點為：放棄

單獨藉法定公共年金來保障退休勞工一定生活水準的唯一目標，而改採多

層次年金制度，減低第一層的年金額，加強第二層次的補充性私人退休金

制度（supplementary funded private pension），並透過補助或減稅措

施來鼓勵勞工購買第三層的保險。同時建議兼採「延長正常退休年齡」（指

由現行的 65 歲逐期漸進而緩慢地延到 67 歲）與「增加個人儲蓄」等兩大

措施，互為配合160。 

參、現行制度內容161 

一、保障對象 

 

涵蓋所有受僱人員、學徒、部分自營作業者、照顧未滿三歲子女者、

領取社會給付（例如失業給付）、以及自願從事照護工作的勞工。 

自營作業者、礦工、政府機關聘僱員工、公務人員、農夫有特別法令

制度涵蓋。 

未受強制保險涵蓋年滿十六歲或以上的勞工，可選擇自願投保，包括

居住在國外的德國公民，與居住在德國境內的外國人。 

 

二、經費來源 

 

被保險人：薪資的 9.75%；每個月薪資低於 400 歐元者不用繳費；薪

資在 401～800 歐元之間，可減低其保費繳納金額。 

                                                 
158 柯木興，談年金保險改革的替代策略—一種無財務準備式的個人帳戶制（NDC），財團法人

國家政策研究基金會，社會(析)095-004 號中華民國九十五年五月二十五日。 

http://old.npf.org.tw/PUBLICATION/SS/095/SS-B-095-004.htm，瀏覽日期：民國九十七年一月三日。 
159 Axel H. Börsch-Supan，What Are NDC Systems ? What Do They Bring to Reform Strategies? from 

“Pension Reform＂ by the World Bank，2006，P.43。 
160 柯木興，談年金保險改革的替代策略—一種無財務準備式的個人帳戶制（NDC），財團法人國

家政策研究基金會，社會(析)095-004 號中華民國九十五年五月二十五日。 
161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Office of Policy，Social Security Programs Throughout the World：

the Europe 2006， September 2006，P.11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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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繳費標準為年薪 63000 歐元（東德為 52800 歐元）（每月為 5250

歐元；東德為 4400 歐元）；礦工、鐵道員、海員的最高繳費標準為年薪 77400

歐元（東德為 64800 歐元）（每月為 6450 歐元；東德為 5400 歐元）。 

 

自營作業者：其收入的 19.5%，作為繳費標準。 

 

雇主：給薪的 9.75%；勞工每月薪資低於 400 歐元者為 12%；礦工、

鐵道員、海員則為 16.15%。 

最高繳費標準為年薪 63000 歐元（東德為 52800 歐元）（每月為 5250

歐元；東德為 4400 歐元）；礦工、鐵道員、海員的最高繳費標準為年薪 77400

歐元（東德為 64800 歐元）（每月為 6450 歐元；東德為 5400 歐元）。 

 

政府：補助未受保費涵蓋的給付支出。 

 

三、領取資格 

 

老年年金：六十五歲、五年保費繳納期間。 

六十歲、十五年的保費繳納；五十八歲又六個月後至少五十二週處於

失業；年齡六十歲十五年的保費繳納，在正常退休年齡前至少二十四個月

在部分工時工作狀態中（此退休年齡在二○○六年至二○○八年間，將從

六十歲提升至六十三歲）；一九五二年以前出生的女性，年滿六十歲，四

十歲之後有十年的保費繳納；六十歲之礦工，固定在地底下工作，有二十

五年的保費繳納期。 

 

年金給付的保險人年紀低於六十五歲者，給付根據其個人的薪資收

入；若每個月的收入高於 350 歐元，則為部分年金給付 2／3、1／2或      

1／3，視個人收入的多寡分級。提早年金：年齡六十三歲，三十五年以上

的保險涵蓋。 

延遲年金：年齡六十五歲以上者。 

 

四、給付標準 

 

年金的計算基礎，是以所有薪資點數乘以年金點數以及年金值。礦

工、鐵道員、海員根據特別法令規定。 

個別薪資點數的計算是以個人的年所得除以所有被保險人平均薪資

的數目，若個人的年薪所得為所有被保險人平均薪資的數目，則薪資點數

為 1.0，年資所得高於或低於平均所得，薪資點數則根據年薪高低，高於

或低於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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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金值的計算是一年平均投保薪資之月給付額，此項數字根據薪資變

動而調整。二○○三年七月一日至二○○六年六月三十日，年金值為 26.13

歐元（東歐為 22.97 歐元）。 

因身心障礙無法就業、失業、在十七至二十五歲之間就學學生，也列

入薪資點數的計算。 

並無法定最低年金的規定。 

低收入工作者的年金：投保滿三十五年，薪資點數低於 0.0625 的低

收入工作者，最多可調整為平均值的 1.5 倍，最高可達所有被保險人平均

薪資的 75%。 

投保二十五年，扶養十歲以下的小孩，可增加 1.5 倍年金值，最高為

全部被保險人的平均薪資。 

 

提早年金：六十五歲以前申請，每提早一個月減少 0.003 的薪資點數。 

延後年金：六十五歲以後申請，每延後一個月增加 0.005 的薪資攢數。 

給付金額每年七月隨著年金實際價值的變動而進行調整。 

 

 

第三節 奧地利老年保障發展與制度 

壹、老年保障發展與制度簡介 

奧地利的勞工退休保障與德國相似，由三柱理論構成，包括社會保險

老年年金給付（gesetzliche Pensionsversicherung）、職業年金

（Betriebspension）、個人養老規劃（individuelle/personliche 

Vorsorge）。 

 

   奧地利老年保障中最重要的制度為社會保險中的老年年金給付，大約

有三百多萬受僱勞工涵蓋在社會保險之年金保險制度中，奧地利總人口約

八百萬人，社會保險的年金給付項目包括退休年金、勞動能力減損年金、

遺囑年金、職業重建措施、健康照顧。年金給付金額的高低依個人保險年

資、投保薪資及退休時的年齡而有差異，社會保險的經費，尤其在年金給

付，係由勞雇雙方所繳納之保費而來，如保費收入不足以支付所有保險給

付，則國家由稅收中給予補貼，作為第二重保證
162。 

 

