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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了解公務人員對 2013 年退休制度變革之看法，並以交通部現職人

員之認知、態度及評價分析為例，作質化研究，提出研究發現與政策建議，期能提

供政府作參考，建立更臻合理之退休制度，使公務人員退休制度能更健全，改革之

路能更順利可行，並更讓被改革者接受。 

本研究目的有五項，分述如下：1.探討公務人員對本次變革之認知。2.探討公

務人員對本次變革之態度。3.探討公務人員對本次變革之評價。4.了解不同官等、

年資等條件之公務人員對變革造成之影響的看法是否不同。5.期望就所得之研究結

果，作出對變革適當之建議。 

基於前述研究目的，發展出研究問題，分別先從退休制度探討、我國公務人員

退休制度介紹等作文獻分析，經參與觀察及深度訪談後，本研究獲致下列八項研究

發現：1.公務人員對改革方案內容之認識不足，且認知程度與任職背景無顯著關聯。

2.現行退休年齡有延後空間，造成影響各有正反看法。3.優存利率調降有高度共識，

退撫基金提撥比例調整及平均俸額概念接受度高。4.公務人員普遍認為改革方案對

政府及退撫基金財政有助益，惟對於政府政策目的存疑。5.政府宣導方式與政策規

劃過程有改進空間。6.信賴保護原則等問題應細緻處理。7.改革方案對人才加入造

成一定影響，且不同任職背景造成不同影響感受。8.公務人員與勞工看法有差異性。 

針對本研究之發現，提出下列四項政策建議：1.政策規劃過程應加強公務人員

參與及透明度。2.政策宣導應化解誤會，避免對立。3.保障合法信賴利益，補償措

施應妥適。4.分階段推動改革方案。期望以上建議能供政府參考，最後，提出本研

究在研究對象等產生之限制及對後續研究之方向建議。 

 

 

【關鍵字】公務人員、退休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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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public servants’ views about the change to the public servant 

retirement system in 2013. Based on a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cognition, attitude, and 

evaluations of incumbent public servant in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his study aimed to obtain findings that can help the government build 

a more reasonable retirement system for public servants and implement the reform with 

less friction from the people affected.  

 The objectives of this study were to (1) investigate public servants’ cognition of the 

change; (2) investigate public servants’ attitude toward the change; (3) investigate public 

servants’ evaluations about the change; (4) examine if their views of the effect of change 

differ by rank or length of service (5) provide suggestions to the change.  

 Based on the above-mentioned objectives, this study first developed the research 

question and analyzed literature related to the retirement system, our nation’s public 

servant retirement system, etc. Through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 this study 

obtained eight findings as follows: (1) Public servants have insufficient knowledge about 

the change to the public servant retirement system, and their knowledge is not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their duties; (2) The system allows deferral of the retirement age, 

and there are mixed views about the effect of the change; (3) There is high consensus over 

reduction of the preferential deposit rate for public servants, and an adjustment of the 

allocation ratio of the pension fund and the concept of calculating pension by average 

salary are highly accepted; (4) Most public servants consider the change as beneficial to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ension fund but are doubtful of the intent behind the policy; (5) 

The government’s promotion and planning of the change should be improved; (6) Issues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 of legitimate expectation should be dealt with carefully; (7) The 

reform has a certain effect on recruitment of new public servants, and the effect varies 

depending on duties; (8) Public servants have incongruent views about labor.  

 Based on findings, this study proposed four suggestions to the government as 

follows: (1) Increase participation of public servants in policy planning as well as the 

transparency of the process; (2) Resolve misunderstanding and avoid conflicts during 

policy promotion; (3) Safeguard the benefits for people with legitimate; (4) Implement 

the change in multiple stages. expectations and offer adequate compensation. Finally, this 

study also presented limitations caused by choice of the research subject and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ers.  

 

 

【Keywords】public servant, change of retir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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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許多公務人員在公務生涯的奮鬥中，努力工作，一方面是對職位的自我承諾和職

務的自我要求，另一方面是相信此種的努力，在其退休時會得到適當的退休金，能夠

安養終生，這可能也是許多年輕人願意參加國家考試、投生公務生涯的原因（陳金貴，

2013：75）。可見，退休金是許多公務人員戮力從公的一大誘因。 

公務人員工作性質不同於一般行業，非以獲利極大化為目的，其工作不外乎制定

政策、執行公權力
1
、服務民眾等，其提供之基礎建設（有形或無形），是民間社會經

濟活動發展之基石，重要性不言可喻。依法令2規定，公務人員不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

業，換言之，公務人員之收入全然來自每月薪資所得及退休給付，若退休金大幅降低，

對終身薪資變動幅度平緩的公務人員「生命總所得」影響甚大，將會影響其對個人職

涯、退休生活之整體規劃。所以，筆者對本次 2013 年公務人員退休制度變革高度關

注，公務人員對本次變革之看法為何？引起筆者研究興趣。 

本章分為四節，第一節為「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節為「研究概念與背景」，第

三節為「研究問題與理論」，第四節為「研究範圍、流程及章節安排」。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我國近 20 年來，人口高齡化3加速、生育率4降低，現行年金制度面臨退的早、領

的多、繳的少，使得國家財政負擔日益龐大。民國（本研究皆同）102 年 1 月 30 日上

                                                      
1
 所謂行使公權力，係指公務員居於國家機關之地位，行使統治權作用之行為而

言，並包括運用命令及強制等手段干預人民自由及權利之行為，以及提供給付、

服務、救濟、照顧等方法，增進公共及社會成員之利益，以達成國家任務之行

為。（臺北市政府法務局，2013）。 
2 公務人員服務法第 13 條第 1 項。 
3 根據聯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 一個國家 65 歲的老年人口只要超過全國總人口

的 7%，就稱之為高齡化社會（ageing society）。 
4 一般生育率（general fertility rate , GFR）為出生數除以 15 至 44 歲的婦女數，兩者

比值再乘 1000（王德睦，2009：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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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馬英九總統邀集行政院長陳沖、考試院長關中及立法院長王金平，共同舉行年金

制度改革（本研究中亦稱為變革，兩者通用）記者會，親自宣布第一階段改革方案出

爐，鎖定朝「所得替代率、保險費率、給付條件、基金運用、政府責任」五大面向進

行改革，具體方案將於四月間提出。可以預見，未來公務人員退休制度，將朝「延退、

少領、多繳」之原則變革。基於前述可能之變革，引發本研究之動機及目的，分述如

下： 

壹、 研究動機 

依銓敘部 102 年 4 月－〈公務人員退休改革規劃方案說帖〉，此次變革內容簡述

如下：延退部分，未來自 115 年以後，實施 90 制（年齡與年資合計數大於或等於 90），

即任職 25 年退休者，月退休金起支年齡為 65 歲；任職 30 年則為 60 歲。少領部分，

優惠存款（本研究中亦簡稱優存）利息5（18%）將逐年調降至 9%為上限；月退休金

計算基準將從現行的最後在職本（年功）俸，自 106 年調整為最後在職往前 10 年平

均俸額，並逐年遞增 1 年平均年資，至 111 年調整至「最後在職往前 15 年平均俸額」；

月退休金的基數內涵也將從現行的「本（年功）俸乘 2」，逐年以 0.1 個基數調降，具

有新舊制年資公務員，至 109 年將降至「平均俸額 1.6 倍」，84 年後出任的全新制公

務員，到 108 年降至「平均俸額 1.7 倍」。最後，多繳部分，退休撫卹基金
6
（本研究

中亦簡稱退撫基金）個人、政府負擔比例將從現行 35％、65％改為 40％、60％，提撥

率也將從現行 12％至 15%改為 12％至 18％。 

先不討論此次變革之政治目的或妥適性，就變革之內容而言，不可諱言的，確實

                                                      
5 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32 條規定，退撫新制實施前任職年資，得由臺灣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辦理優惠存款。另依退休公務人員一次退休金與養老給付優惠存款辦法第

6 條規定，優惠存款利息不得低於年息 18%，因此俗稱 18%。 
6 全名「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係指基於年金保險、風險分擔之原理，經由精算

