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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文以公務人員退撫基金監理委員會監理功能之發揮為研究重點，欲

瞭解監理會對基金的貢獻；近來，「委員會治國」的情形越來越盛行，所

以我們應對於委員會有進一步的認識，委員會類型與其重要性之探討，可

以做為我國監理會功能發揮與公共管理發展之借鏡，而在其他國家退休基

金管理型態評析方面，將檢視英國、美國、日本、智利、澳洲等國。  

 

第一節  委員會治理相關文獻探討 

 

近來，我們可以發現到許多與政府相關的決策事件都與「委員會」脫

離不了關係，例如最近成立的 NCC 是以委員會的型態成立的，然而公務

人員退休撫卹基金也是由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與公務人員

退休撫卹基金監理委員會兩個機關分別負責退撫基金管理與監督等相關

事項。由這些現象的背後，我們可以知道傳統由政務人員決策，事務人員

負責規劃與執行的韋伯式行政體系，特別是民主課責的部分，因為委員會

的介入，已經產生了根本的變化，也就是說，進年來政府不但進行業務外

包的工作，更以成立各式委員會的方式來進行決策外包。1 

由於資訊時代的來臨，人民取得資訊更為的方便與快速，欲獲得政府

行政的相關資訊也更為的容易，所以促使民眾更積極參與政府管理。陳敦

源（2006）2指出，在歷經「政府失靈」與「市場失靈」之後，單純依賴政

府與市場成為一種幻象，人民開始在政府與市場之間，尋找第三種可能

性，也就是訴諸「公民社會」。隨著第三部門（NGOs）的廣泛興起，人民

                                                 
 
1 請參照：陳敦源 (2006a ) 「決策外包，委員會治國」。 
2 請參照：陳敦源（2006b）「全民健康保險監理委員會未來運作機制規劃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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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來愈藉助組織的力量，進入公共政策的決策、執行與評估，以聲張自己

的利益，進而影響政府的公共政策。也就是說，委員會的運作使公部門行

政更具有民主精神，所以在今日，委員會治理越來越受到重視，以非政府

組織代替傳統官方體制有逐漸成長的趨勢（Brook1996）。 

在美國，委員會治理已經被各級政府所廣泛接受並且實踐，以全球的

觀點來看，委員會的組成有各式各樣的型態。Mitchell(1997)指出想要歸納

出以經驗為依據的委員會特徵不是一件容易的事，尤其是判斷委員會真正

的代表者為何？更是特別困難的。Carsten et al. (1999)告訴我們，準自主性

非政府組織 quango (quasi-autonomou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為

委員會的其中一種形態。在一個國家中，將 quango 做一個清楚定義是很擾

人的問題，若要產生一個全球性的定義更是不可能的。委員會會因為成員

組成、代表對象、組成目的…等的不同，而有不同的形式。 

Carsten et al. (1999)寫到，對大部分的已開發工業國家來說，委員會是

構成現代化政府所必須的層級，在歐洲國家中，中央政府機構與各級地方

政府，quango 都是隨處可見的組織。文中並指出「quango 是新的概念」是

一個普遍存在的錯誤觀念。全球各國的 quango 應該都具有長且可以區分的

歷史；以英國為例，semi-independent boards 成為英國政治的一部份，已經

有 200 年的歷史了。然而即使 quango 已有這麼久遠的歷史，但不能否認的，

在最近幾年來有「quango explosion」的現象出現。 

    委員會的設立已經成為政府從事行政工作重要的形式，也就是「委員

會治理」在政府治理已是重要的部分，其中有許多課題需要我們去關注，

例如：委員會代表的對象為何？代表的公眾利益又是什麼？有無做出符合

公共利益的決策？或是代表了特定社會、經濟、或是政治利益的結果？

Mitchell(1997)告訴我們：公眾利益對於所有種類的委員會來說，都扮演重

要的角色。而隨著委員會大小、組成、報酬、和功能的不同會有不同的形

式產生。Mitchell的“ Representation in Government Boards and Com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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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中認為，政府部門委員會的組成，不同於私部門領域的代理功能主