                                                 
162 Gustav Wachter，Labor Retirement Protection in Austri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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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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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休保障的第二項制度為職業年金制度（Betriebspension），職業年

金為雇主在法定年金保險以外提供其勞動者之年金給付，此制度在奧地利

的重要性並不高，法律上並未強制提供職業年金，而是採自願性質，僅有

10～15%的勞工，尤其是特定行業如銀行及保險業的勞工，涵蓋在職業年

金的保障下。職業年金制度包括三種基本型態163： 

 

 直接年金保證（direkte Leistungszusage）：雇主在勞動契約中約定，

或依經營協議或團體協約之規定，負年金給付之保證責任，於給付事

由發生時，由雇主個人負全部責任。 

 企業年金基金（Pensionskassenzusage）：企業個別或共同成立退休基

金，由雇主提撥一定金額，勞工退休時由基金給付退休金，此種型態

大多於經營協議或團體協約中約定。 

 商業保險年金（Lebensversicherungszusage）：雇主透過保險公司以

勞工為被保險人，由雇主繳納保費，為其投保終身養老保險，此種型

態大多在勞動契約中約定。 

 

二○○二年起上述不相關之給付由於企業退職保障法（BMVG）的實施，

在一定程度上轉化為一種責任準備金型態之保證，依據該法在二○○二年

12 月 31 日以後僱用之勞工，雇主每月需提撥勞工薪資額 1.53%之金額至

特定基金（勞動者退職基金）帳戶，於非因勞動者過失終止勞動契約時，

勞動者得請求基金給付其帳戶內之金額，或轉換為終身養老保險之附加保

險
164。 

 

貳、二○○四年年金保險改革 

   建立於隨收隨付制度上之法定年金保險，過去的改革較著重於短期內

保障老年需求之措施，然而長期規劃有其必要性，且為社會政策之首要目

標，年金制度的長期持續保障必須以隨收隨付制為前提，各種年金制度的

協調為年金制度持續的核心要素，亦即建立適用於所有不同團體（包括受

雇者、自營作業者、農民等）的標準年金制度，繳納相同水準之保費並獲

得相同水準之給付165。 

 

                                                 
163 Gustav Wachter，Labor Retirement Protection in Austri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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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 
164 Gustav Wachter，Labor Retirement Protection in Austri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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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 
165 Gustav Wachter，Labor Retirement Protection in Austri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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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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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四年年金保險改革，主要以奧地利一般社會保險法（ASVG）為

基本模式，使所有有酬工作者有一致的年金制度，逐步調整使其保費與給

付標準相同，改革的內容包括了166： 

 

 逐步調整保險費率並調整給付水準 

 年滿六十五歲，投保年資達到四十五年之男性與女性，其所得替代率

達到其終身平均所得之 80% 

 考量工資成長保費隨之調整 

 以一般退休年齡為準，設有增額或減額年金制度，增加個人對年金請

求之自主決定權 

 創設以保費為基礎之年金帳戶，提供個人符合社會平衡要求的老年保

障，尤其對育兒休假、產假、安寧照顧假以及兵役等期間，給予特別

考量 

 以夥伴關係為前提可中斷年金帳戶 

 社會弱勢者領取一次給付或基本金額給付後，應以未來保值為目標 

 過去之年金調整規範由新規定取代 

 考量特殊生理或心理障礙期間之勞動條件 

 將擔任政治職務之人員是用聯邦、各邦或市等各級酬勞支給規定者，

納入標準年金制度保障範圍 

 將適用營業社會保險法（GSVG）之自營作業者者以及農民社會保險法

之農民及其他，逐步調整使制度趨於一致，不因職業差異而有所不同 

 避免對女性造成歧視，在育兒休假時給予特別考量 

 

 

 

 

 

 

 

 

 

 

 

 

 

 

                                                 
166 Gustav Wachter，Labor Retirement Protection in Austri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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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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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現行制度內容167 

一、保障對象 

 

涵蓋固定受薪者及按時計酬者兩者在內（此兩制度分立但給付措施大

致相似），每月所得達到 333.16 歐元以上者，包含學徒。礦工、公證人、

公務員以及工商農業的自雇者有另外的特別制度。 

 

二、經費來源 

 

被保險人：繳納薪資的 10.25%。最高投保薪資為 3750 歐元 

雇主：繳納薪資總額的 12.55%。最高投保薪資為 3750 歐元 

政府：負擔所有開支赤字；並負擔資產調查津貼的費用。 

 

三、領取資格 

 

老年年金：適用對象為年滿六十五歲的男性或年滿六十歲的女性，且

過去三十年內，有一百八十個月的保險涵蓋工作年資；總保險涵蓋工作時

間至少三百個月或一百八十個月的保險繳費記錄，根據二○○四年的新

法，女性的年齡資格將調整至六十五歲，與男性年齡相同。 

 

提早年金：男性為六十二歲三個月，女性為五十七歲三個月，保險涵

蓋年資在 420～450 個月之前，每月薪資不超過 333.16 歐元。（提早年金

將在二○一七年十月一月前逐步淘汰） 

 

繁重體力需求工作的提早年金（二○○七年一月一日開始）：年齡六

十歲，45年的保險年資，至少 120 月從事繁重工作，最近的 240 個月，每

月工資不超過 333.16 歐元，針對女性的繁重工作提早年金將在二○二四

年開始產生效力，目前女性可依現行法令要求在六十歲以前退休。 

 

長期投保者的提早年金：年金請求年齡依據出生不同規定；六十歲（一

九五○年七月一月出生的男性）到六十四歲（一九五四年以前出生的男

性），四十五年的保費繳納；或是五十五歲（一九五五年七月一日以前的

女性）到五十九歲（一九五九年出生的女性），四十年的保費繳納。 

 