得出合理之費率，由公務人員與政府按月提撥一定金額建立之特種基金，交由公

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運用孳息，俾籌措支付退撫給與之財源。（考試院

全球資訊網，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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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會造成公務人員利益的損失。惟近年來國家財政赤字擴大，人事成本支出已經成為

政府龐大負擔，再加上社會環境變遷，許多媒體對公務人員退休制度諸如所得替代率

高於一般勞工之大肆批評等，已經造成不小輿論壓力。暫且不論前述批評是否合理，

此次變革似已箭在弦上，付諸通過實行之可能性極高。所以，本研究以此為題，探討

西元（本研究皆同）2013 年公務人員退休制度變革對公務人員權益之影響，了解公務

人員對本次變革之看法，並以交通部現職人員對變革方案抱持之認知、態度及評價為

例，作個案研究。 

貳、 研究目的 

公務人員之任用、晉升、退休、撫卹等，皆依法令規定，其與政府間之工作關係

具有公法上契約連結（如服務機關派令或銓敘部審定函等），為公法上之職務關係，7

較私部門中雇主與勞工間之私法契約有本質上之不同。質言之，公務人員之相關法令

不僅規定基本權益、人事管理事項，更明訂諸如應有工作態度、違反法令時所受之處

罰等，如公務人員服務法、考績法、公務員懲戒法及貪汙治罪條例等，這些法令規範

事項鉅細靡遺，與勞工相關法令為保障勞工應有權益而僅規定勞工最低應享有之待遇

不同，這些本質上的差異；都加強了公務人員公法上之特殊身分。 

承上，公務人員之薪俸或退休金來源亦與私部門不同，其係來自國家稅收，換言

之，公務人員之退休金來自政府的人事預算，如果金額過於龐大，將會造成政府沉重

的負擔；甚會造成預算的排擠效應，此次變革主要原因之一，也是為樽節政府人事支

出，讓年金制度可細水長流。但不論此次變革之目的為何，延退、少領、多繳等政策，

勢必刪減公務人員既得或預期利益，造成對公務人員之影響。政策利害關係觀點是公

                                                      
7 公務人員與政府之關係，從早期之特別權力關係，今儼然已改成符合民主、人權

之「公法上職務關係」，其特徵為：（1）公務人員與國家地位相對、（2）權利與義

務之對價關係、（3）行政體系之內部規則必須合理，涉及公務人員基本權利之重

要事項仍有法律保留、（4）權利受侵害時公務人員得依法爭訟（董保城，2011：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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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政策理念的基礎，任何一項公共政策的制定，都必然涉及或多或少的利害關係

（stakes），表達這些利害關係的團體稱為「政策利害關係人」。在本次變革中，公務

人員可視為政策利害關係人中之「政策犧牲者」；而政府則為「政策中立者」（如就減

輕財政負擔而言，或許可稱為政策受益者），政府若不爭取公務人員（政策犧牲者）

支持改革或降低其反對力量，則是類人員很可能透過選票或其他影響策略，將改革政

策予以否決（丘昌泰，2014：58）。故本研究主要欲從交通部現職人員之角度出發，以

深度訪談等方法，了解公務人員的看法，並依結果提出適當的政策建議，讓改革方案

能推行的更順利。本研究主要希望達到以下研究目的： 

1. 探討公務人員對本次變革之認知。 

2. 探討公務人員對本次變革之態度。 

3. 探討公務人員對本次變革之評價。 

4. 了解不同官等、年資等條件之公務人員對變革造成之影響的看法是否不同。 

5. 期望就所得之研究結果，作出對變革適當之建議。 

第二節  研究概念與背景 

為釐清本研究相關概念及欲研究主題之背景，讓讀者能明確了解本研究使用之名

詞意義；閱讀時能較清楚所探討之研究概念及背景資訊，本節將作與本研究有關的概

念解釋及背景介紹，茲分述如下： 

壹、 研究概念 

一、 公務人員 

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1 條：「公務人員之任用，依本法行之」。同法第 24 條之 1：

「各機關主管之人事人員對於試用及擬任人員之送審，應負責查催，並主動協助…送

銓敘部銓敘審定」。施行細則第 2 條：「本法所稱公務人員，指各機關組織法規中，除

政務人員及民選人員外，定有職稱及官等、職等之人員」。本研究所稱公務人員指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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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任用法任用，經銓敘部審定合格實授，且均參加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之公

務人員，不包含教師及軍人。 

二、 公務人員退休 

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 條：「公務人員之退休，依本法行之」。同法第 2 條第 1 項：

「本法適用範圍，指依公務人員任用法律任用，並經銓敘審定之人員」。本研究所稱

之公務人員退休係指公務人員依公務人員退休法、退休公務人員一次退休金與養老給

付優惠存款辦法等公務人員退休給付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退休。 

三、 所得替代率 

係指將退休後每月所得除以退休前每月所得之比例。衡量個人退休金是否能支應

退休後生活之需求，一般是以所得替代率為衡量標準。換言之，維持一定的所得替代

率，就是退休人員每月收入是否能維持其一定的生活水準之關鍵。所得替代率越高，

代表退休生活水準也越高，通常因為退休者不再有提撥各項準備及撫養子女的需求，

故欲維持退休前生活品質，一般歐美國家以所得替代率應介於 6 成至 7 成間為佳，例

如退休時月薪為 10 萬元，預計退休後每月可領月退休金 7 萬元，則退休後之生活水

準約可維持就業時的水準。（考試院全球資訊網，2010）。 

四、 完全賦課制、隨收隨付制（pay as you go） 

完全賦課制的精神源於當期工作人口奉養退休人口的理念（謝明瑞，2003：4）。

指當年度的保費收入完全用於當年度退休金給付，不足時以稅收支應，另亦有設計成

完全由政府當年度編列預算支付，如我國早期公務人員退休金給付如是。此制度平衡

財務收支期間較短，涉及資金投資運用及管理問題也較小，惟可能產生上一代債務由

下一代承擔之不公平現象。 

五、 完全提存制、完全基金制（fully funded） 

完全提存制的精神係工作人口於退休前，即為未來老年經濟生活進行儲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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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由雇主提撥或由雇主與受僱人員共同提撥法定數額成立公共基金，運用孳息以支應

退休經費。通常須事先依人口老化程度或未來人口組成內容，精算每一基金參加者所

應提繳保費，以達成財政收支平衡。此制對受僱人員較有安全感，但累積巨額基金亦

容易受通貨膨脹影響，且基金投資具專業性；須由專責人員管理，參加人也必須承擔

基金投資失敗之風險（謝明瑞，2003：4-5）。 

六、 混合制（mixed method）、部分提存制（partially funded） 

綜合前述兩制特點，混合制（部分提存制）的精神係部分由當期工作人口奉養、

部分以自己長期儲蓄；以支應自身老年退休給付。其意義可由完全賦課制或完全提存

制各自引申為「修正賦課制」與「修正提存制」，其差別為完全賦課制係以一年（預

算年度）作為收支平衡期間；而修正賦課制則可能以較長年限期間作為其收支平衡時

間。完全提存制係將個人未來所有給付依照精算方式事前逐期予以提存；而修正提存

制則可能不足提存，僅保有一定水準之責任準備金；未來不足給付時才以階梯式費率

（Step-Wise Increasing Contribution Rate）來補足差額（謝明瑞，2003：5）。 

七、 確定給付制（Defined Benefit） 

指於法令中明定退休金給付水準、退休準備金提撥率，雇主依法於受僱者退休時，

一次或分期支付定額退休金，屬「量出為入」的概念。雇主或受僱者提撥的退休基金

及退休給付金額間無必然關係，其退休金數額決定於法令規定之給付水準，其常取決

於服務年資、退休時最後薪資及年齡。換言之，若年資等變項可確定，則退休金的給

付數額是可計算確定的，故名為「確定給付制」。惟長期實施可能因為外在環境改變，

但法定提撥率卻不易隨之修訂，造成收支無法平衡，政府須編列預算挹注之財政風險

（呂明泰，2008a：80）。 

八、 確定提撥制（Defined Contribution） 

指雇主定期提撥（或與受僱者共同提撥）一定數額之退休準備金於個人（受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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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戶中，並交付具理財專業的「受託人」保管及投資以獲取孳息，受僱者於退休時再