要為保障股東利益，可以依據代理目的的不同分成四種形式： 

（一） 委託代表制（Trustee Representation） 

即全權委任說，委員會代表可以自由且獨立判斷。政治中立性

(neutrality)的概念就是源於此。其認為委員會的組成與運作，必須持中

立客觀的角度，以公眾利益來轉化成為政策的規劃與制定。例如：NCC、

監察委員。 

（二） 授權代表制（Delegate Representation） 

委員會成員的行動完全反應其委任人的意見，委員會存在是由於被

選舉出來的官員缺乏時間或能力去管理公部門組織，一個被委任者的工

作就是把自己當作委任官員來做決定，也就是說委任者和委員的關係是

建立在 principal-agent 概念之上。 

（三） 身份代表制（Status Representation） 

委員會給予一般民眾參與監督政府的機會，也提供少數和弱勢族群

去控制及給予直接影響其制度的管道，多樣性政府的概念源自於此，委

員會的組成兼顧社會利益的多樣性。例如：僑委會、原住民委員會。 

（四） 象徵代表制（Symbolic Representation） 

委員會成員的行為是敷衍的，得過且過的，除了有印在信紙頭的委

員會名稱，許多委員會成員只有從事議題的討論。例如：兩性平等委員

會。只是象徵性質的委員會而已。 

 

公務人員退撫基金監理委員會是為了確保全體公務人員權益所設置

的，由相關各機關代表與各級政府不同部門推派之軍公教代表組成，以決

議各項監理業務。由於委員會的組成，應該依照委員會設置的目的來決

定，所以理論上來說，監理會是偏向授權代表制的組成原則。 

公共事務的決策過程，必定會牽涉到不同利益的協商，正確的將利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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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人作關鍵的納入決策體系，來參與政策制訂，可以有效的控制決策成

本，也能使得公共政策更為完善。進一步來說，對於委員會的利害關係人

而言，可以提供體制內政策的參與感；對於政府行政部門而言，是政策合

法化的依據。所以，委員會的設置，會使得原本在體制之外的利害關係人，

因為參與感的提升，導致政府政策較容易被社會大眾所接受，因而降低政

府決策的外部成本。 

「委員會治國」的現象充斥在現實的政府決策之中，單一威權體系的

時代已經成為過去，現今是一個充滿各種利害關係人的社會，原本依賴的

利害關係人可因獲得政府或其他利害關係人的支援，而成為具有決定性的

利害關係人，因此由管理的觀點，有必要瞭解關係人的聯盟或潛在合作的

可能。Freeman(1984)在 Strategic Management: A Stakeholder Approach 中以

利害關係人的觀點切入探討策略管理，對外部利害關係人和企業組織功能

之間的連結和關係描述帶入管理領域。Freeman 對利害關係人的界定相當

廣泛，即利害關係人是指在組織中會影響組織目標或被組織影響的團體或

個人。Mitchell et al. (1997)指出利害關係人的判斷標準可分為三部分，分

別為影響力3（Power）、合理性4（Legitimacy）、緊急性5（Urgency）。委員

會的成立是要強化社會參與機制，公務人員退撫基金監理委員會要能代表

被代理人的利益，我們需要更進一步透過政策利害關係人的定義，來找尋

監理會組成的核心價值。以下為 Mitchell et al. (1997)在“Toward a Theory of 

Stakeholder Identification and Salience：Defining The principle of Who and 

What Really Counts ”所做的分類： 
                                                 
 
3 影響力（Power）：能影響組織原決策結果。 

Coercive power(高壓的影響力):基於威勢的力量、暴力或限制。 

Utilitarian power(功利的影響力)：基於物質或財務的資源。 

Normative power(規範的影響力)：基於體制上的資源。 
4 合理性（Legitimacy）：組織認為利害關係人對其權益要求的正當性與適切度。 
5 緊急性(Urgency)：利害關係人需要組織對其回應的緊急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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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Latent Stakeholders：只包含一種特徵。關係人的特點不易表現。 