                                                 
167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Office of Policy，Social Security Programs Throughout the World：

the Europe 2006， September 2006，P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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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提早年金（Corridor pension）：六十二歲的男性與女性，450 月的

保險涵蓋，每月薪資不超過 333.16 歐元（包含年金所得），新的提早年金

制度，針對女性部分將二○二八年生效，在那之前女性可依舊有法令要求

在六十歲提早退休。 

 

四、給付標準 

 

基本上年金的給付率為 1.88%（2006 年），即以每年的投保薪資為計

算基礎，至二○○九年實際給付率將低於 1.78%。 

 

二○○五年一月一日後，被保險人的年金利率是以繳費總額的 1.78%

計算，加上每年所調整的利率，且劃分為十四個層級。 

 

雙重退休金的計算是針對自二○○五一月一日後，年齡低於五十歲的

人；第一個退休金是根據二○○四年的法律計算，第二個退休金是根據之

前舊有法規計算，計算年金的給付，是以兩個年金分別的價值，依比例平

均計算其持續期間，以二○○四年前後為分界。雙重計算不包括其中一段

保險年資涵蓋期間低於全部的 5%，或少於 12 個月的保險涵蓋年資。 

 

提早年金：年金給付以男性 65 歲，女性 60 歲為基準，每提前一年減

少 4.2%，最高至 15%。 

 

繁重工作者的提早年金（二○○七年一月一日開始）：年金給付每一

年減少 1.8%，一個月為 0.15%。 

 

長期投保者的提早年金：在特別條件規範中，至二○○七年為止年金

給付每年成長為 2%，二○○七年至二○一○年將每年減少 0.05%至 1.85%，

二○一一年將降至 1.78%。 

 

新提早年金（Corridor pension）：年金的利率每年為 1.88%，二○○

九年將降至 1.78%，六十二歲以前請領年金，每提早一年減少 4.2%，最多

12.6%。一九五五年一月一日以前出生的人是以舊有法規計算，雙重方式

則是適用一九五四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後出生的被保險人。 

 

延遲年金：年金給付每延遲一年增加 4.2%，最多延遲三年。 

年金最高替代率可達投保薪資的 80%，延遲年金則最高可達 9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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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日本老年保障發展與制度 

壹、老年保障發展與制度簡介 

  日本的勞動基準法並沒有任何有關勞工退休金的條文規定，這是因為

日本認為勞動基準法作為規範在職勞工個別勞動關係之法律，並不應該包

含如勞工強制退休或自願辭職等勞動關係終了後之事項。年金制度在日本

稱為「勞動者年金制度」，乃依據屬於統稱為社會安全法領域的單獨立法

所建構。日本的「勞動者年金制度」基本上是國家保險，並非民間的私人

保險而是社會保險168。 

 

  日本的年金制度包括三個層級：1.底層為國民年金（基礎年金）；2.第

二層即是厚生年金制度。兩者均以社會保險方式辦理，也就是除了某些例

外，所有的國民與企業均應參加，其法律性質屬公共的、義務的且強制的。

3.在這兩層公共年金制度之上的第三層，為企業確定提撥制度所構成，惟

非強制企業參加。這是個可攜式的制度，勞工轉職並不影響其請領年金的

權利。 

 

  所有的日本國民都涵蓋在醫療保險與年金系統中，國家的目標原則是

要做到當人民遇到傷病或年老時，所有人皆有保險的保障，所有人也皆有

年金照顧（insurance for all, pension for all）。日本年金系統是一

基礎年金所有年滿二十到五十九歲的國民皆可成為保險計畫的成員，得到

相關的年金給付利益。目前年齡規定是六十歲，規劃到 2013 年男性調整

為六十五歲，2018 年女性也調整為六十五歲。針對受僱員工與政府公務

員，在國民年金之外，還有另外的厚生年金與共濟組合
169。 

    

  日本公共年金制度依其性質及適用對象的不同，可分為以全體法定國

民為對象的「國民年金」，涵蓋民間受僱者的「厚生年金」，以及以特殊身

份者為對象的「共濟組合」，包括國家公務員共濟組合、地方公務員共濟

組合、私立學校教職員共濟組合，使全國人民各行各業皆能參加國家的公

共年金制度，獲得退休後的生活保障。 

 

                                                 
168 Mashhiro Ken Kuwahara，Labor Retirement Protection in Jap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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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69 The Japan Institute for Labor Policy and Training，Labor Situation in Analysis: General Overview 
2006/2007， 2006/11/30，P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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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年金原本是為了保障那些被排除在受僱者年金制度之外的農民、

自營作業者等，所提供的的公共年金，國民年金法於一九五九年制訂，一

九六一年正式施行，一九八五年進行修法，規定從一九八六年四月開始，

受僱者及其配偶也應加入國民年金制度，使其成為全民共同的基礎年金保

障170。國民年金是由政府主管相關業務並當保險人，業務的營運在中央為

社會保險廳171，依政令之規定，部分業務得委託都道府縣知事、市町村長

（含特別區區長）辦理，並向投保者課徵固定金額為保險費172（2005 年為

13580 日圓），國民年金是以全體法定國民為對象，為一具普遍性質的全民

基礎年金保障。 

 

  厚生年金保險制度始於一九四二年創立的勞動者年金保險，一九四四

年改為厚生年金保險，與國民年金並稱為日本公共年金制度的兩大支柱。

厚生年金作為第二層公共年金保障，與第一層的國民年金不同之處在於它

是與個人所得收入成正比。原則上正式員工在五人以上的事業單位，都必

須加入厚生年金保險，年金的費用來源主要來自於保險費與保險基金的營

運收益
173。 

 

厚生年金保險涵蓋民間受僱者，是受僱者退休後的主要所得保障，所

有企業單位的受僱者及其雇主都必須加入此制度，年齡限制為六十五歲以

下，年金給付是採取所得比例制，由雇主與受僱者共同依薪資所得標準提

撥作為保費，西元 2006 年的保險費率為 14.288%174。厚生年金保險是由國

家直接運作管理，其與被保險人相關事務，則委由被保險人服務之公司或

工廠等地區的社會保險事務所辦理，政府並未負擔保險給付的經費，但是

有提供制度行政費用的全額補助175。 

 