領取帳戶內之原提撥款項及其孳息，屬「量入為出」的概念。其給付與提撥金額間有

直接關係，個人退休時可得給付係以提撥累積的金額和所生孳息為限，故名為「確定

提撥制」。此一機制與「確定給付制」比較，因準備金存於個人帳戶故具「可攜性」，

惟其退休所得多寡主要係決定於受託管理者的投資效益，政府雖負基金運用監督之責，

但不對投資所生之風險負責，故受僱者必須「盈虧自負」，承擔較大不確定投資風險

（呂明泰，2008a：80）。 

九、 三層保障模式（Three-Pillar Model） 

世界銀行於 1994 年提出一份「避免老年危機（Averting the Old Age Crisis）」的研

究報告，認為面對未來人口老化趨勢，老年安全問題必須建立在兼顧經濟發展與保障

老年安全的年金體制上，提出「三層保障模式」（Three-Pillar Model）。為現今先進國

家建構之社會安全體系，茲分述如下（關中，2011：21-22）。 

第一層是強制性的公共年金制度，由社會保險為主要財務來源，多採「確定給付

制」，具有公平所得重分配的意義，目的在保障國民基本生存權。 

第二層為職業退休金計畫，以個人薪資為基準提存職業退休金，具強制儲蓄性質，

財務來源有採確定給付制、確定提撥制或兩者兼具；其給付金額通常較第一層為多，

佔受僱者退休金主要部分。 

第三層保障為個人自願性的商業年金、儲蓄保險等，目的在提高退休後之所得。

世界銀行後於 2005 年 5 月又提出五層次的老年經濟保障模式，增加第零層「非付費

年金」的保障及第四層「倫理性」的家庭供養制度，前者係老人及弱勢的照顧，具社

會救助的性質，目的在提供貧窮老人基本的生活保障；後者係親友家庭支持，類似我

國固有的傳統家庭倫理思想、疾病扶持的概念。 

貳、 研究背景 

「退休」中國古代稱為「致仕」，意為將官位交還君主。它起源於商，成制於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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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退休制度於 19 世紀中葉在英、美國家建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西方國家的

退休制度主要表現為實行由政府部分自營的各種年金制度。戰後，由於政府退休金負

擔日增，各國相繼改為由保險機構專營的社會保險制度。有些國家（如美國）的退休

制度表現為兼有社會保險制度和年金制度（互動百科，2012）。 

本研究聚焦在公務人員的退休制度，公務人員退撫新制在 84 年施行；後於 100

年再次修正，惟其設計之初基於以下的三個時空背景因素，導致今天面臨「破產」困

境：當時全球經濟展望較佳，長期精算報酬率設定值高達 7%左右，但是基金運作迄

今約 20 年的平均報酬率卻不到 3%、退撫基金基於多種因素的考量採不足額提撥，加

速基金破產的腳步、迄今退休人員的平均餘命增加 2 歲左右，更加重退撫基金的財務

壓力。雖然許多學者對退撫基金是否須採足額提撥仍有不同的看法，但無論如何，退

撫基金目前確實正陷於嚴重的財務危機中，如果不立刻採取必要的改革措施，公務人

員的退休基金資產將於 120 年用罊（陳登源，2013：24-25）。茲就現行公務人員退休

制度之主要問題也是本次變革之環境背景，分述如下： 

一、 自願退休人員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偏低 

我國公務人員退休制度初期，必須服務年滿 30 年以上才能自願退休，且因退休

金微薄，造成人員戀棧不退，人事如同死水。後經多次修法提高退休所得、開放一次

退休金及月退休金選擇權等，最後，現行退休法於 99 年 8 月 4 日修正公布並於 100

年 1 月 1 日施行。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4、11 條訂有月退休金起支年齡之條件：「任職

25 年者，須年滿 60 歲；任職滿 30 年以上者，須年滿 55 歲」，除起支條件外，另搭配

減額年金及增額年金規定辦理退休金給付。但實施至今，公務人員每年退休人數持續

提升、退休年齡下降且幾乎全數選擇支領月退休金，又因醫療發達，退休人員餘命提

高，我國公務人員退休基金負擔於未來勢必愈加沉重（曾明發，2009：17-18）。 

依銓敘部 102 年統計資料，近 10 年來，公務人員退休人數由 92 年的 7,322 人，

逐年增加到 101 年的 10,527 人；另一方面，退休人員的平均年齡也從 92 年的 5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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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降至 101 年的 55.74 歲，101 年統計支領月退休金佔全部退休金發給種類之比例

更高達 98%（呂明泰，2013a：36）。我國法定支領月退休金起支年齡為 55 或 60 歲，

雖已與世界先進各國所定年齡幾乎無異，但幾乎全數支領月退休金，支領期程依我國

人 101 年平均餘命估測（79.15 歲），8可能長達 25 年左右，其造成的問題是年紀太輕

尚有工作能力即退休，不符退休金原理，9又因領取時間太長幾乎等同工作時間；造成

退撫基金財務難以支應（曾明發，2009：17）。 

表 1- 1 近 10 年公務人員退休人數及退休年齡 

年度 人數 年齡 

92 7,322 55.86 

93 7,254 55.85 

94 7,983 55.41 

95 7,344 55.21 

96 6,664 55.47 

97 6,388 55.53 

98 7,195 55.25 

99 9,013 55.16 

100 10,361 55.20 

101 10,527 55.74 

        資料來源：銓敘部（2013b：3）。 

 

 

 

 

                                                      
8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2013）。歷年簡易生命表平均餘命，2013 年 9 月 14

日，取自：http://sowf.moi.gov.tw/stat/year/list.htm。 
9 退休金原理強調保障「老年」退休之經濟安全，而老年之定義各國都以 65 歲為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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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 世界先進各國公務人員退休金起支年齡一覽表 

國家 公務人員退休金起支年齡 

美國 
55 歲至 57 歲（任職年資 30 年）；62 歲

（任職年資 5 年） 

英國 60 歲 

德國 63 歲 

日本 一次退職金 

韓國 60 歲 

我國 
55 歲（任職年資 30 年）；60 歲（任職年

資 25 年） 

資料來源：吳容明（2006：15）。 

表 1- 3 民國 102 年公務人員退休人數及支領種類按年齡分 

年齡別 一次退休金 月退休金 兼領一次退休金與

月退休金 

44 以下 7 18 － 

45 4 3 － 

46 20 8 － 

47 12 7 － 

48 6 12 － 

49 3 5 1 

50 5 2,170 10 

51 3 839 4 

52 － 733 3 

53 1 646 3 

54 1 507 1 

55 2 1,826 6 

56 1 141 2 

57 1 264 1 

58 1 289 1 

59 4 397 3 

60 10 668 3 

61 12 341 4 

62 5 254 2 

63 7 243 1 

64 4 232 5 

65 28 714 16 

66 以上 － 1 6 

資料來源：銓敘部（20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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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退休撫卹基金提撥率不足且收益不佳 

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4 條規定，公務人員退休金應由政府與公務人員共同撥繳

費用建立之退休撫卹基金支給，並由政府負最後支付保證責任。我國退休制度實施初

期由於考量避免立即造成各級政府與公務人員大幅撥繳退撫基金的負擔，乃先按法定

費率（8%至 12%）的最低提撥率（8%）撥繳退撫基金費用，目前雖改以 12%的提撥

費率撥繳，但依據退撫基金管理委員會 4 次精算的結果顯示，退撫基金的運作成本費

率始終高於當時提撥率（採不足額提撥），例如：98 年第 4 次精算，就公務人員而

言，若折現率（可視為收益率）為 3.5%，則最適提撥率為 40.7%，較實際提撥率 12%

相差 28.7%（呂明泰，2008b：21）。 

依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第 5 條規定，「基金 3 年內平均最低年收益不

得低於臺灣銀行 2 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計算之收益」。此一規定不僅保守且不合理，以

臺灣銀行 2 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作為基金經營績效的標準，固然可減輕經營者之經營壓