1. Dormant stakeholder(潛在利害關係人)：不具備合理性，利用權力施

壓公司達成其目的。 

2. Discretionary stakeholder(可自由對待的利害關係人)：雖有合理性，但

不具影響力，如慈善事業。 

3. Demanding stakeholder(苛求的利害關係人)：具有緊急性，如蚊子在

耳邊一樣的對管理者施壓。 

（二）Expectant Stakeholder：包含兩種特徵，關係人的特點表現中等。 

1. Dominant stakeholder(主要的利害關係人)：具有影響力及合理性，比

如公司的股東、債權人等。 

2. Dependent stakeholder(依賴的利害關係人)：不具影響力但有合理性及

緊急性，因此稱為依賴的利害關係人。 

3. Dangerous stakeholder(危險的利害關係人)：缺乏合理性，但具有影響

力及緊急性，所以可能利用壓制強迫或違法的手段達成目的。 

（三）Definitive stakeholder(決定性的利害關係人)：具有三種特性，關係

人特點將高度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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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1：利害關係人 
 

 

資料來源：Mitchell et al. (1997), “Toward a Theory o f Stakeholder 

Identification and Salience：Defining the Principle of Who and What 

Really Counts.” 

 

委員會治理重要性與日遽增的原因在很多文獻中都有探討，其中都反

映了兩個重要的議題：accountability(課責制度)及 legitimacy(合法性)，公

務人員退撫基金監理委員會的功能是否能有效的運用，目標的達成度有多

少，牽涉到委員對基金的參與度，還有整個委員會的人數及其運作規則，

監理會的運作牽涉到代理問題，課責制度的健全與否，應該會與委員會的

效率有密切的關係，委員會功能性的發揮，是否會直接影響到基金的績效

表現，是我們欲關心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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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委員會之類型 

 

    Massey(1997)提到在規劃各種執行單一明確業務的政署前，各部會需

先自我評估，政治活動基本優先性選擇(prior options)問題，也就是說政府

每一項業務所提供的服務，都需經過下列三項評估：(1)此一業務仍須由政

府來執行則維持由部會執行，不予改變。(2)此一業務最好不要由政府執

行，則將業務外包(民營化)或移給「準自治性的非政府機關組織」(Quasi 

Autonomous Non-goverment Organization, Quangos) 來執行。(3)此一業務應

在政府的掌握下，但不宜由政府自己來執行，則將業務交由政署負責。 

    現代政府的組織型態多元，基本上由內而外是從核心部會，然後到政

署，再到所謂的 executive NDPB(行政法人），然後再到各種的財團法人。

過去二三十年中，大多數的先進國家都朝這個方向改革，即朝政府組織多

元化、彈性化管理。 

 

一、政署 

    Roger Wettenhall (2005)提到從新公共管理(NPM）的文獻中可看出，英

國的 Next Steps 計畫孕育出行政官署(executive agencies)。英國的「續階計

畫」(Next Step)目的在增進政府管理與公共服務傳送，試圖將政府機制分

割。政署這種組織屬於行政機關的一部份但卻不用透過層層等級制度可直

接對部長負責。在此同時，英國的文官服務將近 80％成為 agencies，此制

度也因此吸引了各國的注意。 

    Andrew Massey(1997)也提到，英國在過去十年採行政署化

(agencification)的改革，政署為中央政府組織的一部份，其成立方式有很多

種，主要是執行部長所做的政策決定。政署的具體功能包含行政性、司法

性、諮詢性，而其範圍則涵蓋服務傳送、執照核發、政策指導、管制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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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成立政署固然必須部會有推動意願配合，不過政府要發揮功能，尚須

