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勞動基準法的制定及其中勞工退休金規定的形成與改制 

 

第一節 勞動基準法的制定背景及其中之退休金規定 

 

追溯勞基法的制定緣起可分為兩方面來加以探討，其一是來自於政治

方面的因素。台灣早年採取的「低工資、長工時、高污染」政策，以犧牲

廣大勞苦人民的血汗、青春、健康與生命為代價，將台灣產品巨額外銷至

美國市場所造就出的成果。相較美國強調公平貿易而言，台灣因為有低廉

勞動力，造成台美貿易關係顯著競爭失衡之情況。美國在自身以「勞力密

集」為主產業大量倒閉或外移而引發美國強大的勞工運動的情況下，為緩

和本土勞資矛盾及來自於勞資團體之壓力，當時遂由美國勞工部和美國勞

聯-產聯強烈要求台灣當局應立法訂定勞工基本勞動條件，並非保障台灣人

民勞動人權，而是藉此提高台灣工業生產成本，因而政府在美方壓力之下

才開始了勞動基準法的規劃及制定工作1。 

除了來自於政治方面之壓力外，勞基法的制定另外包含了來自社會經

濟結構轉型的推力。民國六零年代初期，台灣地區因工業化使得社會結構

隨之丕變，在就業人口結構方面，至民國七十一年為止，從屬勞動人口佔

全國就業人口已達百分之六十四點二八，其中受雇於民營企業者佔全國就

業人口百分之五十一點九二，國際比較研究亦指出台灣就業結構已異於開

發中國家，而近於工業國家，在一九八O年代初期，台灣地區階層結構甚

至與五O年代工業國家少有差別2。此種從屬勞動人口的增加連帶使得絕大

多數的家庭轉變為不再是傳統的聯合生產單位，經由家庭團結所提供的保

障變的越來越不可期待。在此種情況下，勞工的福利需求尤其以疾病、傷

害、老年、死亡（對家屬而言）、失業或雇主破產等風險發生時最感迫切
3。 

基於種種社會變遷所帶來新問題亟待解決，內政部在民國六十年初

有意以一個含括整體勞工問題範圍的立法來解決勞工面臨各項問題。在實

                                                 
1 請參閱，林萬億（1994）、傅立葉（1995）、朱柔若（2001）。 
2 請參閱，郭明政，《職業年金保險條例草案之研究》，行政院勞委會委託研究報告，台北市，1998，

頁 91。 
3 郭明政，前揭文，頁 92。 



際立法過程運作方面，當時立法委員認為勞工法案若以整體形式送審恐怕

曠日費時，對重大迫切必須立即解決問題緩不濟急，最後決定將重要事項

抽出採取單獨立法的方式，此時恰巧碰到飛歌職業病事件4等重大勞工職業

衛生傷害事件，勞工安全衛生法因此成為率先通過制定的法令5。在分別制

定的原則之下，勞動基準法部分因而單獨立法，當時不少學者如陳繼盛、

黃越欽、陳國鈞等人呼籲應儘速制定，立委謝深山、李友吉、陳錫淇等在

立法院對此案之關心運作，也有助於勞基法的推動及立法完成6。 

以上大致是當時勞基法規劃過程的一個簡單回顧。而在長久以來缺乏

明確保障的勞工退休金部分，可以說是搭上了此波整體勞動基準立法制定

的便車而連帶加以被含括在勞基法規劃思考流程之中。一位勞委會長期參

與退休金政策規劃官員說明當時退休金這部分立法思考過程大致上是這

樣的： 

 
當時草擬勞動基準法就是以原來的工廠法作為一個藍本，那麼那裡有退休制度，因為政府到

台灣來以後覺得勞工的退休制度呢，應該建立起來了喔。我們也很佩服面工廠法裡頭是沒有退休

的，沒有退休的條文。為什麼沒有退休，因為工廠在民國十八年的時候也就沒當年的主政者的各

種想法，所以我記得好像是民國 40 年的時候，台灣省政府 ⋯那時候也沒什麼台北市院轄是那些

東西。所以就通過了「台灣省工廠工人退休規則」，和「台灣省礦工退休規則」，所以工廠的勞工

礦工，煤礦工人都有一個退休規定，這就是民國 40 年來的。所以在草擬勞動基準法的時候，有

人就建議，這個勞動基準法裡面應該有退休這部份，把退休制度放進去，將來勞動基準法通過以

後呢，原先的那個就拿掉（訪談紀錄 471MJK1112，現任勞委會官員）。 

而當時勞基法制定過程中關於退休金這部分的規劃，值得注意的是當

時官方最初提出作為參考的藍本是新加坡的公積金制度7，此一以公積金方

                                                 
4 民國 61 年，台北飛歌公司及高雄加工出口區三美公司等，發生女工因得三氯乙烯、四氯乙烯

脫脂清潔劑等之職業病；以及基隆台灣造船公司發生乙炔爆炸等事件的震撼，勞工安全衛生問題

始引起朝野的重視，有關勞工安全衛生部分因此成為當時規劃整體勞工法相關立法中最先確立通

過的部分。 
5 中華民國六十三年四月十六日總統 (63)臺統(一)義字第一六○四號令公布。 
6 鄢武誠，《我國勞動法上勞工退休制度之研究》。台北：國立台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博士論