力，惟將可能使經營者偏向過於保守、低獲利的投資組合，且在現今微利時代，若僅

以臺灣銀行定期存款利率作為收益目標，未免過低（許濱松，2007：31）。退撫基金近

10 年來收益率雖皆高於法定收益率，惟常常僅是低空飛過。且因提撥率與收益率二者

之間具有互動關係，收益率低；提撥率必須相對提高，故若能有效提高基金投資的收

益率，將能有效紓減退撫基金提撥率必須往上調整的壓力。 

表 1- 4 退撫基金提撥率調整情形 

實施日期 實際提撥費率 

84 年 7 月 1 日 8% 

91 年 1 月 1 日 8.8% 

93 年 1 月 1 日 9.8% 

94 年 1 月 1 日 10.8% 

95 年 1 月 1 日 12.0% 

資料來源：林欣怡（20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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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5 退撫基金歷次精算資料（公務人員部分） 

精算次別及年度 折現率 最適提撥率 當時提撥率 差額 

第一次（89 年） 7% 15.5% 8% 7.5% 

第二次（92 年） 3.65% 26.4% 8.8% 17.6% 

第三次（95 年） 4% 31.1% 12% 19.1% 

第四次（98 年） 3.5% 40.7% 12% 28.7% 

資料來源：林欣怡（2013：14）。 

表 1- 6 近 10 年退撫基金支出占收入 

比例統計表（公務人員部分） 

年度 
基金支出/收入

（%） 

92 19.28 

93 23.61 

94 26.42 

95 29.60 

96 34.26 

97 39.34 

98 43.92 

99 50.56 

100 61.37 

101 73.25 

資料來源：林欣怡（2013：12）。 

表 1- 7 近 10 年退撫基金收益情形（公、軍、教） 

年度 已實現收益數（億元） 已實現收益率（%） 
臺灣銀行 2 年期定

期存款利率（%） 

92 39.50 1.946 1.567 

93 63.32 2.628 1.496 

94 99.14 3.661 1.812 

95 140.96 4.446 2.175 

96 210.88 5.617 2.473 

97 -94.97 -2.464 2.693 

98 63.59 1.625 0.937 

99 134.89 3.048 1.068 

100 68.73 1.445 1.323 

101 106.63 2.207 1.400 

資料來源：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201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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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務人員退休後所得偏高 

退休所得之合理性一般係以退休所得替代率為衡量標準，亦即退休人員在退休後

每月所領之退休金佔退休前薪資之比率（銓敘部退撫司，2003：12），計算公式參考

圖 1-1，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9 條規定，服務 35 年月退休金最高給付標準為 70%（本

俸乘 2 之 70%），由於本俸與專業加給之比約為 6 比 4，因此若不計優惠存款利息，

70%之月退休金約相當於現職待遇之 8 成左右（蔡良文，2007：50）。 

前述所得替代率相較世界先進各國，例如：美國 1987 年起適用之聯邦公務員退

休制度所得替代率約 80%左右；英國 2002 年施行之傳統退休金計畫併新制優質計畫

所得替代率為 50%（任職年資 30 年）至 75%（任職年資 45 年）；德國公務員退休金

給付最高為 75%等（銓敘部退撫司，2003），我國公務人員月退休金所得替代率尚稱

合理，惟在退撫新舊制交替之過渡期間，在新制施行前之舊制年資 15 年以內，每年

給與月退休金 5%，相較於新制每年給與月退休金 2%（相當於舊制 4%之標準）高出

1%；再者，退休人員如合於辦理優惠存款，其舊制年資公保養老給付之優惠存款利息

對於退休所得替代率之提升最高約增加三成之效果，以致產生退休後所得偏高現象

（蔡良文，2007：50；石建華，2008：166-167）。 

 

圖 1- 1 所得替代率計算公式 

   資料來源：銓敘部（2013b：25）。 

表 1- 8 民國 102 年退休所得替代率（不含優存利息）概算 

退休等級 五功十 七功六 八功六 九功七 十二功四 

主管/非主管 主管 
非主

管 
主管 

非主

管 
主管 

非主

管 
主管 

非主

管 
主管 

非主

管 
所得

替代

率 

年資 30

年 

83% 89% 81% 88% 78% 86% 79% 89% 62% 81% 

年資 35

年 
92% 98% 90% 97% 86% 95% 87% 98% 69% 89% 

資料來源：銓敘部（2013b：8-9）。 

月退休金+優存利息（或公保年金） 

本（年功）俸+專業加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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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問題與理論 

本次變革牽動層面甚廣，從延後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到調整優惠存款制度等，幾

乎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大幅變動。受改革政策影響的公務人員對變革的看法為何？是

本研究希能得到的寶貴資料。本節分為研究問題及與本研究有關之理論介紹，茲分述

如下： 

壹、 研究問題 

基於第一節之研究動機與目的，筆者期望透過對交通部不同任職背景現職公務人

員之個案研究，得到具一定參考價值之研究結果，解答本研究之問題。本研究欲探討

之問題如下： 

1. 公務人員對本次變革之認知是否足夠？認知程度與任職背景關聯如何？ 

2. 公務人員對本次變革之態度（對各項改革之接受度）為何？是否有程度差異？

對於政府推行改革目的之看法為何？ 

3. 公務人員認為本次變革對於政府及退撫基金財政紓緩的評價為何？對於政府

政策宣導方式、規劃過程及信賴保護原則爭議之評價為何？ 

4. 不同官等、年資等條件之公務人員對變革造成之影響的看法是否有差異？勞工

對於改革方案等議題與公務人員的看法是否有差異？ 

5. 依研究結果，如何對此次變革作出適當之修正建議，讓政策推行的更順利？ 

為求得以上問題之解答，筆者以問題為導向，據以於第三章作研究設計。 

貳、 研究理論 

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理論如不存在，則研究將無所依循。本研究探

討公務人員對本次改革之看法，相關之理論，如退休制度理論、變革理論、信賴保

護原則及平等原則，都是在本次改革中可能涉及的理論基礎，依序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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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退休制度理論 

退休制度理論，探究的是「為何要發放退休金？」換言之，如無此理論基礎，

退休金根本無須發放。學者從不同角度切入，提出多種學說，本研究綜整如次： 

(一) 功績報償說 

又稱恩給（恩賞）說，但兩者實不盡相同。恩給說取決於恩給者的個人主觀意

念；而功績報償乃係基於受報償者以往工作的忠勤辛勞，而給與補償或扶助，惟兩

者皆為雇主片面、主觀地衡量勞工之價值，屬於任意性之給與。此說認為退休金是

對於年老員工的一種酬謝金，以對組織的貢獻度為基礎。如古代官員告老還鄉，君

王依其功績犒賞酬勞。 

依現代公務人員而言，年輕力盛的生命時光均已奉獻政府，至年老力衰或殘疾

無法工作而退休時，政府應發給退休金，以為補償；但亦有學者認為退休金非出於

補償觀念，應僅為政府對老年無事生產人員的扶助行為。此說雖能對於退休金的給

與，提供一部分意義的解釋，但如今退休金給與係採強制性規範，此說立基於雇主

主觀意念，恐不符時代思潮（郝鳳鳴，2004：172）。 

(二) 人事機能說（商業策略概念） 

主要以雇主的利益為考量，對於生產力遞減的年邁員工，雇主發給退休金將其

辭退，其目的有二：承平時期使組織新陳代謝，維持組織生產力達一定水準；組織

面臨危機時，亦可能利用辭退員工方式，降低生產成本，使組織渡過危機。因此，

雇主對退休金的給與乃取決於人事管理上的需要和商業競爭，退休金制度的建立為

一種雇主管理上的主權，其基本動機直接或間接地對雇主產生經濟利益，其特色常

為一次性的退休金給付（王正，2000：6）。 

致政府與公務人員間，老年力衰的公務人員生產力下降，為維持政府機關之行

政效能，發放退休金使其離退，讓新進人員接任其職，促進機關之新陳代謝；爰有

退休制度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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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力折舊說 