視其 

1. 政治重要性 

2. 社會角色 

3. 運作時的政策脈絡 

4. 高階管理者的意識型態而定 

    每一個政署均由執行長領導並負成敗之責，政署訂頒一工作綱領的文

件(a framework document)說明其政署目標。在規劃各種執行單一明確業務

的政署前，各部會需先自我評估，政治活動基本優先性選擇(prior options)

問題，英國政府組織政署化是伴隨新公共管理的理論或理念而來的結果。

政署成員均有公務員身份，身份及薪資均受到保障，而政署成立之後，每

五年進行一次檢討，以決定是否維持政署組織型態或以其他組織型態來進

行任務。 

 

二、非部會組織公共體((Non-Departmental Public Bodies, 簡稱 NDPBs) 

Sandra(2004)指出自從 1980 年代起西方國家 quasi-autonomou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quango）的數目就不斷增加。Carsten et 

al.(1999)亦指出，在歐洲國家中，中央政府機構與各級地方政府，quango

都是隨處可見的組織。而且全球各國的 quango 應該都具有悠久且可被區分

的歷史；隨著時代的演進，近年來有「quango explosion」的現象出現。 

（1）Quangos 定義: 

根據劉坤億(2006)的定義，非部會組織公共體 (Non-Departmental 

Public Bodies, 簡稱 NDPBs)是英國政府對於其國內數量眾多且種類

繁雜的「準自治性的非政府機關組織」(Quasi-Autonomous 

Non-Govermental Organization, 簡稱 Quangos)的一種官方名稱。其經

費係由政府挹注，其高階官員係由政府派任，但不受政府控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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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與政府施政過程中扮演著某一角色的組織，但卻不是一個政府

部門或某政府部門的單位，而且其運作與部長們或多或少保持一定

距離。 

（2）NDPBs 的分類有四類： 

1. 執行性質的非部會組織公共體(Executive NDPBs,稱行政法人） 

履行行政管理、管制和商業等功能。人員雇用與預算具有充分自

主性。 

2. 諮詢性質的非部會組織公共體 

對中央部會部長提供專業且具獨立立場的諮詢意見。本身沒有預

算經費和正式編制的員工。 

3. 仲裁性質的非部會組織公共體 

在特定法律領域具有司法判決之權力，做為民眾對於政府部門決

策不滿時的申覆管道，以減輕司法體系負擔。 

4. 獨立監督委員會(Independent Monitoring Boards） 

主要有監督獄政的視察委員會(Boards of Visitors)及監督非法移民

遣返的訪察委員會(Visiting Committees)等兩類。 

 

    Andrew Massey(1997)提到英國的 NDPB 獨立於內閣部會之外，以董事

會組織形式出現，在國家政府行政過程中，雖非屬政府部門或其一部份，

為仍在部會首長相當程度監督下運作，並透過五年定期檢討的機制，審視

其角色扮演是否適當，同時檢驗組織執行公共任務方式之合宜性。NDPB

以「一臂之隔原則」(Arm’s-Length)運作，雖由部會支應經費，但經費支用

不受該部會控制，在經費幅度內得自由決定如何支用。又其獨立於部會之

外的運作方式，得確保遠離政治不當介入，並以彈性模式來傳遞、執行公

共服務或任務，確保部長對特殊事件或狀況能做快速、適當的回應。同樣

的 Sandra(2004)也提到許多西方國家從 1980年代的行政管理改革中改變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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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組織及運作型態。quangos 負有公共的任務但與政府機關保持一定距

離(at arm’s length)，其數量在 1980 到 1990 年代急速增加。大部分的 quango

有相對性的管理自由：管理產出的程序是他們所必須自我負責的。部長不

必再為程序事務負責，但仍須對政策事項，例如 quangos 的選擇與監督負

責。 

 