文，2000，頁 185。 
7 新加坡的老年年金制度最初立法於 1953 年，內容多引自英國的社會福利措施，有關老年年金

制度係採公務人員養老金與民間企業人員公積金兩種制度並行，其中公務人員方面，係由政府於

公務人員老年退休後一次給付之養老金；在民間企業人員方面，係由民間企業的雇主與受雇者於

工作期間共同提存退休準備金，於受雇者老年退休後給付之退休公積金。至 1977 年時，新加坡

政府將兩種制度合併，成為單一的中央公積金制度（Central Provident Fund System）。公積金之

作法及特色大致有: 
（1）中央公積金制度之保障對象為勞動者，每人設立一個帳戶來累積其提撥金額，經調整其收

入、費用、利得、損失後，於退休時以該帳戶總額作為退休給付金額；其提撥費率隨受雇者之年



式作為主要設計的構想是由當時內政部長邱創煥提出來的，而在其提出之

前，時任總統的蔣經國也曾指示李國鼎提出新加坡制度的簡報，內政部當

時亦委託了行政院研考會做了先期研究，研究主持人為陸光及柯木興8。當

時邱創煥主張的公積金制，曾向國民黨政綱政策小組提出建議案，而後在

行政院小組審查會議中獲得通過，當時主張公積金制者主要是考量到以往

工廠工人退休規則中規定勞工必須符合一定工作年限才能夠領取退休

金，但實際上國內中小企業存活時間太短，許多勞工無法累積足夠領取退

休金年限而服務工廠卻已提早倒閉，因此提倡以公積金制來彌補以往工廠

工人退休制度單一雇主提撥設計之缺失，但由於當時某些立委強烈反對而

導致公積金案在後來行政院長孫運璿主持的黨內審查會並未被接納，此後

也就不了了之9。 

在公積金作法確定被排除之後，民國七十一年三月六日行政院將勞基

法草案及退休金專章部分送至立法院審查，同年五月內政部向執政黨十二

全大會決議案社會經濟建設計畫推動組第五次會議時提案「設置勞工退休

基金，集中管理，統一支付，以配合建立勞工退休制度，促進社會安定及

經濟發展」，經決議由內政部成立專案小組研商，並由小組組成專案考察

團，分赴日本、韓國、新加坡等鄰近國家考察其退休制度後，擬妥增列條

文於七十二年五月十四日行政院併案送至立法院審查，此時勞工退休準備

金制度已明定於勞動基準法第五十六條。整個勞基法經審查通過後，於民

國七十三年八月公佈實施。另外為配合上開條文規定，民國七十四年七月

一日內政部另發布「事業單位勞工退休準備金監督委員會組織規則」及「勞

工退休準備金提撥及管理辦法」兩項附屬法規，財政部亦另外發布「勞工

退休金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以玆補充。另外所得稅法第三十三條亦於民

國七十四年十二月三十日修正，增列「適用勞動基準法之營利事業，報經

該館稽徵機關核准，每年度得在不超過當年度已付薪資總額百分之十五限

                                                                                                                                            
齡而有不同，最低者為 65 歲以上，雇主與受雇者均提撥薪資的 5%，最高者為 55 歲以下，雇主

與受雇者均提撥薪資的 20%，每月按時自受雇者的薪資中扣除個人應提撥之金額，連同雇主應

負擔部分，彙繳至中央公積金局，此制之一大特色乃是具可攜性，不隨受雇者轉換工作而中斷年

資及帳戶提撥金額累積。 
（2）中央公積金局將每月由受雇者與雇主共同提撥之金額，分普通戶頭、保健儲蓄戶頭及特別

戶 頭三個戶頭，存入受雇者中，受雇者如有實際需要並符合一定條件，始得依三個戶頭的用途，

動支其中戶頭之款項。 
※以上說明引自財政部國庫署網站 http://www.dnt.gov.tw/business/annuity/ch3.asp 
8 請參閱陸光、柯木興主持「民營企業員工退休制度撫恤公積金制度之研究」，行政院研討會委