早在 1912 年，美國學者 Lee Welling Squier 即認為：「從整個經濟社會制度立場

而言，雇主並無權利拘束勞工，在任一工作職位上耗盡其個人勞動生涯達 10 年、

20 年或 40 年之久，然後年邁體弱員工卻如大海中無主的棄船似地，被遺留在廣大

社會裏浮沉」。此一論點引申出人力折舊觀念（柯木興，2013：166）。 

此說將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視為如同廠房或機械設備般會耗損的生產成

本，廠房或機械因長期耗損而折舊；同樣地，員工因長期貢獻勞力至其年老無收入

能力，而由雇主給與相當於充分折舊的退休金供其養老。退休金性質依此說猶如廠

房機械之折舊成本，二者對雇主而言均為生產上所須負擔之成本，其中對退休員工

發給退休養老金更是雇主無可旁貸之責任（王正，2000：6-7）。 

(四) 延期薪資說 

此概念係指勞工對現金工資增加與退休金制度二者間具有選擇權，若選擇後者，

則視退休金給付為雇主支付勞工的一種遞延工資（柯木興，2013：167）。此一概念

認為退休金為退休員工應得薪資之一部分，只是在職服務時保留不發給，延至其退

休、殘廢或死亡時再行給付（銓敘部退撫司，2003：5）。依此觀點，退休金不僅非

恩賞；更係退休人員之法定權利，為雇主對退休人員應支付的債務。 

致公部門而言，因政府與公務人員間係公法上職務關係，故退休金之發給為國

家對公務人員所應負擔之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10，既為退休人員應得權利，若未及

領取即發生死亡；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8 條規定，將原擬支付的退休金轉為撫慰

金付給遺族；以保障遺族生活。 

(五) 永久所得說（社會保險說、危險分擔說） 

此說由芝加哥學派代表 Milton Friedman 教授於 1957 年出版「消費函數理論」

                                                      
10 依行政執行法第 11 條規定，義務人依法令或本於法令之行政處分或法院之裁定，

負有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本文所指義務人為國家係公法人，依據法令係公務人

員退休制度相關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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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y of Consumption Function）一書後引起學界的重視與應用。所謂永久所

得係指某一消費者在某一年齡中對其未來預期所得的期望值（expected value）而言，

並由預測賺取所得期間與所得能力來決定。顯然，一個勞工在其所得能力達到高峰

時，勢必了解未來到達退休年齡後因退出勞動市場而喪失正規所得；故必須考慮調

整現在消費，至未來可不必調整消費水準降低至其退休所得水準。為維持人員永久

消費水準；須維持其永久所得水準，惟永久所得為一種期望值，並非真實的實在體。

一般而言，人員隨著年老退休；所得能力常會遞減，所以，必須將一生中實際所得

加以平均分配，也就是藉由強制性社會保險方式來平衡個人所得在不同期間的分配，

以解決老年經濟問題（柯木興，2013：163-164；銓敘部退撫司，2003：5）。 

此說是基於互助與保險原理，員工在職時強制參加保險，按期繳納保險費，至

退休時才領取，以平衡在職時與退休後的所得與消費，並將個人不可確定的危險轉

嫁給多數人來分擔（葉長明，1996：5）。就我國公務人員退休制度而言，依公務人

員退休法第 14 條及公教人員保險法第 8 條所訂費率撥繳費用建立基金，似同本說

危險分擔觀點。 

(六) 人生過程儲蓄說（生命週期理論） 

此說與前說不論從儲蓄還是消費觀點來分析，二者的目標是一致的，為維持人

員永久消費，應將勞動期間的所得提存部分予以保險或儲蓄，以利老年退休後生活

的需要。首推 Ando-Brumberg Modigliani 等人將此說體系化。主張人一生所得具週

期性，其收入流程（income path）呈現拋物線。一個人在開始工作時（早年），生產

力較低所得較低；壯（中）年時生產力較高，所得達到顛峰；在退休時（老年），

又因生產力下降，所得也下降。另一方面，人生之消費流程（consumption path）卻

呈略為遞增的直線（在不同生命階段的消費大致相同），將人生各時期中的所得減

去消費；可發現早年勞工是淨負債者，中年多儲蓄，而晚年是儲蓄之使用者。 

承上，Modigliani教授的主要論點在於強調消費者作長期的儲蓄與消費決定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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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會將其終身所得適當分配到每一期去消費和儲蓄，使其效用極大化。他認為個

人的終身消費略呈水平狀態，勞工希望在勞動期間累積足夠儲蓄，以分配於終身的

消費，俾其退休後能維持一定的消費水準（柯木興，2013：164）。 

(七) 適當生活維持說（生活保障說） 

此說認為員工退休時所領取之退休金額，應足以維持最基本之生活保障，即維

持適當的所得替代率（蔡良文，2007：41）。此說之建立乃以保障勞動者老年生活為

目的，強調雇主之社會責任，11給與退休金已非純粹對於受僱人之照顧，而是對於

老年國民之生活照顧，也就是雇主責任之社會化，其義務之成立，雖以僱傭關係為

基礎，但因老年經濟保障制度的建立，使雇主責任法定；對於照顧之方式等退休相

關事務之決定權限即受約制。惟該說論點實已變更退休制度勞動關係之本質，以社

會保障制度取代退休制度，恐會使退休制度的傳統之人事機能喪失（郝鳳鳴，2004：

173）。 

(八) 依賴理論 

依結構依賴論者的觀點，大多數老人問題的產生，並非是生理自然老化的必然

現象，換言之，係社會制度和規定孕育了老人依賴條件的形成；進而產生老人問題。

故若能透過立法或其他手段修改社會制度及矯正社會觀念，減少老人的就業剝奪或

提供再就業機會，提供制度化的老人退休準備工作，都可以減少老人的依賴，並能

將老人整合於社會的主流生活。此說為「彈性退休」和「延遲退休」提供了良好的

解釋，提供老人擁有工作自由選擇權和延長工作生命的有力論點（吳容明，2006：

3）。 

(九) 功能理論 

此理論認為老人因自然老化現象，在社會上角色的撤退是必經過程，由於生理

                                                      
11 廖義男大法官認為雇主退休金給付義務係基於雇主對於勞工之照顧義務（大法官

釋字第 578 號廖大法官協同意見書，轉引自郝鳳鳴，2004：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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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衰退和健康不佳的因素影響，致使老人易減少對週遭環境事務的興趣和參與投

入，造成老人與社會和世界的脫節。這個理論賦予「強制退休」制度一個合理的依

據，固定年齡的強制退休制度將使得老人得以沒有「烙印」效果地從工作上撤離，

此說視退休為必然不可避免的社會現象和符合人類生理功能的社會制度（吳容明，

2006：2）。 

(十) 誘因（激勵）理論 

持此說觀點者認為，提供退休金給連續服務的員工，一方面可鼓勵員工久任增

強其永業化，降低包括雇用、解僱、訓練等員工流動成本；另一方面也可藉由增加

退休給付對員工造成激勵作用，因員工期望未來退休所得豐厚，更會致力熱衷工作。

此說將退休金的給付視為誘因；提供在職員工久任工作以換取退休後之一筆可觀收

入（葉至誠，2003，轉引自張麗玲，2008：11）。 

上述理論各有道理，端視研究退休制度之角度，有些學者就退休制度目的性而

論，提出「功績報償說」（退休金發給之目的係為犒賞其功績及辛勞）；有些學者依

退休制度手段性而言，提出「人事機能說」（退休制度係為達成組織新陳代謝之手

段）；或兼具目的及手段特性之「永久所得說」（以社會保險為手段達成永久所得之

目的），申言之，世界各國退休制度可能兼具前述各種理論特性並行不悖，惟有些

理論能並存；有些則可能互斥。例如：「適當生活維持說」認為退休金之發給僅為

維持退休人員之適當生活；「誘因（激勵）理論」則將豐厚的退休金視為誘因，兩

者明顯有很大不同，且可能互斥。 

筆者認為，我國現行公務人員退休制度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4 條規定，由政

府及公務人員共同提撥費用建立退休撫卹基金，具永久所得說（社會保險說）之強

制社會保險概念；同法第 9 條規定，發給之數額以在職同等級人員本（年功）俸加

一倍為基數內涵，依職等決定發給多寡又具有功績報償說概念；同條另規定退休金

領取上限，此為適當生活維持說概念。承上，我國現行公務人員退休制度應可暫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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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立基在前述三理論之上，兼具為組織新陳代謝（人事機能說）、提供退休人員養