三、 行政法人 

    NDPB 是多元、複雜的公共機關制度，其中若為執行性質的非部會組

織公共體，我們稱為行政法人。以全世界的經驗來看，瑞典應該是最早推

動的國家，已經有幾百年的歷史了，同時其推行得十分徹底。 

    觀察英國的executive NDPB機構，我們可以發現其性質和工作內容是

非常廣泛的。事實上，歐洲國家中英國、荷蘭、瑞典，其NDPB的成立背

景是比政府本身的官僚體制(bureaucracy)還悠久，所以我們可以說就歷史

的發生背景來說，這背後隱藏社會治理的概念，這些國家透過NDPB的概

念，履行公共服務，NDPB和agency兩種不同類型的機構所要承擔的責任

重點並不一樣。NDPB成立的目的不是為了要解除政府責任，而是為了強

調一種社會治理的專業，例如：所謂社會服務等工作則被認為由其負責會

比較適合；Agency成立的目的才是為了要鬆綁人事與財務，NDPB與Agency

這兩種組織是不一樣的發展模式。NDPB成功的要件中「信任」是很重要

的，所以必須強調內控的機制，也就是所謂的內部治理，後來慢慢的隨著

發展的過程加入了更多外部治理的元素，所以NDPB裡面的董事會是很重

要的，每一個國家，都一定有一些某種程度像是NDPB的組織，但是每個

國家設計的方式都不一樣，因為要適合各國的的國家組織、歷史背景與文

化風俗等。 

    行政法人成立的的主要目的，不是為了要減少政府支出，退卻政府財

務責任，也不是希望達到人力精簡。主要是強調改變某些組織經營管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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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讓它更有績效的經營管理，轉換成為更專業治理的模式。政府的業

務非常複雜，若為必須依法行政的組織機關，對其要求績效是不適合的；

另外例如文教業務，這類適合作行政法人的機構，則是應強調其經營過

程，所以應該在政府確定大方向後，就給予行政法人最大的空間去經營管

理。 

 

四、民營化組織 

    政府事務可以由政府自身進行管理，也可以成立政署來幫忙執行，或

是移交給 quangos 來執行公共事務，使其具有相對的自由性，甚至可以將

政府事務外包，交由民營化組織來提供服務，也許可以增進行政效率，以

下以澳洲 Centrelink 為例來說明。 

    澳洲 Centrelink 創立於 1997 年，但其歷史可以被追溯到更早以前，創

立 Centrelink 時，Prime Minister John Howard 說：Centrelink’s creation was 

probably the biggest single reform undertaken in the area of service delivery 

during the past fifty years.所以可以知道 Centrelink 的成立，為公共管理制度

上的一大進步。 

    Centrelink 提供包含所得援助等服務項目，是一個政府提供公共福利

服務的主要機構，前身為社會服務署（Social Services），負責管理發放福

利金及提供其他相關服務，其顧客包含：退休人士、失業人士、殘障、生

病或受傷的人、學生、需要被照顧的人、孀婦、單親父母、家庭等。以

Centrelink 來提供政府服務這種相當程度的服務改善，對許多低所得及弱

勢的人來說，有很大的助益。6 

Centrelink 作為一個規模龐大的組織：擁有人數眾多的顧客群、員工，

先進的技術，Centrelink 面臨了很多的挑戰，其須快速的回應顧客的需求，

                                                 
 
6 請參照：Michael Raper(1999),“Centrelink-Viewed from the Community S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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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較佳及更有效率的服務，在新的公共管理改革中成為表率。 

    Centrelink 所代表的六個機構分別為：1. Department of Family and 

Community Service。2. Department of Employment。3.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Traning and Youth Affairs。4. 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5. 