託，民國 71 年 3 月出版。 
9 當時陸京士、楊寶琳兩位立委認為退休金應該採取雇主完全負責，勞工不負擔部分提撥的雇主

恩給制，導致公積金案在後來行政院長孫運璿主持的黨內審查會並未被接納。鄢武誠，前揭文，

頁 186。 



度內，提撥職工退休金，並以費用列支」 10 。 在雇主提撥標準法定之後，
以往僅適用工廠工人及礦工之退休金規定大體上也告正式轉型完成，由勞

基法之勞工退休規定所取代。勞基法退休金規定要點大致上有: 

（1） 勞工退休方式可以分為自願退休及強制退休兩種： 
a、勞工在同一事業單位工作滿十五年以上，年滿五十五歲，或累計

工作二十五年以上者可以申請自願退休11。 
b、勞工年滿六十歲，或心神喪失，或身體殘廢不堪負荷者雇主可

強制勞工退休。12

（2） 在退休金給付標準方面，按照勞工工作年資，每滿一年給予兩個基 
數，超過十五年以上年資，每滿一年給予一個基數，最高合計以四

十五個基數為限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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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百分之二十14。 
（3） 雇主應按月提撥勞工退休準備金，專戶儲存，並不得作為讓與、扣 

押、抵銷或擔保，其提撥率，由中央主管機關擬定，報請行政院核

定之15。各事業單位提撥率，雇主應參照a、勞工工作年資。b、薪
資結構。c、最近五年勞工流動率。d、今後五年退休勞工人數16等

相關因素依勞工每月薪資總額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十五範圍內按月

提撥17。 

 

大體上來說，由「台灣省工廠工人退休規則」與「台灣省礦工退休規

則」中退休金制度的實施至勞基法退休金18部分制定完成開始實施為止，

可將其視為是台灣勞工退休金制度發展演變的第一階段。此造成制度轉型

的原因乃是在以往退休金制度保障範圍不足，且最後所得保障不可期待的

制度缺失之下，藉由一個整體的勞工立法契機將退休金的部分連帶作一檢

討及重新規劃。 

                                                 
10 陳新立，前揭文，頁 15。 
11 勞動基準法第五十三條。 
12 勞動基準法第五十四條。 
13 勞動基準法第五十五條第一項。 
14 勞動基準法第五十五條第二項 
15 勞動基準法第五十六條。 
16 勞工退休準備金提撥及管理辦法第三條。 
17 勞工退休準備金提撥及管理辦法第二條。 
18 為精簡名詞敘述起見，本節以下所稱前後兩種不同制度規劃，前指「台灣省工廠工人退休規

則」及「台灣省礦工退休規則」部分，後指勞基法中退休金部分。 



就前後兩種制度設計作一比較，新制與舊制最大進步之處是相對於舊

制僅限於工廠工人及礦工外，勞基法部分含括更多受雇勞工於其適用範圍

之中，以法定方式解決舊有行政規則強制性受質疑導致大部分事業單位從

未建立退休制度之問題。其次，勞基法退休金部分維持前制單一雇主強制

提撥之作法。根據當時反對公積金制設計者乃是反對其雇主及勞工皆要相

對提撥的做法來看，此部分的考量應主要出於當時視退休金為雇主恩給觀

念仍相當濃厚，具政策影響力者認為雇主負有完全責任照顧勞工老年退休

生活，和今日雇主負擔之退休金應是一種延遲工資的主流意見並不相同。

再者，在一個「普及式」及「恩給制」的新架構之下，還是要面對「能不

能順利拿到退休金?」這個舊制無法解決的最關鍵問題。 

在「台灣省工廠工人退休規則」及「台灣省礦工退休規則」中僅規定

符合年資勞工退休時，應由工廠直接給予工人退休金的規定，其重大缺失

正如同之前所提及的，在一般中小企業存活年限普遍不長，勞工不易累積

請領退休金足夠年資，以及此兩種行政命令強制力受到諸多質疑導致雇主

不願一次給付給勞工為數可觀之退休金，到了新制勞基法的退休設計，除

了納入正式法令中加以規定具有強制效力之外，對照以往雇主多不願在員

工退休時一次拿出為數可觀之退休金，勞基法部分退休金的設計採取雇主

必須按月提撥的方式，依勞工每月薪資總額 2%至 15%範圍內進行提撥，

並規定有雇主不按照規定提撥的罰責19。 

 

第二節 勞動基準法改制制度設計缺失因素分析 

    