國民年金與厚生年金保險制度，其性質都是以隨收隨付制

（pay-as-you-go）的方式來經營，也就是說以當代所收集的保險費來支

付當代的給付176。在現行制度下，此兩制度仍保有部分的提存準備金，但

是隨著制度的逐漸邁向成熟化，此完全提存準備金出現減少的現象177。 

 

                                                 
170 何立新，日本的社會保障制度簡介，日本國立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2007 年 3 月，頁 8。 
171 曾榮盛，日本社會保險制度概要，台閩地區勞工保險局，1996 年，頁 115。 
172 勞委會編印，日本國民年金法， 1991 年 10 月，頁 1。 
173 何立新，日本的社會保障制度簡介，日本國立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2007 年 3 月，頁 9。 
174 日本厚生勞動省年金局 http://www.mhlw.go.jp/topics/nenkin/zaisei/04/04-01-01.html，瀏覽日

期：2007 年 5 月 22 日。 
175 日本厚生年金保險制度概要，行政院勞委會，1991 年 10 月，頁 2。 
176 蔡瑩潔，日本年金制度改革之研究，國立政治大學勞工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九十四年一月，

頁 75。 
177 田近榮治等著，年金の經濟分析 保險の觀點，東洋經濟新報社，1999 年，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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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養老保險制度的基本特徵178 

 

一、三層次的養老保險制度 

 

二、公私混合型的養老保險體系 

  政府不僅是第一層和第二層年金的保險提供者，也是國家公務員共濟

年金和地方公務員共濟年金的保險提供者，此外厚生年金基金由於代管著

一部份的厚生年金資產，也帶有半公半私的色彩。 

 

三、中央政府的財政投入 

   第一層的國民年金部分，中央政府除了負擔行政管理費用外，還需負

責支出資金費用的三分之一；第二層的厚生年金和共濟年金部分，中央政

府提供著全部的行政管理費用；第三層的年金部分，政府則沒有給予太多

的財政援助。 

 

四、一次性支付的退職金 

   一些條件比較好的企業和事業單位，除了提供上述三層的年金之外，

根據員工的工作年數等基準，在員工退休時還同時提供一筆數額可觀的退

職金，不過近年來由於經濟不景氣，如此條件優渥的企業越來越少。 

 

五、確定給付制（Defined –Benefit）與確定提撥制

（Defined-Contribution） 

   國民年金、厚生年金與共濟年金為確定給付制（DB），在二○○一年日

本引進了確定提撥制（DC），確定給付制與確定提撥制為目前日本年金制

度的兩個重要發展。 

 

 

 

 

 

 

 

 

 

 

                                                 
178 Aya Abe，Social Security in Japan 2007，Published by National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Research，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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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日本年金制度體系 

 

資料來源：日本厚生勞動省年金局。

http://www.mhlw.go.jp/topics/nenkin/zaisei/01/index.html 

瀏覽日期：2007 年 5 月 22 日 

註：平成十七年為西元 2005 年。 

第一号被保險者：第二、三号以外之全部居民，包括自營工作者、學生、農夫等。 

第二号被保險者：五人以上企業單位之全部受僱者。 

第三号被保險者：第二号被保險人之無工作受撫養的配偶。 

 

貳、二○○四年改革法案 

  二○○四年六月，日本國會在自民黨與公明黨的多數支持下，通過了

厚生年金保險法的修正案，對勞動者年金制度進行改革。執政黨提出的修

法理由，主要認為不久的將來，隨著人口的老化與出生率的下降，社會安

全的財政負擔將日漸增加。原則上，投保年資滿廿五年之保險人，方得依

法請領年金給付，根據厚生年金保險法之規定，勞工（受僱人）年滿六十

五歲者，得請領勞工（受僱人）年金給付，該項給付包括：1.基礎年金給

付，採浮動制；2.勞動者年金給付，為工資比例制加上附加給付組成；3.

附加補充給付，配偶未滿六十五歲或子女未滿十八歲者。此外六十到六十

四歲退休勞工得請領減額年金給付，尚有身心障礙津貼、遺屬津貼、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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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退休金等179。 

 

  二○○四年的改革法案，在國會辯論期間，厚生勞動省在國會承諾改革

法案通過後，保證退休年金的給付水準，原則上不低於勞工在職時工資的

百分之五十。但厚生勞動省隨後表示，這是種政治性的陳述，因為百分之

五十的所得替代率原則，將僅適用於年滿六十五歲退休勞工，受領年金給

付的初期階段，換言之，隨著年齡的增長，受領退休金給付的水準將下降。

此外，由於政府決定採用新的「消費者物價指數連動制」（CPI slide 

system），不同於過去以消費者物價指數的變動，調整退休年金給付數額

的舊制，而是某種「總體經濟調整制（macro economic slide 

adjustment）」，意即退休年金給付數額，將按舊制調整的數額，每年減少

約百分之○‧九。根據厚生勞動省高級官員指出，其結果將使得十九年後

退休金給付水準，較目前下降百分之十三到十四
180。 

 

參、現行制度內容181 

一、保障對象 

 

國民年金：涵蓋所有年齡介於二十歲至五十九歲的居民；年齡介於六

十歲至六十四歲的居民、或居住在海外年齡介於二十歲至六十四歲的日本

公民可採自願投保；年齡介於六十五歲至六十九歲者依特殊案例處理。 

 

厚生年金保險：涵蓋工、商業界的所有受僱人員，包括船員。若私人

保險方案提供相當於厚生保險或更高的給付水準，則可另外投保。 

 

共濟年金：以特殊身份者為對象的「共濟組合」，包括國家公務員共

濟組合、地方公務員共濟組合、私立學校教職員共濟組合，提供給這些受

僱者的特別制度。 

 

 

 

 