Department of Transport and Regional Services。6.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其擁有遍佈全澳洲人數眾多的顧客，未來將增加在澳洲鄉村

和區域性服務據點。Centrelink 代表政府部門為民眾服務，是民營化的組

織，連結了公部門和私部門，有許多有趣的議題是關於 Cretrelink 的監理

制度的。Sue Vardon(2000)提到經過生產利益及技術創新的結合，Centrelink

已經可以實現大量的儲蓄及擴展保險項目的範圍及提高服務品質。在農村

及偏遠地區，提供有效能及成本效率的服務，能傾聽顧客及創造一個友善

的環境，對受雇者提供一個安全的工作場所及對顧客提供一個尊嚴的環

境。Centrelink 的中心思想為“We are from the government ,we are here to help 

you.”7

                                                 
 
7 請參照：Sue Vardon(2000),We are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We are here to help –Centrelink’s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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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世界各國退休基金組織管理型態 

 

退休基金之管理運用，可分為「管理機構自行經營」與「委託專業機

構經營」兩種類型。台灣目前是以「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

加以管理退休撫卹基金，並由其相關之監理委員會負責審議、監督與考核

工作。以下再分別就世界各國對於退休基金之管理加以介紹。 

 

一、 退休基金之管理型態 

(1) 自行管理運用 

自行管理運用又稱為「內部經理」（In-house Management），政府單

位自行管理部分，約略可分為三種型態：行政機關、事業單位及財團法人。 

1. 行政機關部分，即是政府以其行政單位管理退休基金，目前退撫

基金即屬此型，其在銓敘部下設有公務人員退休撫恤基金管理委

員會負責基金之收支、管理與運用；而於考試院下設退撫基金監

理委員會負責基金之審議、監督及考核。此種型態之優點為行政

監督嚴密，但缺點為行政過程繁複、法令缺乏彈性以及易受政治

力影響等；而這也將影響退休基金之運用彈性與投資效率。 

2. 在事業單位型態方面，則是指「公營事業」為主，如中央信託局。

勞退基金即屬於此型，其透過中信局進行基金之收支、保管與運

用；並由相關部會組成勞退基金監理委員會，負責監督與考核。

優點為在政治上、法律上、行政上及財務上享有較高的自主性，

而且營運較有彈性。但由於現行組織與管理體系僵化，未能依照

事業需求培植或網羅人才，故嚴重影響退休基金之經營效率。 

3. 第三種型態為財團法人，指的是政府為行政或公益目的之促進與

實現，以捐助財產為基礎而成立者；如外貿協會、工研院等。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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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尚未有如此型態的基金管理機構。且由於退休基金強調收益

性之追求，而與財團法人公益性的法律定位有所衝突，故較難為

一般學理所認同。 

(2) 委託民間專業機構管理運用 

有關專業機構委託部分，又可稱為「外部經理人」（Outside 

Management），其可區分為委託保險公司、銀行信託部或信託投資公司或

資產管理公司等。如果委由保險公司負責管理，則稱為保險型退休金計畫

（Insured Pension Plan）；若委由銀行信託部門、信託投資公司或資產管理

公司者，則稱為信託型退休金計畫（Trusted Pension Plan）；但其中亦有

兩者合併運用者，稱為綜合性退休金計畫（Combination Pension Plan）。 

1. 保險型退休金計畫： 

企業逐期提存退休基金並交由保險公司運用孳息，或向保險公司購買

員工個人保單及團體年金，以確保退休金給付者稱之。因保險公司係以公

司資產作為履約支付承諾的保證，故具有高度之安全性。 

2. 信託型退休金計畫： 

此型之員工退休給付採基金直接支付，或撥款購買年金契約等方式。

其投資策略與權責，必須視信託契約之內容而定；或由受託人全權投資，

或由企業與受託人共同為之，而投資收益則直接併入基金。受託人負擔基

金之投資管理責任，但未提供最低投資收益之保證。優點為投資限制較

小，收益性可較大，且基金提存較具彈性，可隨時反應成本因素而作適度

之調整。 

3. 綜合性退休金計畫： 

企業透過兩種專業投資機構管理退休基金，即一部份基金置於信託投

資公司；另一部份則以保險契約方式來委託保險公司負責管理。 

 