老（人力折舊說）等功能之制度。 

惟我國公務人員待遇與亞洲先進各國比較偏低，高階公務人員相較於企業同階

層所得亦較低。舉例而言，若初等考試合格，進入公務體系任一職等本俸一級年薪

約 352,140 元，與行政院主計總處國民所得統計年報12101 年平均每人國民年所得

530,029 元相較約少 17 餘萬，如該員有幸年年甲等，於 13 年後任五職等本俸五級，

年薪約 520,200 元，才勉強與前述平均國民年所得看齊。另臺灣高等法院 93 年勞上

字第 29 號判決13：「…查退休金之性質，學說上固有賞金理論、人力折舊理論、遞

延工資理論及激勵理論，惟按依退休金之經濟性格觀之，工資本質上係勞工提供勞

動力之價值，退休金之性質為『延期後付』之工資，為勞工當然享有之既得權利，

於勞工退休時支付，且不因勞工事後離職而消滅」。公務人員在我國雖然另成一職

業類別，但同樣是提供勞動力之受僱人，所以，若論「職業間公平」，退休給與及

俸給結構應一併考量，如此，我國公務人員較高之退休所得替代率可視為政府對退

休公務人員之「延期薪資」，換言之，退休所得既為「薪資」，則可平均分配至餘生

各時期。依「延期薪資說」退休金發給是退休人員的法定權益，將退休金定義為薪

資，在職時階級、貢獻度較高，薪資較多；退休時領取之退休金自然會較多，此也

隱含了公務人員功績制的概念。筆者綜觀各理論後認為，我國公務人員待遇若無法

顯著調整薪資結構，則公務人員退休制度之設計建議可融入「延期薪資說」的概念，

這樣比較符合「職業間公平」。 

二、 變革理論 

組織因為惰性、停滯與衰退，無法適切地滿足對環境與顧客的回應，這時必須透

                                                      
12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2014）。國民所得統計年報，

2014 年 12 月 27 日，取自 http://www.dgbas.gov.tw/。 
13
 資料來源：司法院判決書查詢系統（2014）。臺灣高等法院 93 年勞上字第 29 號判

決，2014 年 12 月 27 日，取自 http://jirs.judicial.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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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變革的活動，使組織得以重新啟動（孫本初，2007：13）。環境的變動對組織的演

化是一個要不斷回應的問題，組織必須在演化的過程中因應環境的變化修正其策略、

結構、技術與文化間的協調性，以配合其環境的變化（張宏榮等，2008：3）。本節參

考學者在組織變革領域之研究，就組織變革意義、模型、種類及影響組織變革成功因

素，分述如下： 

(一) 組織變革意義 

組織變革（organizational change）是組織從他們現在的狀態轉變到期望的未來

狀態，以增進其效能的過程。任何有機體及組織體，不但感受到變遷是不可避免的，

而且其速度及複雜性也會與日俱增。此種因環境改變而導致組織的自然改變，稱為

變遷。這種由某種狀態轉變到另一種狀態的自然改變，可能有利於組織或不利於組

織。組織主觀針對這樣的變遷作管理，就是組織變革的內涵。事實上，組織變革的

涵義非常廣泛，凡是有意圖使組織從一種舊狀態轉變成另一種新狀態所作的努力均

屬之（吳定，轉引自唐雲明，2009：88）。 

除前述定義外，以下再轉引自夏榕文等（2007：114）。Friedlande 和 Brown（1974）

認為組織變革是一種促進組織結構和組織過程、人員和工作技術等方面之變革與發

展之重要方法。Hammer 和 Champy（1994）認為組織變革是根本重新思考企業的運

作流程，加以重新設計，達成重大的組織績效改變。徐聯恩（1996）認為組織變革

是組織層次整體的改變、營運架構改變、內外關係改變、不連續性的改變，亦是主

導邏輯的改變。徐敏莉（2001）認為是指組織為了因應外在環境快速的變化，運用

科技的技術，調整組織的策略、結構、成員的價值觀、信念和態度，並進而改變成

員的行為，以增進組織績效並滿足成員與組織的目標，使組織從一種狀態轉換為另

一種狀態的過程。組織變革也意謂一個組織為了因應內、外部環境的改變，採取了

一種擺脫過去情勢之全面性調整過程的思維或行為模式（方至民等，2005）。這個

定義強調了組織變革必須徹底改變組織文化及人員之素質、思維及行為模式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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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確保變革的成果，並利於組織持續以新模式提升組織的績效。 

綜合前述學者觀點，組織變革可定義為：「因應內外環境之需要，就組織之技

術、結構、人員及管理等構面作改變，以追求組織之生存與發展」。本文所論 2013

年公務人員退休制度變革應尚可歸類為管理（或稱制度）構面之改變。 

(二) 組織變革模型 

組織變革是一個複雜、動態的過程。管理心理學對此提出了行之有效的理論模

型，適合於不同類型的變革任務。其中影響最大的有：Lewin 變革模型、系統變革

模型和 Kotter 變革模型，其中核心觀念，分述如下（呂志崗，2004：25-32；朱承平，

2004：6-11；王重鳴，轉引自唐雲明，2009：89-90；張桂慈，2011：16-19）： 

1. Lewin 變革模型 

可視為被動產生的組織變革，Lewin（1951）的力場理論指出，組織的內外

環境有許多力量保持平衡，當力量不均衡時，就可能會影響組織，造成組織某方

面（如管理方式）的改變，當變革（良善的改變）助力大於阻力時，組織就有可

能產生變革，所以，如果組織的領導者希望變革成功；就要設法增大變革助力。

他的模型包含解凍、變革、再凍結等三個步驟，用以解釋和指導如何發動、管理

和穩定變革過程。他指出：「成功的改革，需要先將現狀加以解凍（unfreezing），

接著推動（movement）一項新行動，然後把改革加以再凍結（refreezing）成穩定

的狀態」，如圖 1-2。 

Lewin 提出的變革模型提供了組織變革的一般性架構。Stephen P. Robbins

（1990）認為這個三部曲意謂著，僅引進改革，並不能確保作好改革前的準備工

作；或確保改革成果能堅守在穩定狀態，他進一步認為實務上分成七個步驟：導

入、簽約、診斷、回饋、規劃改革、介入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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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凍階段  變革階段  再凍階段 

瞭解組織所處

的環境與變革

的需要。 

 在成員、任

務、組織結構

與科技間進行

調整與改變。 

 衡量績效、調

整變革內容與

穩固變革成

果。 

圖 1- 2 Lewin 組織變革模式 

資料來源：呂志崗（2004：26）。 

2. 系統變革模型 

可視為主動探索的組織變革。例如 Cummings 和 Worley（2001）提出了計劃

性變革的整合模式，可將變革過程分成探索需求並建立契約、診斷問題、執行計

畫和反饋維持四階段，相較前述 Lewin 認為組織因為環境力量失衡而變革，此模

型指出組織需要對環境進行探索，一旦察覺到變革的需要，並開始建立契約（就

變革所需人力、物力等作說明），之後診斷組織所面臨問題並依其設計和執行變

革計畫來解決問題；最後依變革執行結果反饋並維持好的變革結果，如圖 1-3。 

探索需求  
診斷問題 

 
執行計畫 

 反饋 

建立契約    維持 

       

圖 1- 3 Cummings 和 Worley 四階段變革模式 

資料來源：”Essentials of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change”， Cummings 和 Worley，2001，轉引

自呂志崗，2004：32。 

系統變革模型是在更大的範圍裡解釋變革過程中各種變數之間的相互聯繫

和互相影響關係。這個模式一般可包括輸入、變革元素和輸出三部分（唐雲明，

2009：89）。 

(1). 輸入。輸入部分包括內部的強點和弱項、外部的機會和威脅。其基本架構

是組織的使命、願景和相應的戰略規劃。就企業組織而言，用使命表示其

存在的理由；願景是描述組織所追求的長遠目標；戰略規劃則是為實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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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目標而訂定的有計畫變革的行動方案（唐雲明，2009：89）。 

