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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各國勞工退休制度分析

世界各主要國家老年經濟安全保障制度實施了數十年甚至百年以上，其實施

經驗或遭逢之問題正可提供台灣寶貴之學習教材，惟如何獲取經驗，考量文化差

異及晚近財經環境，訂定符合台灣個別需要之制度。

一、制度類型

(一)傳統貝佛里奇模式 (Beveridge Model)與俾斯麥模式(Bismark Model)

傳統上，公共年金制度可大別為全民取向的貝佛里奇模式與職業取向的

俾斯麥模式兩大類 (Berghman & Vorselen，1990) 。

1942 年貝佛里奇報告書（Beveridge Report）主張政府應提供全民基

本生活之保障，影響其後英國等歐洲國家之社會福利政策至鉅，日後以全民

為對象之一元化社會保險制度乃稱貝佛里奇模式，其給付係以保障基本生活

為主，故較常採行定額制，並往往以預算支應，較具有所得重分配效果。

德國自俾斯麥首相於 1883 年創立舉世第一個社會保險制度勞工疾病保

險制度以後，陸續為不同職業團體分別設立社會保險制度，其給付金額往往

採薪資相關制，即按個人薪資與投保年資計算，以保障其原有生活水準，具

有鼓勵勞動之效果，日後採此種多元化社會保險制度架構者，稱俾斯麥模式。

採行全民取向的國家，因保障民眾退休後適當生活之功能較不足，故在

隨後年金制度的發展過程中，往往增加按薪資與年資計算之第二層年金制

度；至於採行職業取向的國家，為保障更多國民之生活，亦往往逐漸擴大承

保對象或提供眷屬必要之給付，使得前述兩種制度之發展漸趨一致。

(二)崛起的個人主義模式

隨著公共年金制度的成熟與各國人口之日趨老化，長期以來，工業化國

家的公共年金制度均面臨費率不斷提升，潛藏債務日益龐大，未來財務可能

崩潰之問題。有鑑於此，1981 年智利推動一個全新的改革，公共年金制度

改以完全提存準備（fully funded）及民營化之方式呈現，並在拉丁美洲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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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歐造成風潮 (Fultz, E.，2004) 。

二、近代世界各國退休金制度發展之背景

自 1970 年代歐美各國經濟開始萎縮，至 1980 年代全球經濟危機，各國

紛紛展開公共退休金的改革，即目的在於提供國民最低之經濟保障之公共年

金方案，此種「確定給付」制度因政府財政能力開始面臨考驗，而各國之改

革方式，包括縮小退休金給付指數調整、降低所得替代率、提高退休年齡、

延長可領取退休給付之最低年資等措施，希望減少公共退休金之開支，以降

低對經濟面的負面影響（洪振唐，2005）。

三、近代世界各國退休金制度改革的原因

(一)人口老化

由於平均壽命延長和生育率下降，全世界老年人口正急遽增加，這導致

世界人口的平均年齡穩步增加，老年（65 歲以上）人數增加，而且老年人

與適齡就業（15 歲至 64 歲）人數比列提高。各國政府普遍所施行的「隨收

隨付」退休年金體制，逐漸入不敷出，直到破產的臨界點。

戰後嬰兒潮逐漸於未來十年內屆臨退休，支付這批嬰兒潮的退休金，將

是各國退休制度沉重的負擔，同時因為生活水準、醫藥科學進步，人口結構

老化日趨嚴重，此種現象對既存退休金制度是最主要的挑戰。

(二)政府財政壓力

全球經濟發展遲緩、經濟結構的改變及全球化的影響，造成各主要先進

國家失業率居高不下，加上各國普遍財政以赤字預算為主，因此，當景氣無

法有效的提昇，政府歲收無法有效的增加，使得隨收隨付制之退休金制度面

臨強大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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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日本退休金制度介紹