                                                 
179 Mashhiro Ken Kuwahara，Labor Retirement Protection in Jap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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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5。 
180 Mashhiro Ken Kuwahara，Labor Retirement Protection in Jap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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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6。 
181 Social Security Programs Throughout the World：Asia and the Pacific 2006，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Office of Policy，March 2007，P.9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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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費來源 

 

被保險人 

國民年金：保險費包含在厚生年金中或其他職業相關年金方案中。其

餘被保險人每月繳納 13860 日圓。 

厚生年金：根據薪資分層標準，受僱者繳納稅前每月薪資總額的 7.32%

（二○○六年九月）；礦工和海員則繳納稅前每月薪資總額的 7.852%（二

○○六年九月）。若屬契約外保險（contracted-out）則繳納稅前每月薪

資總額的 4.47%～5.77%。 

最低月投保薪資 98000 日圓。 

最高月投保薪資 620000 日圓 。 

最高與最低投保薪資的規定是根據全國平均薪資的成長而制訂。 

 

自營工作者 

國民年金：每月繳納 13860 日圓。 

不適用厚生年金。 

 

雇主 

國民年金：保險費包含在厚生年金中或其他職業相關年金方案中。其

餘被保險人每月繳納 13860 日圓。 

厚生年金：根據薪資分層標準，受僱者繳納稅前每月薪資總額的 7.32%

（二○○六年九月）；礦工和海員則繳納稅前每月薪資總額的 7.852%（二

○○六年九月）。若屬契約外保險（contracted-out）則繳納稅前每月薪

資總額的 4.47%～5.77%。 

最低月投保薪資 98000 日圓。 

最高月投保薪資 620000 日圓 。 

最高與最低投保薪資的規定是根據全國平均薪資的成長而制訂。 

 

政府 

國民年金：三分之一加上千分之二十五的保險給付支出費用（二○○

九年會計年度結束時比例增加至二分之一）；另外並負擔全額的行政費用

支出。 

厚生年金：負擔全額的行政費用支出。 

         

三、領取資格 

 

國民年金：適用於年滿六十五歲，且具二十五年的投保年資者（投保

年資包括受僱者為其扶養的眷屬投保之年資，其投保年資的計算為自己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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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投保年資，加上自婚後其配偶在受僱者年金保險內的投保年資），年

齡介於六十歲至六十四歲者可發給減額年金；若年滿六十五歲以上才申請

年金給付者，可發給增額年金。 

 

厚生年金：適用於年滿六十歲（船員、礦工則為年滿五十七歲），且

具二十五年的投保年資者，包括在國民年金方案下投保的年資。 

 

四、給付標準 

 

國民年金 

如果保險年資期滿（480 個月的保險繳納），年金一次可得到 792100

日圓，如未期滿，年金則依繳費的金額計算，年金的發放為二個月一次。 

 

提早年金：一九四一年四月二日以後出生者，減額部分由請領日期至

六十五歲之間，每提前一個月減少 0.5%，年金給付的減額根據提早歲數，

60～64 歲之間為 42%～11%。 

 

延遲年金：一九四一年四月二日以後出生者，增額部分由請領月份至

六十五歲之間，每延後一個月增加 0.7%，年金給付的增額根據延後的歲

數，66～70 歲之間為 12%～88%，若請領年齡為七十一歲以上，則提供不

同的增額利率。 

 

厚生年金 

 

年金是根據被保險人職業生涯的每月平均薪資，並加上其投保涵蓋年

資為計算，年金給付為每二個月給付一次。 

年金領取者年齡在 60～64 歲者，每個月可多領 1676 日圓。 

 

仍有工作的年金領取者（60～64 歲之間）：年金的全額給付條件為其

薪資加年金的每月收入不超過 280000 日圓；若薪資超過 280000 日圓，年

金將根據其薪資所得減少 50%；若薪資每個月超過 480000 日圓，年金將根

據其薪資所得而減少。 

 

仍有工作的年金領取者（65～69 歲之間）：若薪資加上年金所得超過

480000 日圓，年金將根據其薪資所得減少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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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各國制度小結 

壹、年金給付形式與分層保障架構 

英國強制性的第一層保障包括三項，一是全體國民均適用的「基本國

家退休金」，是一種強制性定額給付制度；二是受僱者另加入所得比例制

的「公共第二年金」（State Second Pension, S2P），給付視投保薪資及

基金收益而定；還有不需付費的「老人年金」，八十歲以上、居留十年以

上、六十歲後均住在境內者，且不符合領取年金資格者，國家基本年金領

取不到規定標準的 60%，則可月領定額補助。第二個支柱由職業年金計畫

和個人年金帳戶構成，職業年金包括了確定給付（Salary-related pension 

schemes also called defined benefit, DB）跟確定提撥（Money purchase 

pension schemes also called defined contribution , DC）兩種制度。

第三個支柱為個人自願性的補充商業養老保險。第二支柱的職業年金計畫

和個人年金帳戶，是英國養老保險體系中相當重要的部分，國家基本養老

金僅保證職工退休後的最低生活需要，其替代水準較低，退休待遇主要依

靠職業年金來滿足。 

 

德國的老年保障以第一支柱為老年退休保險（社會性的）為主要保障

方式。第二支柱補助退休準備，是附加的、非強制性的職業的私人領域退

休保險方案，法律上並不強制雇主設置這項職業退休保障。第三支柱個人

私人性的退休保險（政府透過相關的減稅及財務措施，吸引並鼓勵勞工儲

蓄、私人保險以及股市投資）。公領域的老人年金保險乃是德國勞工退休

保障的中央系統，絕大多數的受僱及自營作業者都是受保險人，二○○五

年時老年退休保險給付是就業者淨收入的 69.2%。德國的社會保險以及老

年退休保險並非基於全民，而是以受僱者為基礎，基本結構因素乃是僱用

關係。不過年金制度之發展目標，未來將逐步拓展被保險對象至全體國

民，形成完整的國民年金制度，除了強制加保的職業外，其餘為自願加保。 

 