 



 20

二、各國退休基金管理型態 

(1) 英國 

    英國對退休基金之管理依稅法及信託法（即退休基金必須以信託形式

設立），其對退休基金的管理方式約有二種型態，一是由雇主內部自行設

置專人來經營有關投資運用事宜；二是全權委託外界之資金管理專家，或

是以外界經理人為顧問提供諮詢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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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民眾對養老政策的信心。 

    公部門退休基金之投資範圍較狹窄，因此多由內部職員來擔任基金經

營工作，但由於退休基金規模日漸龐大，由內部經營轉而依賴或委託外界

經營的趨勢也越來越明顯。英國的中央及地方政府設立之退休制度通常是

根據立法而不是信託契約，而且公立退休制度沒有提存基金，認為退休金

債務應由國家保證，安全無虞，採隨收隨付之恩給制，因此，如公務人員

退休制度、國家健康保險以及教師退休制度等都未提存基金。 

    目前英國由中央政府以下分為四種地方政府，分別為 Counties、London  

Boroughs、Welsh Authorities 及 Scottish-- Authorities，由地區退休基金管理

局(Local Authority Pension Funds)來運作公部門退休基金。 

I 投資決策由投資決策委員會制定，委員會之組成成員如下： 

1. 包含 4 名執政黨州議員和 3 名在野黨州議員，每年經由推選產生，

對各項議案具有投票權。 

2. 州政府財政單位(County treasurer)及基金執行業務官員(Pensions 

officer)，由各單位授權指派，具官方代表身份，對各項議案可發

表意見，但不具投票權。 

3. 投資顧問(Investment consultant）及專家學者(Independent 

advisor)，為付費有給職，針對 Pension Fund 之投資運作，提供公

正、超然、獨立之建議，但對各項議案沒有投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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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另外，參加 Pension Fund 之勞工，可透過所屬工會選派代表列席

委員會議旁聽，以瞭解 Pension Fund 運作情形，但不可發表意見，

亦不具投票權。 

II 委員會職責： 

1. 監督有關 Pension Fund 之投資、管理事項。 

2. 基金經理人(fund managers）及專家學者、投顧(advisors)之選任與

終止。 

3. 檢討基金經理人之績效表現(performance）：基金運作情形通常每

季、每年都會發表例行書面報告，報告中呈現與績效有關之資訊，

包括各計算期間之風險係數、風險指標等；另委員會每年至少二

次，每次檢閱前 3 年的績效表現，若績效欠佳或有異常現象，則

請基金經理人提出具體說明，委員會並作適當處置，必要時終止

基金經理人之委任契約。 

4. 其他有關 Pension and retirement 之行政事項。 

(2)美國 

    在退休基金主管機關及監理法制方面，美國提供第一層次保障之退

休、殘障與撫卹給付，依社會安全法由衛生部之社會安全署主管，其扣繳

款項依法撥入各種信託基金。第二層為職業退休基金，其中公部門之聯

邦、州政府及地方政府之各類公務人員退休基金依特別法管理，通常是成

立受託人委員會依信託原則管理運用，並受政府財政主管單位之監督，而

不受受雇人退休所得保障法(ERISA）之規範。私人企業所提供之退休基

金，則受ERISA 與稅法之雙重規範，ERISA之執法單位為勞工部之退休金

及福利給付局，其工作職掌為公開與報告之規定、信賴責任、禁止之交易

等，而稅法之主管機關為財政部之內地稅務局，工作職掌重點為資金提

撥、給付權之發生與確定、參加等。此外，尚有退休金給付保證公司，為

獨立之公法人，受勞工部監督，對確定給付計畫之給付提供保險，具有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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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及執法權。在涉及對投資人資訊公開及基金經理人行為準則，如涉及證