日本在近代是亞洲非常耀眼的國家，加上其老年人口依賴比至 95 年底已達

31.8%，已是世界最老的老人國，因此，日本的社會福利制度也快速成長，以國

家、企業及家庭共同支撐，構成特殊的景觀，又由於日本老年人口比較高，對於

各種社會福利制度的財務也衝擊較大，使得日本於近年不斷進行改革，以避免社

會福利制度破產，為現代福利國家理論與東方儒家文化交流衝擊下的代表性國

家。

一、沿革

日本的年金制度創立頗早，其發展過程起源於 1939 年的「海員保險

法」，提供服務 15 年以上（1943 年縮短為 10 年）海員退休年金，政府並

補助部份經費，是日本政府為民間受雇者辦理公共年金之始(楊永芳，

2004)，繼而於 1942 年實施「勞動年金保險法」，該法於 1944 年修訂適用

範圍擴大對象到 5 人以上事業單位職員及女性受雇者在內，並改稱為「厚

生年金保險」。二次大戰結束，作為戰敗國的日本，有 1/3 的日本國民需要

救濟，日本政府不得不重新檢視公共年金的種種缺失。為此，「厚生年金法」

在 1954 年進行全面修訂，規定繳費年限為 20 年；支付年齡為男子 60 歲、

女子 55 歲。不過修改後的給付水準僅維持在月標準工資 40％的低水準。

受雇者以外的一般國民，缺少基本生活保障，而隨著日本經濟的高度發

展和社會的變遷，為此，日本政府在 1959 年頒布「國民年金法草案」，1961

年正式實施，適用對象為無法參加其他如厚生保險之小型工廠受雇者、自雇

主與非受雇者，將自營作業者及受僱於 5人以下私人企業之員工納入保障，

從而初步達成全民皆年金的目標。(勞工保險局，勞動保障雙月刊第 16 期)

1970 年通過「農民年金基金法」，除了提供農民老年年金外，另外附

帶的提出了經營移轉年金等變相補貼農民措施，所需經費除由參加者繳費

外，政府提供相當優惠的補貼。

此後日本年金制度因應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而屢有修訂，1985 年更

將各種不同的年金保險予以大幅度的重組整合，1990 年代隨著日本經濟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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沫化及少子化與老齡化，造成年金制度的沉重財務負擔，在制度上亦多所修

正。

二、老年經濟安全制度

現行日本的老年經濟安全保障體系，在涵蓋的範圍已經相當完備，從制

度上來講，日本年金所呈現的，乃是三層式的年金體系（洪振唐，2005）。

(一)第一層乃是提供全體國民基礎生活保障的國民年金。

所有居住在日本境內，年齡介於 20 歲至 60 歲的居民，皆具備國民年金

的加保資格；而被保險人依其身分不同可分為下列三類：

1.第一類被保險人：包括 20 歲以上未滿 60 歲的自營業者、農業者、學生等按

月繳納定額保險費及附加保險費。

2.第二類被保險人：係加入厚生年金保險或各類共濟組合年金保險的被保險人

(包括民間受雇者、公務員等)，其保險費由厚生年金以及共濟組合年金保險

攤提。

3.第三類被保險人：第 2類保險人的 20 歲以上未滿 60 歲未就業配偶，主要以

第 2類保險人之收入維持生活者，其保險費由厚生年金以及共濟組合年金保

險攤提。

其給付部分包含老年基礎年金、附加年金、殘障年金、以及遺囑年金，

其財源除參加人按月繳納之定額保險費外，另由政府負擔基礎年金 1/2 以及

附加年金的 1/4 之保險費。

(二)第二層為厚生年金或共濟組合年金

1.厚生年金

加保對象為凡受僱於 5 人以上私人企業之所屬員工，年齡在 70 歲以下

者，不分國籍、性別、收入均為厚生年金之強制投保對象；但農林漁業、專

門職業(如律師、會計師)及影劇娛樂業則不在此限，其保險費原則上係依不

同類別與不同薪資水準等級而異，由勞雇雙方平均分攤，其給付為老年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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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金、在職老年年金以及遺屬厚生年金。

2.共濟組合年金

以受僱於政府機構或公營事業單位之受僱者為加保對象，又分為四類：

國家公務員共濟組合、地方政府公務員共濟組合、私校員工共濟組合及農林

漁牧協同組合團體共濟組合，其保險費原則上係依不同類別與不同薪資水準

等級而異，由勞雇雙方平均分攤，其給付為退休共濟年金、特別給付、殘障

共濟年金及遺屬共濟年金等。

此外，為使只有第一層基礎年金保障的國民年金第一類被保險人亦能得

到第二層保障，另成立國民年金基金，採地域型基金與職域型基金兩種方式

辦理，讓國民年金第一類被保險人可以自由加入並自負保險費，以獲取第二

層保障。

3.第三層為企業年金

企業為其僱用者所提供的各種類型的企業年金，以保障其退休生活；包

括有厚生年金基金、適格退職年金、確定給付企業年金及確定提撥年金(企

業型)等。另外國民年金第一類被保險人或所服務企業未提供企業年金之受

僱者，自由選擇參加個人型的確定提撥年金，以得到第三層保障。(勞工保

險局出國報告，2007)