奧地利的老年保障架構基本上與德國大致相同，第一支柱為社會保險

的老年年金給付為主。第二支柱職業年金制度（Betriebspension），雇主

在法定年金保險以外提供其勞動者之年金給付，法律並未要求強制提供，

而是採自願性質。奧地利老年保障中最重要的制度為社會保險中的老年年

金給付，是以受雇勞工為主體，大約有三百多萬受僱勞工涵蓋在社會保險

之年金保險制度中，奧地利總人口約八百萬人。社會保險的經費，尤其在

年金給付，係由勞雇雙方所繳納之保費而來，如保費收入不足以支付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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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給付，則國家由稅收中給予補貼，作為第二重保證。 

 

日本的年金制度包括三個層級：1.底層為國民年金（基礎年金）；2.第

二層即是厚生年金制度。兩者均以社會保險方式辦理，其法律性質屬公共

的、義務的且強制的。3.在這兩層公共年金制度之上的第三層，為企業確

定提撥制度所構成，非強制企業參加，是個可攜式的制度。國民年金是以

全體法定國民為對象，為一具普遍性質的全民基礎年金保障；厚生年金保

險涵蓋民間受僱者，是受僱者退休後的主要所得保障，年金給付是採取所

得比例制。 

 

基本上此四個國家的老年保障架構，雖各由不同制度組成，不過皆利

用多層次保障架構，以第一層國家強制繳費保障為主，由社會保險的方式

保障全體國民，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配合第二層職業相關的年金制度，

作為附加、補充性質的保障。另外英國和德國加上鼓勵個人儲蓄作為提高

老年生活水準的手段。日本則以企業自願性質的確定提撥制度，提高老年

年金的替代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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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金

給付為對退休後生活較有保障的方式，根據 I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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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年保障以年金方式給付
182。英國、

德國、奧地利與日本的給付形式，皆以 ILO 公約所規範的年金給付制度為

主要保障方式。 

 

貳、年齡資格與特別情況規定 

根據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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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此章所介紹四個國家的年齡資格，皆合於公約所

規定的不超過六十五歲，對女性年齡資格的規定，多在新法逐步調整與男

性年齡相同，皆為六十五歲。 

 

個別的工作情況不同以及其對勞工身心的影響，也是造成年金領取年

齡資格高低的因素，常見低於六十五歲的規定，通常是勞工處於危險或不

                                                 
182 內政部編印，國際勞工公約及建議書﹝中﹞，1987 年六月，頁 715、頁 822。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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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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工作環境中為主要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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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歲的國家，應修

法降低其規定184。德國、奧地利、日本針對礦工或海員的年齡規定，依據

其不同的工作型態，加上勞工處在艱鉅或不健康的工作環境中，對於年齡

資格皆有特別規定或涵蓋於另外的法令規範中，且規定年齡資格皆低於六

十五歲。 

 

英國規定年齡為六十五歲的男性，六十歲女性（女性由 2010～2020 年，

年齡規定將逐漸調整六十五歲），保險年資達到所有工作期間的 90%。法令

另外規定若被保險人有負擔小孩扶養，或照顧傷殘的親人，可降低其投保

年資的規定。 

 

德國最高年齡規定為六十五歲、五年保費繳納期間。一九五二年以前

出生的女性，年滿六十歲，四十歲之後有十年的保費繳納；六十歲之礦工，

固定在地底下工作，二十五年的保費繳納期。自營作業者、礦工、政府機

關聘僱員工、公務人員、農夫有特別法令制度涵蓋。固定在地底下工作之

礦工年齡規定為六十歲，二十五年的保費繳納期。 

 

奧地利老年保險給付對象為年滿六十五歲的男性或年滿六十歲的女

性，且過去三十年內，有一百八十個月的保險涵蓋工作年資；總保險涵蓋

工作時間至少三百個月或一百八十個月的保險繳費記錄，根據二○○四年

的新法，女性的年齡資格將調整至六十五歲，與男性年齡相同。礦工、公

證人、公務員以及工商農業的自雇者則涵蓋在另外的特別制度中。繁重體

力需求工作的年金，年齡為六十歲，45 年的保險年資，至少 120 月從事繁

重工作，最近的 240 個月，每月工資不超過 333.16 歐元，針對女性的繁

重工作年金將在二○二四年開始產生效力，目前女性可依現行法令要求在

六十歲以前退休。 

 

日本國民年金適用於年滿六十五歲，且具二十五年的投保年資者。厚

生年金適用於年滿六十歲（船員、礦工則為年滿五十七歲），且具二十五

年的投保年資者，包括在國民年金方案下投保的年資。厚生年金相關規

定，船員、礦工資格為年滿五十七歲，且具二十五年的投保年資者，包括

在國民年金方案下投保的年資。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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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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彈性退休計畫 

根據 ILO 一九八九年的社會安全老年保障綜合報告（General Survey：

Social Security Protection in Old-Age），許多國家把彈性退休計畫

納入立法中，包括提早退休（early retirement）、長期年資退休

（long-service retirement）、延後退休（deferred retirement）、漸進

退休（gradual retirement），這些退休計畫目標在舒緩勞動市場並減少

財政赤字，延後退休計畫因可得到更高的保險給付報酬而吸引許多勞工
185，也提供勞工有自行計畫退休年齡的空間。針對提早退休與延遲退休，

各國皆有相關彈性的法令規定，針對提早或延遲的年限，訂出不同的給付

標準與資格限定。 

 

英國： 

英國並無提早年金的規定。 

延遲年金：年金給付可無限制的延後，年金給付每延遲一年增加

10.4%，投保者延後至少十二個月以上者，可選擇一次給付，並享有減稅

優惠。 

 

德國： 

提早年金：年齡六十三歲，三十五年以上的保險涵蓋。 

          六十五歲以前申請，每提早一個月減少 0.003 的薪資點數。 

延遲年金：年齡六十五歲以上者。 

六十五歲以後申請，每延後一個月增加 0.005 的薪資點數。 

 