勞基法退休金制度規劃的原先主要動機是否是要針對舊有退休金設

計所導致無法保障的問題加以徹底解決乃不可考，如同先前所敘述的，就

其規劃過程的轉折及其最後內容來看，似乎主要還是偏向於一個雇主恩給

精神及政治壓力運作的結果，而非包含更多能有助往後維持制度順利運作

之考量在內。勞基法由民國七十三年公佈實施，至勞委會七十九年七月開

始規劃勞基法退休金部分的改制工作為止20，正式開始實施運作至開始改

                                                 
19 勞工退休金提撥及準備辦法第十條: 當地主管機關或勞工檢查機構對各事業單位提撥勞工退

休準備金情形得派員查核，如有不合規定情事，應依法處理；又，雇主不依法提撥退休準備金，

依據勞動基準法第 79 條規定應處以二千元以上二萬元以下罰鍰。 
20 請參閱，勞委會【「勞工退休金條例」草案研擬進度】聲明稿。 



制方案的研究期間不過短短六年。影響勞基法退休金政策改制的動力可以

說是多面向的，包括了制度實際運作上的缺失嚴重程度導致改制需求的急

迫性，以及政治經濟社會環境的轉型皆對勞基法退休金的改制產生重大作

用。在進入下一章節之前，此處首先將對影響勞退金改制重要因素舊有制

度設計缺失問題做一概略說明，目的則在於建立讀者對勞退金改制爭議起

始問題內涵較為系統性的理解。 

有關現行勞基法退休金制度設計缺失方面 ，大致上可以歸納為以下
幾個部分來加以探討：（1）領取權利及給付公平性方面（2）給付適當性
方面及（3）風險分擔方面（4）性別公平方面。 

（1） 領取權利方面： 

a、就請領方式及保障範圍而言，勞基法退休金採取一次請領方式，請領資

格必須要是勞工在同一企業內工作滿 15 年，年滿 55 歲或是工作滿 25 年

才得以請領退休金，就目前情況來看，我國企業規模以中小企業為主，約

佔所有企業總數 98%，雇用了約全部勞工總數 78%左右的勞工21，這些中

小企業存活年限較大企業及公營單位為短，根據調查中小企業平均壽命約

為 12.3 年，存活 30 年以上的事業單位也僅佔 10.75%，且勞工在同一事業

單位之平均工作年資僅 8.3 年22，且勞工流動率高，在同一企業工作 15 年

以上者僅佔 15%，造成了多數勞工無法領到退休金的情況。因此退休金常

被批評為「掛在牆上的牛排，看得到，吃不到」，也造成公營與民營企業，

大企業與中小企業員工在一個全體應享有的退休金權利保障情況上明顯

存在領取機會差異甚大之不公情況。 

b、就基金提撥及管理運用層面來看，勞退制度雖規定雇主應依勞工薪資

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十五按月提撥勞工退休準備金，並專戶存儲，以及如雇

主不按規定提撥應受處罰。即使如此，一方面大部分雇主認為一次給付的

勞工退休金將對其營運造成負擔，且使得企業經營成本不易估算23，故雇

主提撥意願大多不高。另一方面，現有對不按規定提撥的罰責過輕24，導

致雇主寧願繳交罰款也不願按規定提撥退休準備金，即使提撥，也大多按

照最低百分之二的標準進行提撥。再者，相關罰責在執行層面上亦常受該

                                                 
21 請參閱，黃玫玲，《蓋在沙灘上的房屋—勞動市場彈性化有助經濟發展?》，2001，引自認識台

灣網站http://home.kimo.com.tw/liutaho/A142.htm 
22 引自工總網站http://www.cnfi.org.tw/cnfi/pd5-1.htm 
23 有關此方面討論可參閱張熒真（2000）。 
24 雇主不依法提撥退休準備金，依據勞動基準法第 79 條規定應處以二千元以上二萬元以下罰鍰。 