(1)厚生年金基金：

於 1966 年開始實施，係依據厚生年金保險法的規定，經厚生省大

臣核准所設立的特別法人，其年金給付必須較老年厚生年金為高。以大

企業員工為對象，其兼具厚生年金保險(代行部分)及企業年金二者之意

義。所謂代行部分是指企業經政府核准後可以自己成立一個符合特定必

要條件的年金基金，代行厚生年金保險中的老年厚生年金給付。

代行部分(厚生年金保險中所得比例部分)必須超過厚生年金給付

10%(2005 年 4月以後設立的基金必須達50%)。在基金成員轉出計畫或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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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給付一次金。在2002 年 4月以後，障礙者亦可領取年金或一次金，而

年金給付可以給遺屬。

代行部分的費用，由勞雇雙方平均負擔，而附加部分，由雇主負擔，

以提高年金給付水準。而雇主在代行部分的厚生年金保險費可在千分之

24~50 範圍內免除，但仍然必須支付為提供給付所必須的保險費。

(2)適格退職年金

於 1962 年開始實施，係以符合法人稅法規定條件而設立的企業年金

制度，以中小企業為參加對象，仿自美國的 Qualified Pension，由企

業以分期方式提撥退休金交付信託銀行、人壽保險公司等，雙方簽訂信

託契約，由信託銀行運用管理，並以年金給付給勞工，採自由參加制，

但在 2011 年末因稅制的改變，適格退職年金將廢止，必須移轉至其他企

業年金制度。

(3)確定提撥年金

日本國會於 2001 年 10 月通過「確定提撥年金法」(亦有學者稱為日

本 401(k)計畫)，並於 2002 年 4 月施行。

該制度仿美國 401(k)計畫設計，是一種依據提撥保費與運用收益決

定退休金給付金額的制度，這個制度的施行將退休金資金運用責任由企

業轉由勞工個人承擔。

企業之所以願意採行確定提撥制或將確定給付制轉換為確定提撥

制，主要是由於經濟衰退，基金收益率不高，確定給付制的給付成本負

擔將大為提高，採確定提撥制使得未來的給付只與基金的投資表現有

關，可大幅降低雇主責任。確定提撥年金分為企業型及個人型兩種。雇

主或個人自行參加者的提撥金額都有上限，每一個加入者的資產餘額(提

撥金額和收益)都有個別的記錄。每一個參加者可以選擇投資的商品包括

銀行存款、郵政存款、政府或公司債、共同基金、股票、信託和保險商

品等，只要將運用指示給退休金管理機構作資產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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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企業型確定提撥年金

以企業為基礎的確定提撥年金，由適用厚生年金保險之企業單獨或

共同實施，提撥的費用完全由雇主負擔，可領取給付的年齡並不設限，

但是勞工不得依相對提撥比例個人提撥。

B.個人型確定提撥年金

為自營作業者所設計，也就是國民年金的第 1號被保險人才適用，

用以提供自營作業者可選擇參加的自願年金保障，由國民年金基金協會

運營，提撥金由參加者個人自行全額負擔。除此之外，如果企業沒有提

供厚生年金基金、適格退職年金或企業型提撥年金的受僱員工，也可以

自行選擇加入此個人型制度(雇主不須依相對比例提撥)。

(4)確定給付企業年金

確定給付企業年金法於 2001 年 6 月通過，2002 年 4 月施行，其適

用對象為厚生年金保險事業的雇主單獨成立或共同成立。雇主必須支付

年金及一次給付所需的提撥金，但依照年金規約勞工如果同意的話也可

以個人提撥。確定給付企業年金的給付項目包括老年給付、中途退出一

次給付、障礙給付和遺屬年金給付。

另為了加強對有權領取確定給付企業年金勞工的保護，確定給付企

業年金法規定：

A.雇主或基金對於未來的給付有必須儲備足夠基金之義務。

B.只要是管理或運營企業年金的相關人員如雇主、基金理事等都須負受

託責任。

C.對於企業年金的操作與投資相關資訊必須向加入者公開揭露且必須向

厚生勞動省報備。

確定給付企業年金又可分為：契約型確定給付企業年金及基金型確

定給付企業年金，茲分述如下：

A.契約型確定給付企業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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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勞雇雙方合意約定的年金規約為基礎，年金規約須由含過半數年