奧地利： 

提早年金：男性為六十二歲三個月，女性為五十七歲三個月，保險涵

蓋年資在 420～450 個月之前，每月薪資不超過 333.16 歐元。（提早年金

將在二○一七年十月一月前逐步淘汰） 

長期投保者的提早年金：年金請求年齡依據出生不同規定。 

新提早年金（Corridor pension）：六十二歲的男性與女性，450 月的

保險涵蓋，每月薪資不超過 333.16 歐元（包含年金所得），新的提早年金

制度，針對女性部分將二○二八年生效，在那之前女性可依舊有法令要求

在六十歲提早退休。 

 

提早年金：年金給付以男性 65 歲，女性 60 歲為基準，每提前一年減

                                                 
185 ILO，General Survey：Social Security Protection in Old-Age，1989，Document No. (ilolex): 
251989G01，paragraph 11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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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4.2%，最高至 15%。新提早年金，年金的利率每年為 1.88%，二○○九

年將降至 1.78%，六十二歲以前請領年金，每提早一年減少 4.2%，最多

12.6%。 

延遲年金：年金給付每延遲一年增加 4.2%，最多延遲三年。 

 

日本： 

國民年金部分 

提早年金：一九四一年四月二日以後出生者，減額部分由請領日期至

六十五歲之間，每提前一個月減少 0.5%，年金給付的減額根據提早歲數，

60～64 歲之間為 42%～11%。 

延遲年金：一九四一年四月二日以後出生者，增額部分由請領月份至

六十五歲之間，每延後一個月增加 0.7%，年金給付的增額根據延後的歲

數，66～70 歲之間為 12%～88%，若請領年齡為七十一歲以上，則提供不

同的增額利率。 

 

肆、各國特殊規定 

英國「保證年金(pension credit)」，或是稱為「最低所得保證制度

(minimum income guarantee)」，提供額外的年金給付補貼年金給付低於

規定水準者，用以保障年金貧窮者的最低生活水準。保證年金(pension 

credit)是資產調查式年金，是以個人不同情況和所得（薪資、存款和其

他所得），資格合乎規定的人，提供額外的年金給付補貼，被保險人領取

支各種年金給付加上保證年金，保證每週給付至少達到 119.05 英鎊（單

身）或 181.70 英鎊（已婚），給付總額計算需加上其他的收入。年齡六十

五歲和以上者，可得到增額的給付（獎勵個人若有其他存款或非國家年金

的投資或儲蓄積累）。公共第二年金(State Second Pension)，除了保障

受雇勞工，也提供對於一般未就業的家事勞動者，或是提供長期照護服務

的家人，通常指的是家庭中的婦女，也認為應該給予相同的尊重與回饋，

讓她們也有機會參加公共第二年金(State Second Pension)制度。 

 

德國的「交替期」（Substitute periods），是指在特殊情況下，如服

兵役期間或育嬰直到小孩十歲止（允許夫妻自由分配育兒期間），被保險

人在此交替期間不需繳納保險金，仍保有被保險人資格。當被保險人在育

嬰期間，或生病後在家療養期間，可申請保險金繳納交替期，每次的交替

期多久，則基於被保險人在降低收入前之年收入與所有被保險人的平均收

入之比較值，准許申請保險金繳納交替期的特別情況包括了職業訓練期

間、育嬰期間、療養期間以及服兵役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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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保障權利維持方面，德國社會保險年金給付向來有五年等待期

間（Wartzeit）之規定，只要投保時間合計滿五年以上且符合其他法定要

件，例如年滿六十五歲或殘廢時，即可請求年金給付。在此規定下，被保

險人開始請領年金時並不需要仍為在職的被保險人。至於未滿五年者，尤

其外國人，則可請求退還所繳納之保險費。至於德國之企業年金原有之等

待期間為十五年，但改革後已降為十年。基於此等規定，只要年資滿十年，

即可獲得給付之期待保障。換句話說，年資滿十年以上的勞工即使離職，

日後於條件成就時，仍可主張企業年金186。 

 

奧地利職業年金制度，包括直接年金保證（direkte 

Leistungszusage）、企業年金基金（Pensionskassenzusage）、商業保險

年金（Lebensversicherungszusage），二○○二年起上述三者不相關之給

付由於企業退職保障法（BMVG）的實施，在一定程度上轉化為一種責任準

備金型態之保證，依據該法在二○○二年 12 月 31 日以後僱用之勞工，雇

主每月需提撥勞工薪資額 1.53%之金額至特定基金（勞動者退職基金）之

帳戶，於非因勞動者過失終止勞動契約時，勞動者得請求基金給付其帳戶

內之金額，或轉換為終身養老保險之附加保險。 

 

日本厚生年金保險制度，始於一九四二年創立的勞動者年金保險，一

九四四年改為厚生年金保險，與國民年金並稱為日本公共年金制度的兩大

支柱。厚生的費用來源主要來自於保險費與保險基金的營運收益。厚生年

金保險涵蓋民間受僱者，是受僱者退休後的主要所得保障，所有企業單位

的受僱者及其雇主都必須加入此制度，年金給付是採取所得比例制，由雇

主與受僱者共同依薪資所得標準提撥作為保費，由國家直接運作管理，其

與被保險人相關事務，則委由被保險人服務之公司或工廠等地區的社會保

險事務所辦理，政府並未負擔保險給付的經費，但是有提供制度行政費用

的全額補助。國民年金保險與厚生年金保險制度，其性質都是以隨收隨付

制（pay-as-you-go）的方式來經營，也就是說以當代所收集的保險費來

支付當代的給付支出。 

 

 

 

 

 

 

                                                 
186 郭明政，老年給付之期待保障，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民國九十二年十二月

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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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各國老年保障制度對我國的啟示 

壹、分層保障架構 

各個國家的老年保障架構，雖各由不同制度組成，不過皆利用多層次

保障架構，以第一層國家強制繳費保障為主，由社會保險的方式保障全體

國民，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配合第二層職業相關的年金制度，作為補充

性質的保障。另外英國和德國加上鼓勵個人儲蓄作為提高老年生活水準的

手段。日本則以企業自願性質的確定提撥制度，提高老年年金的替代率。 

 