地企業壓力，在選票考量下無法確實貫徹執行。正如同勞委會某資深官員

所表示：  

照理不繳的話，那是違反勞基法，那違反勞基法就要處罰，但是很多縣市政府，有時候它就

不處罰，不處罰的原因，因為這跟我們的選舉文化有關，我們公司平常是支持你這個縣長候選人

的，對不對? 你選舉的時候來跟我要很多的錢我都支持你，現在我沒提撥勞工退休準備金你就來

處罰我，你說當縣長的人怎麼下得了手? 這就又跟這個有關啦，跟政治有關啦。那好，本來這套

制度有設計是完整的，你頂多去執行的話，會有它的效果。而且這些都是免稅的，但是這個誘因

呢?不夠，他還是不提撥（訪談紀錄 471MJK1112：現任勞委會官員）。 

根據中央信託局歷年企業提撥狀況方面統計數據來看，由七十八年至

九十一年底為止，依法提撥退休準備金之企業比例僅在約一成上下擺盪，

總受益員工率則大概一直都在 45%左右。而在民國八十八年勞基法擴大適

用之後，事業單位提撥比率更降到只有 7.7%的低水準，受益員工率則由一

直以來維持 45%左右的水準首次跌破了 40%（39.82%）（見表一）。 

表一：台閩地區勞工退休準備金提撥概況 

年底別 提存戶數

家數提存

率 

提存廠商

開戶時員

工數

受益員工

率 

 七十八年底  End of 1989  20211 10.27 1533612 44.87 

 七十九年底  End of 1990  21044 10.68 1551689 46.54 

 八 十年底  End of 1991  21452 12.82 1556529 46.24 

 八十一年底  End of 1992  21778 12.2 1569591 45.58 

 八十二年底  End of 1993  22634 12.41 1590995 45.93 

 八十三年底  End of 1994  23620 12.7 1612005 45.85 

 八十四年底  End of 1995  24218 12.93 1627586 46.99 

 八十五年底  End of 1996  25176 13.53 1661032 48.29 

 八十六年底  End of 1997  28750 14.98 1811255 48.42 

 八十七年底  End of 1998  36655 18.97 2277958 61.81 

 八十八年底  End of 1999  42203 7.7 2555277 39.82 

 八十九年底  End of 2000  45930 8.56 2735359 42.16 

 九 十年底  End of 2001  48508 9.22 2858192 44.52 

 九十一年底  End of 2002  50287 9.85 2901789 44.62 



 

 

 

資料來源：中央信託局  （引自勞委會網站 http://dbs1.cla.gov.tw/stat/month/24040.pdf） 
說明：1 本表不含歇業廠商資料 
      2 本表資料八十三年五月以前僅包括台灣地區 
      3 自八十八年一月起，因「勞動基準法」擴大適用範圍，適用勞基法之事業單位數大

幅增加，致家數提存率及受益員工率大幅下降。 
附註：(1)家數提存率＝(提存戶數／上年底僱用 1 人以上勞工之事業單位數) ×１００。 
      (2)受益員工率＝(開戶時員工人數／不含公共行政業之受雇者) ×１００。 

c、就制度設計可能導致與年齡相關的領取風險方面，因勞基法退休金

給付計算標準是採用退休前半年之每月平均工資，在通常愈接近退休薪資

水準愈高的情況下，導致了雇主大多不願雇用即將面臨退休之中高齡勞工
25。更有甚者，雇主甚至在勞工退休前，恣意將勞工解僱，或是採用惡性

關廠歇業方式以逃避給付勞工退休金，而造成勞工辛苦大半輩子期待的那

份老年退休保障全然落空之情況26。 

d、在有關對特殊境遇勞工之請領權利方面，勞基法第五十四條中規

定，如非年滿六十歲及心神喪失或身體殘廢不堪勝任工作者，雇主不得強

制其退休。但因雇主一但強制其退休則必須給予退休金，故雇主若不採取

強制退休之方式，而以工作上之壓力壓迫或靜待其自願離職，如此一來便

不必給予其退休金27。 

（2）給付水準適當性方面 

依照現行勞工退休金制度，勞工在其退休後所領取給付實質上是否得

以支應其退休後生活所需？此方面研究為數繁多，僅列舉其中三個較具代

表性者加以說明。其一是以公式計算所得勞保老年給付年金化後得到的所

得替代率，其平均所得替代率約為一七％，換言之，一個退休時月薪三萬

元的勞工，可以領取的年金約在五千一百元左右。不過就實際情況來看，

由於領取老年給付的勞工，平均投保勞保的年資只有十九年，平均領取金

額在八十九年只有六十五‧八萬元，在九十年一到九月只有七十三‧四萬

元，以平均餘命二十年加以計算，在年金化後，勞工所能領到的金額平均

每個月只有三千多元左右28。 

另外，依精算師林奇璋之精算，如一位六十歲可領取一百萬元退休金

的勞工(當時每件申請者約可領取一百廿萬元)，換算成年金給付，前三年

                                                 
25 陳新立，前揭文，頁 41。 
26 郭明政，前揭文，頁 99。 
27 陳新立，前揭文，頁 42。 
28 請參閱詹火生，《勞工退休金政策分析—國家干預觀點》，台北，2002，國家政策研究基金會。 



每月可領取四千九百元，與全行業受雇員工平均薪資四萬二千元相較，僅

占薪水的百分之十一點六，即使再加上勞保老年給付，距離國際勞工組織

所建議標準，老年給付應達退休時薪資的百分之四十五至百分之五十間仍

有相當距離29。 

再者，依鄭清霞在 1999 年對現行勞工退休金給付水準所作研究結果

顯示，一個符合請領要件順利領取退休金之勞工，其平均所得替代率為

13.35%，約為 5059/月，不足以支付飲食費加上房租水電費部分所需費用

5722元(約當其研究所設定的第 40百分位部分)，若以勞保及勞基法所能得

到給付絕對數額相加，勞工在退休後每個月約可領到 7123 元，相當於僅
足以支付各項消費水準部分（約當該研究設定的第 25 百分位部分）所需
約 7161元支出，單靠勞基法退休金部分僅能維持中下生活水準30。。 