金被保險人參加之工會且超過半數以上會員同意後制定，然後由企業與

信託公司、人壽保險公司等締結契約，將提撥金付給信託公司、人壽保

險公司，當勞工有權請領企業年金時，向雇主提出請求，雇主裁定後，

向信託公司、人壽保險公司提出付款指示，由信託公司、人壽保險公司

付給勞工。年金資產係存放於外部機構運用管理。

B.基金型確定給付企業年金

由企業設立具法人性質的基金機構，由該機構來管理運用年金資產

並給付年金。類同於厚生年金基金但不包括代行部分，成立同樣應得到

厚生勞動省之認可，同時須設置委員會並選舉出理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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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美國退休金制度介紹

美國退休金制度依其提撥之強制程度，可區分為「美國社會安全法案（Social

Security Act）制度」、「政府與民間企業的員工退休金（Employee Retirement

Plan）制度」及「私營保險機構的年金及個人退休帳戶制度」。分別屬於國民年

金、職業年金及國民儲蓄年金三層保障的退休金設計（洪振唐，2005）。

一、沿革

1875 年美國鐵路運輸業首先設立制度性的退休計劃，緊接著擴展至公

用事業、銀行與保險業，然後在製造業有開始有了退休計劃，因為這些大公

司所面臨的價格競爭較無足輕重，因而緩和了提撥退休金所增加的勞工成

本。早期的退休計畫都雇主自願創設，並無聯邦或州法律對私人退休計畫加

以規定，至 1913 年聯邦所得稅立法後，稅法開始處理退休計畫的課稅問題，

退休金得支付被視為雇主營業費用得自所得中扣除，至 1921 年國會首度以

租稅優惠措施，鼓勵公司為其員工建立退休計畫，1926 年的內地稅法進一

步免除退休計畫信託基金收入課稅。

1935 年「社會安全法」實施之全國性的老年、遺屬及殘廢保險，以國

家所建立的社會保險制度解決老年死亡與喪失工作能力所產生的長期性社

會風險(為其最重要之方案。此方案最初之承保對象係為受僱工、商業之退

休工作者；該法案在 1939 年修正，將老年給付之對象擴大至被保險人之扶

養親屬及遺屬，並提出以一年分為四季作為累積計算被保險人是否符合請領

老年給付條件之作法。1956 年修正加入殘廢保險；1958 年修正加入殘廢被

保險人之受撫養親屬給付；1960 年修正放寬六十五歲前之任何年歲均可申

領殘廢給付；1965 年修正針對六十五歲及六十五歲以上老人開辦醫療照護

保險 (陳琄、姚雨靜，2003) 。

1974 年制定的「勞工退休所得保障法」(以下簡稱 ERISA)，是美國第一

部全面性規範企業退休金給付制度，奠定了勞工福利計劃法制的基石，1980

年制定「多數雇主協調計劃法」，加強雇主退出雇主協約計劃應負之責任；

1986 年制定「單一雇主退休計劃修正法」後，徹底解決退休計劃中止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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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二、老年經濟安全制度

美國的老年經濟安全保障體系的發展，可區分為「美國社會安全法案

（Social Security Act）制度」、「政府與民間企業的員工退休金（Employee

Retirement Plan）制度」及「私營保險機構的年金及個人退休帳戶制度」，

分別屬於國民年金、職業年金及國民儲蓄年金三層保障的退休金設計。

(一)美國社會安全法案制度

第一層的美國社會安全法案制度係政府對一般受僱者（包括自雇者）於

退休時給付之老年年金，屬於基礎年金的社會保險制度，提撥方式，由政府

按受雇者薪水之一定比率提撥社會安全稅，費用則由受雇者與雇主共同負

擔。

美國社會安全制度類型基本上就是一種與薪資相關的保險制度，提供

薪資相關年金（即年金給付金額與薪資高低相關，但不一定是等比例的關

係），因此，美國社會安全制度與薪資稅有密切的關係，而在社會安全制度

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方案是「所得維持方案」(Income Maintenance

Program)，這個方案是由聯邦政府所支持的，基本上可以分成兩大部份：

1.第一部份是「社會保險方案」(Social Insurance Programs)