(2). 變革元素。變革元素包括目標、人員、社會因素、方法和組織體制等元素。

這些元素相互制約和互相影響，組織需要根據戰略規劃，組合相應的變革

元素，實現變革目標（唐雲明，2009：89）。 

(3). 輸出。輸出部分包括變革的結果。根據組織戰略規劃，從組織、部門群體、

個體等三個層面，增加組織整體效能（唐雲明，2009：89）。 

3. Kotter 變革模型 

可視為主動加入組織成員思維與建立願景的組織變革。例如 Connor 和 Lake

（1994）的研究，加入了個人與文化思維，指出組織變革的目標包括了個人、組

織、管理及組織文化四個層次的改變，當組織發現問題或新的發展機會時，利用

變革管理來改變組織策略的方向。 

領導研究與變革管理專家 Kotter（1995）認為，組織變革失敗往往是由於高

層管理部門犯了以下錯誤：沒有建立變革需求的急迫感、沒有創設負責變革過程

管理的有力指導小組、沒有確立指導變革過程的願景並展開有效溝通、沒能系統

計畫，獲取短期利益、沒有能對組織文化變革加以明確定位等。Kotter 為此提出

了指導組織變革的八個步驟：建立危機意識、成立團隊領導、提出願景、溝通願

景、授權員工參與、創造近期戰果、鞏固戰果並再接再勵、讓新作法深植企業文

化中。他的研究顯示，成功的組織變革有 70%到 90%由於變革領導成效；其餘係

由於管理部門的努力。變革的八大步驟臚列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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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9 Kotter 變革的八大步驟 

步驟 說明 

建立危機意識 
1. 考察市場和競爭情勢 

2. 找出並討論危機、潛在危機或重要機會 

成立領導團隊 
1. 組成一個有力的指導小組領導變革 

2. 促成小組成員團隊合作 

提出願景 
1. 創造願景協助引導變革行動 

2. 擬定達成願景的相關策略 

溝通願景 
1. 運用各種可能的管道，持續傳播新願景及相關策略 

2. 領導團隊以身作則、改變員工行為 

授權員工參與 

1. 鏟除障礙 

2. 改革破壞變革願景的體制或結構 

3. 鼓勵冒險和創新的想法、活動、行動 

創造近期戰果 
1. 明顯的績效改善或戰果 

2. 公開表揚、獎勵有功人員 

鞏固戰果並再接再勵 

1. 運用上升的公信力，改變所有不能搭配和不符合轉

型的願景系統、結構、政策 

2. 聘僱、把握或培養能夠達成變革願景的員工 

3. 以新方案、新主題和變革代理人給變革流程注入新

活力 

讓新作法深植企業文化中 

1. 創造客戶導向和生產力導向形成的績效改善、創造

更多更優秀的領導人才及更有效管理 

2. 明確指出新作為和組織成功的關聯 

3. 訂定辦法，確保領導人的培養和接班行動 

資料來源：”領導人的變革法則：組織轉型成功八步驟”，Kotter，邱如美譯，2002，轉引自朱承

平，2004：8。 

(三) 組織變革種類 

組織經過診斷的過程之後，發現了問題的原因（causes of problems）或發展的

機會（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ment），如何有計畫地進行變革，是為變革管理

（managing change），以下說明變革管理的種類或方法（吳定等，轉引自詹中原，

2007：3；孫本初，2007：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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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結構的變革（structural methods of change） 

係透過正式工作結構及職權關係的改善，而企圖改善績效的管理行為。組織

結構的改變，使得一些正式的工作及職權定義產生變化。 

基本上，組織結構是一個用來管理組織中各種角色表現的一套關係模型，因

此有效的結構性變革並須包括組織結構中各種不同面向的改變，而組織結構的面

向包括複雜性、形式化、集權化及協調化。 

在 90 年代初期，有一群學者將結構性變革擴展到流程層面，倡導企業流程

再造（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BPR），藉由資訊科技的輔助從根本加以重

新思考，澈底翻新作業流程以改善效率。企業流程再造包含四個關鍵性要素：基

本的（fundamental）、澈底的（radical）、巨大的（dramatic）及流程（process）。 

2.人員的變革（human methods of change） 

指員工的態度、技能及知識基礎的改變，其主要目的在於提升人員的生產力，

並與他人協同一致的完成指派的工作，主要方法是透過教育與訓練的方法。 

教育與訓練可以提升人員的知識、技術、態度甚至信念，由管理者設計人群

關係的訓練方案，能使管理者更能考量員工的需求，並藉由外在專家的參與，使

員工對自己的行為模式了解，協助他們了解需求與激勵的一般概念，發展傾聽與

詢問的技術。教育訓練是改變人員最普遍的方式，其目標亦能使中高階層的管理

者參與變革活動；更重要的在於使管理者更投入組織文化的改變。 

3. 技術的變革（technological methods of change） 

是指將資源轉變成產品或服務的任何新方法的應用，也就是改進產出的方式，

例如：設備的機械化或電腦化等。以全面品質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 

TQM）而言，藉由使用流程與產品控制的技術，來不斷地改善組織、產品與服務，

TQM 係運用系統觀點的變革方法，關注對象不僅包括組織；同時亦包括顧客與

供應者。除全面品質管理外，技術性的變革方法還有工作診斷和工作再造，分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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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1). 工作診斷 

係藉由工作的重要性、自主性等特徵來診斷工作，必須注意作到兩件事情，

第一，從事工作再設計之前，必須先診斷現有的工作情況如何？第二，評估再

設計的效果，係用來評估哪些工作特徵受到改變；哪些則否？及評估這些變革

所造成之影響。從事工作診斷時必須回答下列問題： 

i. 員工的激勵與滿意方面是否有問題？ 

ii. 工作能充分發揮員工潛能嗎？ 

iii. 工作哪個面向會造成困難？ 

iv. 員工是否已作好變革的準備？ 

v. 在目前的工作系統中所呈現的特殊問題與機會是什麼？ 

(2). 工作再造 

在 Taylor《科學管理原則》（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一

書中，指出工作設計是工作再造的重要事項，工作再造包括下列 3 個事項： 

i. 工作的物理條件：工廠的配備、工具設計、流程設計與產品設計。 

ii. 生產量的計畫與控制：運作方法、統計流程的控制。 

iii. 流程與結果的精密評估：工作測量。 

工作再造亦包含以下改進工作的作法，包括工作輪調、工作擴大化、工作

豐富化及改善工作關係，分述如下： 

i. 工作輪調：藉由員工在同一部門或不同部門之間職位的輪調，訓練員工熟悉

不同部門業務的改進工作方式。 

ii. 工作擴大化：指增加水平式的工作負擔，以提升員工多樣化的技術，增加員

工多元化的工作經驗及循環時間，使員工完成整組的工作。 

iii. 工作豐富化：在層級節制體系內，以垂直方式設計工作的分擔，包括賦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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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較大的責任、自主性、裁量空間，及彈性工時等，使員工對其工作有更大

的參與，可以控制工作的規劃與評估等。 

iv. 工作關係：主要係改善包括員工對其工作活動、工作的顧客等的關係。 

4. 管理的變革（managerial methods of change） 

管理者除前述變革管理的方法，還可藉由兩種行動的輔助來達到變革的目的，

一為報酬系統的使用；次為勞工及管理者的合作（labor－management cope- ration），

茲分別說明如下： 

(1). 就激勵、報酬與變革而言 

激勵理論中之內容學派，基於人會受到需求的激勵而以特定的行動方式回

應，這個學派的代表人物有 Maslow 的需要層次理論（Hierarchy of Needs Theory）

及 Herzberg 的激勵保健理論（Motivatio－Hygiene Theory）。另一方面，激勵

的過程理論假定人們可以對於其行為作有意識的決定，如公平理論與期望理論，

公平理論認為人在社會關係上，需要公平與正義的對待；而期望理論主張人員

之所以受激勵是因為對結果有所期待而造成的。不論內容或過程學派，皆主張

藉由報酬系統的建立，人員受到精神的激勵、金錢的給付等，而願意對組織承

諾；而投入變革活動之中。 

(2). 就勞工－管理者的合作而言 

建立勞工參與工會及公司（組織）核心決策的管道，由工會與公司共同來

達成契約，可以提高員工的士氣、解決生產和工作技術上的問題、發展訓練的

方案、提升員工的創造力、對工作場所的改善、達到高品質產品的目標、提高

效率及降低不必要的缺席率。 

承前，學者將變革管理的種類或方法分為結構、人員、技術及管理變革，本研究

探討公務人員退休制度的變革，若將我國各級政府視為一組織，公務人員係此組織的

成員，則本次對公務人員退休制度的變革或可歸類為管理變革中；對重要人事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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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 