表二：勞工保險老年給付概況 

實付老年給付 
年（月）別 

核付件數 核付金額 平均單價 

八 十 七 年 98,520 53,151,800,331 539,503

八 十 八 年 103,187 62,340,482,813 604,151

八 十 九 年 92,863 61,129,248,633 658,273

九    十 年 115,275 84,137,765,711 729,887

九 十 一 年 136,649 120,668,542,568 868,970

九 十 二 年 105,929 95,993,622,745 879,514

 

  

 

資料來源：整理自勞保局網站 http://www.bli.gov.tw/ 

說明：1. 九十二年資料為 1 到 11 月 12 月尚未計入. 

      2. 本表老年給付核付金額含勞保條例第十二條修正後「補發併計後老年給付之差額」；91年共 

        計 1,924,728,955 元，92年 1 至 11 月共計 3,057,823,847 元；補發件數不計入核付件數；平

均單價則以扣除補發之核付金額計算。 

有關現制給付適當性上之問題，除了薪資所得替代率能否保障退休生

活水準令人存疑外，在制度設計未能考量目前企業存活現狀，因而導致多

                                                 
29 詹火生，前揭文。 
30 請參閱，鄭清霞，《我國國民年金與職業年金之老年給付水準與費率規劃探討》。嘉義：國

立中正大學社會福利研究所博士論文，1999，頁 60。 



數勞工無法順利領得到退休金，在此種情況下，勞工所面對的事實上是一

個保障不足維持退休生活所需及領取權利不確定兌現的雙重不確定危機。 

（3）給付水準之公平性方面 

所謂公平性乃是牽涉到不同群體或團體之間的相互比較狀況，而給付

水準公平性議題，就老年經濟安全保障來說，則是談討制度給予不同團體

之保障是否合乎公平原則。以目前制度對公務人員及勞工之，根據立法委

員程振隆辦公室資料，台灣的教師年收入是國民平均的 1.39倍，此一比率

甚至高於日本、美國、新加坡等國民所得與物價水準皆高的國家，若與一

般國民平均水準相比可稱的上優渥，而若就公私部門加以區分，根據行政

院主計處九十年度統計，政府部門的受僱人員平均年收入為七十六萬餘

元，非公部門的受僱者平均年收入僅有卅二萬餘元，公教人員平均收入是

勞工一倍以上，在賴以支應日常生活所薪資所得水準上差距甚大。另外，

軍公教子女並可以接受教育方面種種補助31。程振隆辦公室指出，以九十

一年度公教人員及軍人子女教育補助統計為例，共有七十五萬名公教人員

子女獲得近五十六億五千萬元補助，以及十五萬名軍人子女獲得三億五千

餘萬元補助。政府如此對軍公教人員子女齊頭式補助教育經費，姑且不論

目前討論其存在適當與否之爭議，相對於其他社會弱勢族群而言，必須經

過嚴格資產調查或家庭收入調查程序才能得到相同補助32，兩相對照之

下，正可突顯制度設計上欠缺公平性及風險分擔考量之問題。  

  
除工作階段薪資水準及制度補助不一外，在公務人員以及勞工退休制

度保障方面，勞工退休後經濟安全部分，制度規定主要有勞工保險老年給

付部分以及勞基法所規定之退休金，而公務人員退休後經濟安全制度性保

障部分則主要有公務人員保險中之養老給付及依「公務人員退休法」規定

之公務人員退休金部分。以實際數據來比較兩者差異，在勞工這部分，九

十二年勞保老年給付平均每件領取單價約為 7 萬 9514 元，同年而公務人

員公保養老給付平均每件領取單價則約 136萬 3379元（見表三），差距約

為 1.55倍。 

 
 
                                                 
31 依「公教人員子女教育補助費標準表」，規定，公教人員子女於國小、國中、高中、高職、五

專前三年、五專後兩年，二三專、大學暨獨立學院，各不同階段依階段不同均可獲得數額

500~13600 不等補助。詳細補助標準及資格限制請參閱該標準表之規定。 
32 請參閱，聯合報，＜軍公教子女教育補助，傳廢止聲＞，2003 年 7 月 16 日。 