其經費是透過薪資稅(Payroll Tax)而來，薪資稅指的就是一般所謂的

「職業稅」，是美國目前公共部門成長最快速的一種稅源，一方面它是一種

「國庫稅」，依薪資表來課稅，因生產勞動因素所給付的薪資或薪酬所課賦

的一種稅。薪資稅雖然是所得稅的一種，但是薪資稅稅基有別於個人所得

稅，因為納稅者由其它來源所獲得的收入，並不列入計算的稅基之中，更清

楚的說，薪資稅只考慮勞動力薪酬而不考慮財產及其他所得。

年金保險內容可分成兩種：一為聯邦社會安全方案(Federal Social

Security Program)，即所謂的老年遺屬殘廢保險(OASDI)，目前之承保對象

幾乎已涵蓋每一種受僱之有酬工作者及自僱者，此外，未受其他退休制度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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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之州政府與地方政府員工、非營利團體之所有受雇人員亦包括在內。其含

蓋範疇達勞動力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另一為聯邦政府其它年金計畫，如公務

員退休計畫、鐵路工人退休計畫以及軍人退休計畫，上述二者可以重複參加。

2.公共救助(福利)法案

是透過一般的稅收來支付。視為一種以政府的課稅能力運作下的移轉性

支出，但是必需經過資產調查供作執行依據，具體措施有食物券、失依兒童

家庭津貼、州政府的一般救助方案、醫療補助、社會安全生活補助金等之社

會福利方案 (陳琄、姚雨靜，2003) 。

(二)政府與民間企業的員工退休金制度

第二層的政府與民間企業的員工退休金制度，其性質屬於職業年金，分

為公營事業與民間企業員工退休金制度，公營事業所採之退休金計畫為「確

定給付計畫」；民間企業之退休金計畫，則以「確定給付計畫」及「確定提

撥計畫」為最主要分類，美國自 1974 年引入 ERISA 法案後，美國的退休金

制度改採確定提撥制的越來越多，新成立的計畫大都是確定提撥。兩者的區

分，主要要是雇主允諾的內容，與所負的義務不同，「確定給付計畫」主要

係最終給付的確定性，其類型較簡單，「確定提撥計畫」重在提撥，其提撥

可能以現金提撥，也可能以公司股票或其他有價證券提撥，其類型變化較多。

401k 計畫是在「確定提撥計畫」中最新發展的類型，1981 年所創立的

一種選擇現金或遞延課稅之退休金計畫，容許勞工得選擇領取應於當期課稅

的現金薪資，或將其應得薪資的一部分提撥到合格的退休計畫，這些提撥金

額從當期所得中扣除，免課徵所得稅，所提撥到退休計畫的金額直到退休領

取時才課徵所得稅，這種適合的「現金或遞延安排退休計畫」，因規範於美

國「國稅條例」第 40l 條 K 款中，稱之 401(K)個人退休計畫。

401(K)計畫與其他確定提撥退休金計畫最大的差別，在於員工自己可以

決定要提撥未課稅薪資多少比率到 401(K)計畫中，而公司也根據員工的提

撥比重相對提撥一定的比重到 401(K)計畫中。由於 401(K)計畫中的提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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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的，公司提撥成本較低，所以成為公司在成立新退休計畫或輔助性計

畫的選擇。另外公司也可以運用增加 401（K）計畫的提撥率來吸引及留住

優秀的員工。

(三)私營保險機構的年金制度及個人退休帳戶

第三層的個人退休帳戶制度，係採自願性質，工作者可依個人需求自由

選擇政府核定的個人退休金計畫。目的是個人為自己退休或老年經濟生活所

需的退休金準備，而此退休金準備的用途將受到區隔，直至老年退休方可動

用，主要有個人退休金帳戶及凱歐計畫，其中 401K 的自願提撥特性，也被

認為扮演部分第三層角色 (洪振唐，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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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德國退休金制度介紹