分層保障架構中，各層的規定有著各自不同的目標與內涵，保障形式

也各有不同，才有分層的保障效果，並非任有幾個不同制度便可認為有分

層的保障，一般多以三層為基礎，第一層通常是社會保險制度，具有風險

分攤與所得重分配的社會意義，由全民或全體勞工共同分擔風險，給付目

的在保障老年生活必需之維持；第二層為職業相關的年金給付，年金給付

高低以工作所得為依據，作為附加性質的補充保障，並可提高老年生活的

所得替代率；第三層則為個人投資所得或儲蓄。 

 

個人生存權保障之責任應由政府來承擔，第一層法定年金之國民年金

部分應主要由政府來提供年金給付；而第二層職業年金部分政府亦應補助

一定之比例。而保障對象範圍，第一層國民年金應以全體人民作為保障對

象，第二層職業年金應包涵所有具有工作者（含雇主、受雇者、自雇者）

甚至擴及其家屬。年金給付所給予保障之程度在國民年金部分應確保人民

基本物質之需要得以滿足，而職業年金則以維持適當生活水準為目標。因

此，國民年金給付水準應在貧窮線標準以上，並以確定給付之方式施行；

職業年金給付水準應在平均每人消費費用標準以上，並依照個人薪資相關

程度酌以增加。就給付條件而言，若人民遭遇殘疾或遺屬等重大社會風險

事故，國民年金給付水準應予提高，並依照其個別需要增加之，確保其生

存權益，職業年金之給付亦同
187。 

 

我國主要的保障為勞工保險條例與勞工退休金條例兩項規定，勞工保

險的運作原則基本上有著保險的精神，由所有勞工來負擔彼此都可能面對

的風險，但由於法令規定老年給付根據投保的年資與薪資分及計算，給付

方式為一次給付，如此一來，無法達到保障老年生活的目的，勞工保險並

                                                 
187 郭文正，由生存權保障論我國年金保障制度之建構，國立政治大學社會學系碩士論文，2002
年出版，頁 83。 



 111

無法滿足第一層保障所要求的年金給付方式與保障目的。 

 

勞工退休金條例為一個人帳戶制度，帳戶提撥依據勞工個人的薪資所

得依法定比率提撥，架構看來似乎是所得相關的職業年金制度，不過個人

帳戶靠的是雇主與勞工本身薪資的提撥為主，實際上反而成為強迫儲蓄的

制度，雖然有月退休金的規定，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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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一般所稱的活得愈久，領得愈多的終身年金，因此勞

工退休金條例，僅僅是幫助累積勞工個人儲蓄，無法確實提供第二層老年

退休的保障。 

 

貳、特別保障制度 

英國「保證年金(pension credit)」或是稱為「最低所得保證制度

(minimum income guarantee)」，是指提供額外的年金給付補貼年金給付

低於規定水準者，用以保障年金貧窮者的最低生活水準。 

 

我國法令目前的老年照顧津貼，還包括了中低收入老人生活津貼發給

辦法、中低收入老人特別照顧津貼發給辦法、敬老福利生活津貼暫行條

例、原住民敬老福利生活津貼暫行條例，以及以農民為照顧對象的老年農

民福利津貼暫行條例。這些津貼目前皆是以每月定額的方式給付，作為生

活補貼。國民年金法的規定中，將整合老年農民福利津貼暫行條例，在新

法施行後，老年農民福利津貼暫行條例不再適用，但若能更積極建構出普

及式的國民年金，這些種類繁多的津貼便可重新整合，將此部分的財源整

入照顧全民的國民年金中，直接保障全體國民老年生活，或是參考英國的

保證年金(pension credit)，作為保障老年給付最低收益的津貼，將這部

分的財源作最有效的分配與利用，達到真正照顧老年生活目的。 

 

奧地利之老年保障制度分立，礦工、公證人、公務員以及工商農業的

自雇者皆有另外的特別制度。二○○四年之改革將適用營業社會保險法

（GSVG）之自營作業者者以及農民社會保險法之農民及其他，逐步調整使

制度趨於一致，不因職業差異而有所不同 

 

日本的老年安全體系也相當多元，且注重民間組織的社會保障作用，

許多社會保險制度由政府和民間組織共同舉辦或是分類舉辦
188。以老年年

                                                 
188 何春雷主編，社會保障制度的國際比較，法律出版社，2001 年，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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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制度來看，厚生年金可由民間一定規模以上之大企業代行，而各種共濟

組合亦分別自行掌管了一部份社會保險事務。日本對於老年經濟保障制

度，分別以公務員、受僱者與自僱者等不同職業類別為基礎，建立發展出

個別之年金制度或共濟組合，屬於分立式之社會保險制度189。 

 

我國的老年安全保障發展屬於分立漸進的方式，先後成立了勞工保

險、軍人保險、公教人員保險、私校教職員保險，不但在成立的時間有先

後之分，所適用之對象也不同，各制度也都獨立發展，和奧地利與日本的

情況非常相似。 

 

奧地利二○○四年的改革開始，便致力於調整各不同職業間的老年保

障架構，使保障水準趨於一致，而日本自 1985 年之年金制度改革，將國

民年金改為全國人民之基礎年金後，便一直在朝向一元化的目標邁進，最

近之改革也將濃林漁業職員共濟組合年金自 2002 年四月起併入厚生年金

管理
190，奧地利與日本在調節各制度間差距所做的努力，值得我國學習191。  

 

 

 

 

 

 

 

 

 

 

 

 

 

 

 

 

 

 

                                                 
189 蔡瑩潔，日本年金制度改革之研究，國立政治大學勞工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九十四年一月，

頁 126～127。 
190 蔡瑩潔，日本年金制度改革之研究，國立政治大學勞工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九十四年一月，

頁 127。 
191 蔡瑩潔，日本年金制度改革之研究，國立政治大學勞工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九十四年一月，

頁 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