表三 公教人員保險現金給付(養老部分)件數及金額 

 
實付老年給付 

年（月）別 
核付件數 核付金額 平均單價 

八 十 九 年 14,365 19,355,493,523 1,347,406

九    十 年 21,180 27,961,491,296 1,320,184

九 十 一 年 21,079 29,105,762,401 1,380,794

九 十 二 年 19,999 27,266,217,528 1,363,379

       

 

資料來源：整理自中央信託局網站 http://www.ctoc.com.tw/ 

政大教授郭明政批評，國內公務員服務滿卅年，約可領取原有薪水的

百分之九十的月退俸，並享有優惠存款、低利率的房屋貸款等，但勞工卻

僅能靠自己儲蓄養老，顯示國內社會安全支配僅對特定族群，形成不公平

及不正義現象。郭明政認為，公務員養老給付的所得替代率已經達到

60%，若再加上公保養老給付的優惠存款之利息，所得替代率高達 90%，
保障水準乃是世所罕見。相對於公務員的優厚保障，一般勞工依靠勞保的

老年給付僅能抵養老年生活所需的 12%33

（4）性別公平方面 

有關現制設計之性別公平缺失方面可歸納為以下兩部分加以探討。第

一個是有關退休金年資計算的問題，許多對女性工作權的研究皆指出女性

因自身受社會文化及自身生涯發展之限制，故較男性容易出現暫時由勞動

力市場退出之現象34。在女性因懷孕育兒等原因暫時退出而後又重回就業

市場時，依現制先前年資並無法合併計算，因此年資較男性更不易達到法

定規定，即使是將市場男女就業人數比例加以考量後，仍然出現男性和女

性勞工在順利領取退休金比例上差異甚大之情況。以民國八十三到八十五

年的資料來看，女性領得到退休金者僅佔實際領取退休金資格者總數僅不

到四分之一，男性則佔四分之三（見表四）35。 

 
                                                 
33 郭明政，前揭文，頁 93。 
34 此方面研究成果請參閱傅立葉（1993）；李美玲（1994）；羅紀瓊、陳小紅（1997）等相關研

究之內容。 
35 陳新立，前揭文，頁 62。 



表四 勞基法勞工退休金領取狀況按性別分 

83 年 84 年 85 年 1~6月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總計 11,945人 100.00% 17,814人 100.00% 6,899人 100.00% 