德國是現代保險制度的發源地，也是近代福利國家發展歷史上第一個代表性

的國家。

一、沿革

德國的老年經濟保障安全制度其發展之源頭，依不同職業階層而顯現為

非單一性制度之特性，早在 13 世紀起，即已存在礦工之間因傷病殘死等意

外保障之互助組織，18 世紀有手工業者的共濟組織制度(楊永芳，2004)，

德國在法定社會年金保險出現前，已有企業退休金給付存在，在 19 世紀中

葉，已有些濟助老年、喪失工作能力勞工或遺屬的企業照護機構成立，這些

照護機構僅提供救助性質給付。

隨著工業化的進展與勞動人口由居家向工廠集中，部分雇主開始提供老

年救助，承擔起一部分勞工照護責任，然而享有企業照護給付人口僅是少

數，只有大企業才能提供，而且給付條件也很嚴格，只有勞工長期留任至老

年或喪失工工作能力，才能得到給付。在工業化以後，勞工老年欠缺保障的

社會問題，無法由企業的救助性給付得到解決，故 1883 年起有「勞工疾病

保險法」、勞工災害保險法(1884 年) 及勞工老年殘疾保險法(1889 年)等社

會保險立法。

1889 年實施之「勞工老年殘疾保險法」德國首度實施的一般老年年金

制度，其對象包括強制加入的 16 歲以上所有勞動者，一定收入以上的白領

工作者以及自願加入的自由業者。

1913 年實施之「職員保險法」對所有退休職員提供老年年金保障，年

齡門檻一致定為 65 歲，並於 1934 年依「社會保險結構法」之規定統一給付

規定，首次以法律確定年金保險概念；1923 年統一各邦的礦工年金保險制

度；1938 年規定自營者強制加入職員保險；1957 年訂定「農民老年扶助法」

承認農民老年扶助基金的「均等提撥、均等給付」原則。1975 年訂定「殘

障者保險法」，規定殘障者 60 歲以後取得年資受領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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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老年經濟安全制度

德國的勞工退休金保障系統包括老年退休保險（社會性的）此為第一支

柱，補足退休準備（企業年金），此為第二支柱，加上第三支柱的私人的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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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退休保險乃是最重要的一環。

(一)第一支柱為勞工退休保障及老人年金保險

德國運用年金保險的做法，將人民做各種生存風險事件，综 合 加 以 保

障，可以說其實施社會保障的主要工具就是年金制度，而老年經濟安全保障

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項。

德國社會退休保險始終以保障其退休時期仍保有其在職的生活水準為

目的，然而，今日的社會退休保險，基於人口學及財政的理由，無法滿足目

標，必須藉由職業方案、私人壽險或其他投資來達成。

社會退休保險的社會保險人，不只限於勞工或受雇者本人，而且也涵蓋

其因死亡而產生的遺族，如鰥寡及孤兒。此外，社會退休保險也涵蓋喪失或

降低能力者。

德國社會退休保險的特點基於以下三大同樣重要的原則（Rolf Birk，

2005）。

1.保險原則：指受雇者及其僱用者兩造對保險費用繳付的金額是一樣的。

2.社會補償原則：指保險費之負擔與受益，在被保險人之間並非平等的。帶

有兒童的家庭能獲得一些補貼。

3.隨收隨付原則：指現在在職之工作者所繳保險費要給付給退休的受雇者。

(二)第二支柱為補足退休準備(企業年金)

企業年金方案是非強制性的、私領域的附加系統，即使「企業老年照顧

改善法」，有些委託規定，實質上並沒有法律規定該案之實施。

實際上，企業年金定位為一種企業主對其勞工或受雇者之許諾，這種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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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係基於企業主片面的、志願的、非法律強制性的承諾，可能是勞資雙方一

種特殊協議，或是一種雇主與工會之間的團體協商的形式。對勞工而言，是

否參與企業年金方案，完全是自由的，而且是不付費的；但也有一些方案，

勞工也需付費。企業主的這些承諾的動機，通常在於培養勞工對企業長期忠

誠度。企業主的企業年金，雖然基於企業主單方面的行為，但卻是不可自由

不履行的。

企業老年照顧法承認企業主履行承諾的方式：

1.直接方式：

由企業主直接支付設置的企業年金，在勞資之間無任何仲介機構保障企

業主履行。這種形式的企業年金，對勞工而言，是風險最大的企業年金之一，

但是當企業主無法履行承諾，即由「年金保險聯盟」支付給勞工年金，在大

部分國家，這種直接的企業年金是不被允許的，但在德國卻頗為流行，因為

這類年金之基金仍留在企業中，是企業的廉價財務工具之一，同時還具有節

稅的功能。

2.間接方式：

由一仲介機構作為保險金支付人，該類基金勞工並不直接掛名，這類基

金有直接保險基金、退休基金以及退休投資基金三種。

(1)直接保險年金：是壽險中之一種特別形式，其中包括雇主在內，雇主為

其勞工繳付保險金，勞工也可以自己繳付保險金。

(2)退休基金：通常為大企業或企業集團採用，受益勞工是這類基金的成員，

企業主為其勞工繳付保險金，勞工也可以自己繳付保險金，是一種典型

的共同基金聯盟。

(3)退休投資基金：企業主為勞工投資該基金，該基金投資獲利回饋企

業主，這種基金可投入股市，投資限制少，因此風險較高。（Rolf Birk，2005）

（三）第三支柱為私人的退休保險(個人的退休準備)