券法規，則由證管會管理。故屬於多頭馬車型態，故利益衝突之情形相當

嚴重。 

(3)日本 

    在日本並無如英、美對退休基金全面監理之制度，而是對不同性質之

基金予以分割管理，從經營主體之不同，可分為公共年金與私人年金。公

共年金包括「國民年金（基礎年金）」，由全國二十歲至六十歲國民參加

（含公務員及雇員），國庫補助行政費用及三分之一費率；另有「厚生年

金保險」強制法人及雇用五人以上之事業參加，二種年金均有社會保險性

質為隨收隨付制（保費由事業及從業員各半分擔），二種年金之主管機關

均為厚生勞動省，支出後剩餘轉交財務省年金管理局代為運用，其中部分

交由年金福祉事業團轉交信託銀行、壽險公司及資產管理公司運用，部分

透過財政投資及融資系統運用。而公務員「共濟年金」由公務員等依其性

質成立共濟組合，為財團法人性質，基金以自主運用為原則，費率由雇主

及受雇人員各半分擔。其主管機關如為國家公務員者為大藏省，如為地方

公務員者為總務省。地方公務員共濟組合聯合會，係由九十個地方公務員

共濟組合聯合而成為財團法人組織，目的在統一不同之費率與給付，其組

織與國家公務員大同小異。國家公務員共濟組合之投資受財務省管理限制

較多，除部分委託外部之信託銀行及人壽保險公司外，最近方小量委託投

資顧問。 

(4)智利： 

    拉丁美洲國家以智利為首，其後秘魯、哥倫比亞、阿根廷、烏拉圭、

墨西哥、玻利維亞、薩爾瓦多跟進，雖細節有頗大差異，大體走向基金化。

智利是全球第一個以民營方式來經營強制退休基金的國家，於一九八一年

創設以確定提撥、私人經營管理，及個別強制帳戶取代隨收隨付制之公共

退休金。雇員提撥薪資之10％為退休基金，而3％為傷殘及撫卹保險。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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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由專業互相競爭之退休基金管理公司（簡稱AFP）管理。AFP彼此間競

爭十分激烈，因受雇人可以每三個月更換基金經理人一次，AFP 因此必須

降低費用，提供更好的服務及較高的投資報酬率以保住客戶。退休基金之

監理機關為「退休基金監理處」，其首長為總總任命，獨立行使職權，但

受勞工及社會保險部監督。其任務包括審查AFP之企劃案、監督其營運、

檢查其是否符合最低資本及現金準備金之要求，對違法者予以罰款及申

誡，法規之解釋及修改建議等。 

(5)澳洲： 

    澳洲之退休基金，無論公私退休基金皆係依信託法（契約），委託受

託人委員會經營管理，一般約四至六人，由雇主與參加基金之受雇人代表

各半組成，受託人委員會對於受託之退休基金除自行經營外，亦可部分選

任外部之投資經理公司代為經營，但受託人委員會仍應負最終之經營責

任。另將基金之收、支事宜，則委託外部行政管理公司辦理。澳洲退撫基

金之主管（監理）機關為隸屬於聯邦金融部下保險暨退撫基金委員會（簡

稱ISC），另於各州政府均設有分支機構，主要業務係監管保險公司及退

撫基金行業，以確保退撫基金業者能確實支付會員之給付、強制本行業者

符合ISC所制定之規定、追蹤本項業務之發展，惟政府並不提供最終給付

保證。為加強ISC經管基金業者之能力，澳洲國會於一九九三年通過「退

撫基金業監督法」簡稱SIS，其作用為：提高會員給付之安全性，惟受託人

為謀會員利益而從事風險性投資，政府並不擔負會員給付之最終保證責

任。另設有聯邦退撫基金行政管理公司，專司澳洲聯邦基金行政管理業

務，該公司之經費係由政府撥付預算支應，主要業務為會員及雇主給付之

支付及計算基金提撥費之收取及登記、提供相關資訊、建議及解釋基金立

法之建議條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