男性 9,354人 78.30% 14,691人 82.47% 5,040人 73.05% 

女性 2,591人 21.69% 3,123人 17.56% 1,859人 26.95% 

資料來源：勞委會統計處；引自高惠宇，1996。 

民國 90 年 12月 21日兩性工作平等法三讀通過，可以說是更直接的

針對勞動基準法對於女性在職場上種種工作條件上之不平等待遇，以及工

作場所歧視及性騷擾問題等方面保障不足之處，另立新法加以具體規範。

而其中針對女性工作條件的改善部分，譬如依該法規定女性享有每月一日

生理假、產假、流產假及最長兩年育嬰假之規定，更直接關聯到女性將來

退休金權益之保障，使得女性不致因生養子女等因素被迫中斷其原本累積

之年資，進而影響到女性領取日後退休金之權利。雖然兩性工作平等法目

前算是一個初始實行階段，亦有不少尚待實務經驗加以磨合修正之處36，

但是其中有助於保障女性領取退休權益之各項相關規定是值得加以肯定

的，往後女性順利領取退休金之比例應可加以觀察引用，作為一個評估兩

性工作平等法實施成效的重要指標。 

除了現有制度未能對工作條件部分加以特殊考量外，女性本身在就業

市場中與性別歧視相關導致的薪資結構特性，連帶產生其退休金是否能適

當保障其老年經濟安全之疑慮。前述李美玲研究結果顯示，在民國八十二

年底六十歲以上就業人口中，女性就業人數約為男性就業人數之四分之

                                                 
36 兩性工作平等法目前實施成效可從若干數據加以了解： 

（1）勞委會民國 92年初針對台灣地區 2982 位勞工進行調查勞工在企業內使用兩性工作平等法

所規定之各類假之狀況。調查結果顯示，曾使用陪產假之比例之男性占 7.7%，其餘依次為女

性 之「產假」占 7.1%，「生理假」占 5.7%，流產假占 2.5%，家庭照顧假占 2.4%等，其餘使用

比率均低於 1%，但女性有使用育嬰留職停薪者僅占 1%。 

（2）勞委會「92 年兩性工作平等狀況調查」結果顯示，員工規模在 30 人以上之事業單位已規

定「育嬰留職停薪」者佔 57.3%，沒有規定者佔 42.7%（含 10..6%未來打算訂定，未來不打算

訂定者佔 7.0%，另不確定者佔 25.2%），與 91 年調查結果相較，已訂定「育嬰留職停薪」者

提高 18.4 個百分點。另外按組織型態加以觀察，公營事業單位有規定者達 100.0%，民營事業

單位已規定者僅佔 54.4%。按行業觀察，有規定者之比率服務業部門略高於工業部門，以「教

育服務業」的 87.1%、「醫療保健及社會福利服務業」86.0%、「金融保險業」74.7%及「專業科

學及技術服務業」的 67.2%較高，而工業部門以「水電燃氣業」的 93.9%最高，其餘各業皆未

及六成。（以上引自勞委會網站） 



一，薪資則約為男性五分之三。至民國九十年底行政院主計處公布之最新

數據，女性薪資以提升至約為男性之七成，但男女性薪資間仍存在著相當

之差距。另外根據相關研究顯示，女性在選擇就業上確實存在著「職業區

隔」之現象37，其職業多半集中於成衣業、鞋類製造業、醫療服務業及理

容美髮等行業；而男性則傾向集中於礦業、水電燃氣業、營造業、石油及

煤製品製造業、環境衛生及污染防治服務業、汽機車修理保養業、運輸倉

儲及通信業、化學材料製造業等行業，由雇用歧視所造成之職業區隔連帶

造成了女性薪資結構上和男性存在相當差距之情況，導致女性計算最後退

退休金數額之薪資基礎偏低因此造成領取額度上與男性存在有相當差距

之結果。 

 

本章小結 

台灣早期勞工退休金制度始於一個不具強制性以及適用範圍有限的

「台灣省工廠工人退休規則」與「台灣省礦工退休規則」，民國六十年代

初期開始的勞動基準法退休部分規劃可說是勞工退休金制度第一次重大

的改制階段，進而納入了一個強制性立法精神及保障多數範圍之做法。而

若就此一時期影響政策形成之背後政治動力來看，通常學者將會 1980 年

代初期視為一個威權統合制度控制走向社會大眾部門自主化及組織性運

動的興起的分野時期。而在威權體制時期台灣福利政策往往反映出典型統

合主義特徵，福利政策的特色是藉由特定福利措施“統合化”大眾部門進入
國家體制之中，主要目的則是維繫統治的正當性基礎38。在福利政策部分，

威權體制時期之福利政策及福利措施大體上是為了維繫特定社會階層對

政權的支持，其中最主要的是軍公教階層，而在勞工立法方面譬如勞工保

險條例以及對農民實施土地改革作法等也都是此一維護統治正當性精神

下的產物39。而 1984 年制訂通過的勞動基準法算是其中一個特例，其出現

形成並非出於政府欲取得統治正當性的想法，而是主要來自於國際壓力及

社會經濟結構轉型兩方面的推力，使得長久以來缺乏法定強制性勞工退休

金規定順利搭上勞基法規劃便車而加以法制化。 

                                                 
37 相關研究請參閱鍾谷蘭（1987）；徐宗國（1995）；張晉芬（1995）；劉家苓（1997）；張麗雪

（1997）；李淑菁（2000）；葉盈蘭（2001）等研究內容。 
38 請參閱，丁仁方，『威權統合主義：理論、發展與轉型』。台北：時英出版社，1999。 
39 請參閱，林萬億（1994）、傅立葉（1995）。 



而就政策形成的參與角色及形成模式來看，勞基法退休金部分的規劃

基本上是一個由上而下的模式，由專家學者及民意代表負責主要藍圖的規

劃及制定工作，期間並沒有勞工本身及企業部門參與的力量存在，往後種

種實行上問題如此快速出現及爆發，一方面顯示了這種由上而下的政策規

劃模式導致理想與實際現狀嚴重的不能配合，另一方面也代表了民主化潮

流的發端，勞工與企業逐漸脫離國家機器的掌控而開始出現自身自主性，

已談判抗爭及街頭運動等多種不同方式加入政策形成場域，使得政策形成

影響力量及參與角色更為多元化，因而造就了所謂八零年代之後政治自由

化時期及解嚴後在政策形成場域中互動情況更加多采多姿。勞工退休金改

制過程亦復是如此，由以往由上而下的模式，開始陸續加入了勞工運動團

體的參與，提出自身主張及發動種種影響政策方向之行動，但不同勞工團

體彼此之間亦因背景淵源及組成差異有不同運動思考邏輯及運動模式。至

於另外重要參與角色，包括企業及雇主團體、國家機器介入以及學者專

家，除雇主團體代表的是一個資方期待節制資本的立場，對退休金改制立

場較為一貫之外，其他角色如國家機器及學者專家都顯現了內部主張的分

歧及不一致性，使得往後之退休金改制過程中參與角色互動路線開始呈現

更為交織複雜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