如果勞工無法獲取企業年金之福利，而且保險年金又無法維持其生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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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勞工需透過儲蓄或私人投資來彌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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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世界銀行的「五層式退休金結構」制度之介紹

1994 年世界銀行提出「避免老人危機：提供老人保障並促進經濟成長的策

略」(World Bank，1994)，以全球老年年金制度為研究對象，為建立一套完整的

老年經濟制度，提出三層保障組合的年金制度，且該制度具有重分配、儲蓄及保

險等功能，建置老人經濟保障制度應採多層次之體系，目的在於當時世界各國多

以「確定給付」制度下之年金退休保障體系，因人口急速老化及經濟發展遲緩壓

力，對退休金制度所造咸之沉重負擔，而提供各國進行退休金制度改善之建議模

式，目前己經成為世界各國建構老年經濟安全體系時之重要參考基礎（洪振唐，

2005）。

一、三層式老年經濟保障模式

(一)第一層保障-強制性公共基礎年金

以政府提供補助的社會安金制度，是一種強制性公共年金制度，其財務

機制採「確定給付」制度，強調消除貧窮以及所得重分配功能，並提供補助

及保險，保障老人所面臨貧窮和各種不確定之風險，以提供國民最低經濟保

障為目標，其涵蓋範圍最大。

世界銀行主張以課稅方式為主要財源，實施的方式可以採行資產調查計

劃、就業相關定額年金、一般定額年金、差額補貼方案以及最低年金保證。

(林姍蓉，2004)

(二)第二層保障-職業年金

是具有強制儲蓄功能的職業年金或個人帳戶制，相對於公共年金制度可

稱為「私人年金制度」，其財務機制採完全提存準備之「確定提撥」，目標在

維持勞工退休後生活水準的一致性。政府透過公權力強制雇主提撥退休準備

金，政府並不需直接參與退休金管理與經營，職業年金規劃是建議由雇主提

供確定提撥制的給付方式個別帳戶的儲金制度，為了避免社會保險無法準確

預測計畫中所涉及的風險，減少採行確定給付制之隨收隨付制(林姍蓉，

2004) ，以採民營化運作的強制性儲蓄為主要形式，主要財源取自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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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以薪資為基礎，認為透過強制儲蓄的推行，刺激資本市場的活絡，有助

於國家整體經濟發展。

(三)第三層保障-自願性之職(商)業年金或個人儲蓄計畫

是以個人自願性之職(商)業年金或個人儲蓄計畫，主要為保險公司以每

一要保人為對象，個別銷售的私人年金保險，並可依個人需要自由訂立契

約，屬自發性退休理財行為，目的是能夠填補前二層不足之退休財務缺口，

以擁有較高的所得替代率，讓退休生活更有保障。

以上三層式的保障制度，若依其預期的目標上來區分，第一層保障的公

共年金主要係著重於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功能；至於第二層保障的私人年金與

第三層保障的個人保險儲蓄制度，兩者均強調儲蓄或保險的功能。惟三種層

次的保障制度均具有共同保險的功能，尤其對於不確定的風險領域裡更屬最

佳的運用方式。另就責任歸屬上言，第一層保障所強調的是政府的責任，而

第二層及第三層則強調企業雇主或個人的責任。換言之，對於勞工未來的老

年生活所需，政府的責任只提供最低的基本生活保障，至於較高的消費水準

或者維持過去一定的生活水準，則著重於個人的責任範疇 (柯木興、林建

成，2005）。

就型態上言，第一層的公共年金大致有三種可能的型態，一為政府透過

資產調查方式提供貧窮者的社會救助，另一種為提供最低年金保證的法定儲

蓄制度，第三種方式為提供普遍性或特定職業取向定額給付；第二層的法定

私人年金包括了個人儲蓄帳戶制度與企業退休金制度；至於第三層的個人商

業保險年金，可透過購買商業儲蓄保險或自行儲蓄等方式，以提高未來老年

生活的適當保障。

在世界銀行的規劃中，這三層保障的財源及其處理方式，亦有所不同。

首先是第一層的公共年金，大部分係透過強制性的稅收移轉方式進行所得的

再分配，以保障貧窮老人的最低生活水準；或者透過強制性的社會保險方

式，採隨收隨付式(pay-as-you-go)的確定給付制(defined benefit)，提供

最低的年金保障。而第二層的私人年金與第三層的個人商業保險，則強調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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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提存(fully funded)的財務處理，並以確定提撥制(defined contribution)

為主導的退休金給付型態。至於有關三層式老年經濟保障模式，如表所示：

表 4-1 三層式老年經濟保障模式

層次
(第一層)

強制性社會安全制度

(第二層)

任意性員工退休金制度

(第三層)

自願性商業保險儲蓄制度

目標 再分配+共同保險 儲蓄+共同保險 儲蓄+共同保險

型態
需資產調查、提供最低

年金保證或定額給付

個人儲蓄制度或員工退

休金制度

個人儲蓄制度或商業保險

儲蓄制度

財源 透過稅收或保費方式 完全提存方式 完全提存方式

資料來源：柯木興、林建成，2005

二、五層式老年經濟保障模式

2005 年 5 月份世界銀行於「二十一世紀老年人收入支援，關於養老金

及其改革的國際觀察」報告指出，世界面臨退休金困境，包括：婦女就業人

數增加、就業型態改變、退休金涵蓋面不足、老年人口增加及人口老化後果

等(沈新添，2005)，大規模改革勢在必行，以開發國家在人口老化來臨前就

已實現富裕，而開發中國家再實現富裕前已開始進入老齡化，但兩者面臨共

同挑戰，同時提出警告，除非各國全面翻新退休金制度，否則，恐將爆發全

球性的退休危機，並建議採行公、民營混和的退休儲蓄方案。

世界銀行自 1994 年提出「三層保障退休組合」的制度，於十年後全球

之複合式發展趨勢，已逐漸不符各國所需，因此於 2005 年提出新的修正，

將原本三層之多層次之體系修正為「五層式退休金結構」之概念，分別如下

所述：

(一)第零層或稱為基層保障：

係社會福利制度，針對無收入的老人提供最低限度的保障。為「殘補性」

的全民式補助或社會年金，主要在有效保障終身貧窮者以及資源不足或不適

用任何法定年金制度的非正式部門和正式部門的年老勞工。簡言之，第零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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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一般所謂的非納性社會救助制度或稱非納性社會福利制度的適用對

象，目的為提供貧窮老人最低的生活保障。

(二)第一層保障：

這是「強制性」的社會保險年金制度，亦屬最傳統的公共年金制度，由

社會保險保費作為主要的保險財源，依隨收隨付式的確定給付制度型態來運

作，透過社會連帶責任的再分配功能發揮，提供老年退休者最低生活水準的

終身保障。

(三)第二層保障：

此為「任意性」的員工退休金制度，不論是職業年金或個人年金，都採

確定提撥制為主的完全提存處理方式運作。

(四)第三層保障：

這是「自願性」的個人商業保險儲蓄制度，不論是是職業年金制度或個

人年金均採自願性的事前提存準備制度，目的在於確保明確的退休目標。至

於退休金的給付型態均透過私部門的保險機構來承保，用以提供長期的保

障。

(五)第四層保障：

此為「倫理性」家庭供養制度，也就是對無工作的家庭成員提供晚年的

生活照顧，之所以將此納入建構考量，是導入了某些開發中國家固有傳統社

會家庭重視孝道的倫理道德思想，以及疾病相扶持的共濟觀念。

綜合以上分析的比較顯示，世界銀行新提出的五層式保障模式與原有的

三層式保障模式，增加了兩個層次的保障。其修訂建構模式的主要目的，在

於釐清各層次間的制度功能角色與屬性，俾能適應各種不同制度間的差異性

與適用性 (勞動保障雙月刊，2006) 。

世界銀行 2005 年 5 月新提出的五層式保障模式與原有的三層式保障模

式，係增加「社會福利制度」及「家人親友支持」二層，世界銀行增加了兩



73

個層次的保障，其修訂建構模式的主要目的，在於釐清各層次間的制度功能

角色與屬性，俾能適應各種不同制度間的差異性與適用性，因各國不同的經

濟發展、不同的內在條件、不同的退休金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