但若依筆者之見應直接另歸一類：「組織制度的變革」，何故？因「制度」可包

含工作或職權制度（結構的變革）、教育訓練制度（人員的變革）、方法流程制度（技

術的變革）及獎酬制度（管理的變革），換言之，制度方面的變革可能具前述四類變

革之任一性質，但無論前述哪一類變革皆無法全面涵括及說明「組織制度的變革」，

所以，筆者將「組織制度的變革」定義為：「改變現行組織制度（例如本研究所關注

之退休金給付制度等），以增進組織績效或整體競爭能力之作為」。 

一般而言，組織變革會引起相關人員的抗拒，其原因可歸納為安全的需求、習慣、

誤解、可能的經濟損失、沉入的成本、權力的平衡、控制的怨恨及可能的社會損失，

基於前述抗拒的原因，學者提出減少變革抗拒的方法：「讓員工參與意見、彼此之間

的溝通、增加員工認同與支持、針對員工加強教育訓練、增加對管理者的信任、採取

物質與精神獎勵方式、採取諮商方式、採取循序漸進方式、變革的績效標準應合理可

行及應用諮詢分析方式」（吳定，轉引自詹中原，2007：4）。 

就本研究而言，公務人員就本次變革抗拒可能係因「安全穩定的需求及退休所得

之損失」；政府相應用來降低人員抗拒的方法可能為「銓敘部舉辦的說明會」（讓公

務人員參與意見、彼此之間的溝通）及「改革方案中的過渡期規定」（循序漸進方式）

或經了解公務人員想法後，加以改進，推出較妥適之方案等。 

(四) 組織變革成功的因素 

接前述，倘僅係抗拒組織變革的因素減少或被化解，尚不能確保變革一定成功，

為能使組織變革成功，學者提出五個變革成功的因素，分述如下：（Daft，李再長

譯；簡芳忠，轉引自詹中原，2007：5-6）。 

1.想法（Idea） 

組織成員對組織之結構、人員、技術等面向產生新的發想，成為組織變革之

起始點，累積足夠的想法，作為組織變革規劃之基礎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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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需求（Need） 

實際與期望績效產生差距，就會產生組織變革的需求。就公務人員退休制度

而言，當內有退撫基金財務遭遇破產壓力；對外又有社會大眾或媒體對公務人員

退休制度改革之期望，兩者導致對本次變革產生極大之需求。 

3.採用（Adoption） 

組織的決策者接受建議或想法並採用時；就會產生變革。依本研究而言，銓

敘部退撫司接受了發動變革的建議，將之擬定成 2013 年公務人員退休改革規劃

方案，依其意旨修訂相關法律草案；於未來送立法院審查，即完成採用程序。 

4.執行（Implementation） 

組織成員採用新想法或技術時，變革執行就會產生。本次變革中，相關法令

如經修正；並完成立法程序三讀通過公布施行，變革即可謂執行。 

5.資源（Resources） 

變革需要資源來支援，並需要時間來觀察，就一般組織而言，其資源可能包

括人力、物力及財力等，人力的資源中最重要的可視為組織成員對變革方案之支

持度，組織中對變革的支持度越高，變革理應越容易成功。 

(五) 公共組織變革及其成功的因素 

從某種狀態轉變到另一種狀態的自然改變，可能對組織有利或不利，組織對這

樣的變革管理運用在政府體制上，即可稱為公共組織變革。因為公部門及私部門背

景、文化等的不同，例如：將國營企業民營化、委託民間辦理、政府組織行政法人

化等（詹中原，2007：9），這些態樣都是私部門所不會出現的組織變革，可見公共

組織的變革雖然基本原則同於一般民間企業組織；但還是有諸多不同之處。本段參

考學者見解，說明公共組織變革之內涵及其成功的因素。 

1.公共組織變革的內涵 

綜合前述變革模型，組織面臨環境的改變、瞭解到變革之需要或為增進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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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劃定變革願景時，組織必須透過單方面或各層面的調適措施以為因應，變革

就會產生。透過對公共組織結構、人員、技術、管理或制度的改變，進而影響公

共組織成員的態度、增進組織績效或革除組織弊病等，最終係為達成公共組織目

標，質言之，也就是政府整體施政目標。 

依本研究而言，本次公務人員退休制度變革為我國公部門制度上之變革，目

的是希望藉由修正公務人員退休法制，達成公務人員退休年齡及所得之合理化及

健全退撫基金財務等政策目的，也進一步回應社會大眾對這方面的訴求。 

2.公共組織變革成功的因素 

公部門的變革成功，參考學者見解需要具備以下八因素（吳英明、張其錄，

轉引自詹中原，2007：10）： 

(1). 肯認變革的需要，引領員工齊心投入。 

(2). 構思變革的方案，俾使變革有效的執行。 

(3). 營造內部的支持，藉以提供廣泛變革行動的機會。 

(4). 贏取上級的支持，進而全心投入與關切變革行動的機會。 

(5). 締結外部的支持，贏取民間社會的共襄盛舉，政治監督機關的鼎力支持。 

(6). 重新部屬稀少的組織資源，誘引協力組織的資源投入，共赴嶄新的營運與

作為。 

(7). 組織變革的永續經營，強化職司的執行力，要求員工除了變革相關任務外，

也要將變革作為納入例行工作項目中，與之同時並進，協調運轉，以免有

所偏廢。 

(8). 追求全局的變革，務使組織各個支系統之間協力合作，攜手邁進組織變革

的航程。 

就本次公務人員退休制度變革而言，筆者認為，首重肯認變革的需要、營造內部

的支持、贏取上級的支持、締結外部的支持及追求全局的變革五項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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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在組織內部成員中不管上、中、下階層都要有因為社會經濟環境的改變

而需要變革的認知及共識，有了變革需要後，再利用多場的座談會等方式來尋求公務

人員等政策利害關係族群對改革方案的支持，其版本也必須符合社會大眾及立法機關

的期望和支持，變革的標的是公務人員的退休制度，其涵括層面並不僅限於在職人員；

更包含未來新進人員及已退人員各作不同程度之改革，以追求全局的變革。 

三、 信賴保護原則 

以下從信賴保護原則在我國之發展歷程、其構成要件、信賴保護之方法分述如下： 

(一) 信賴保護原則在我國之發展 

參考學者翁岳生見解，我國信賴保護原則之發展趨勢可簡述如下（翁岳生，2011：

13-14）： 

按大法官解釋第 525 號解釋文意旨，法治國或法治主義為憲法基本原則之一，

法治國首重人民權利之維護、法秩序之安定及誠信原則之遵守。人民對公權力行使

之結果所生之合理信賴，法律自應予以適當保護，這就是信賴保護之法理基礎。大

法官於 1994 年 8 月 29 日通過之釋字第 362 號解釋首度援引而謂：「對於前婚姻關

係已因判決而消滅，第三人本於善意且無過失，信賴該判決因而與前婚姻之一方相

婚者，究與一般重婚有異，依信賴保護原則，該後婚姻之效力，仍應予以維持」。

此一判決將法治國行政法早已盛行之法理作為解釋之依據。 

後於 2001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的行政程序法第 8 條規定，行政行為應保護人民

正當合理之信賴，為行政法上一般法律原則之一，並於行政處分一章中，對行政處

分受益人之信賴保護於行政處分之撤銷或廢止中分別妥為規定，不久，大法官更進

一步將信賴保護原則擴大適用於法規之廢止或修正方面。 

釋字第 525 號解釋中，大法官認為：「行政法規公布施行後，制訂或發布法規

之機關，依法定程序予以修改或廢止時，應兼顧規範對象信賴利益之保護。除法規

預先訂有施行期間或因情勢變遷而停止適用，不生信賴保護問題外，其因公益之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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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廢止法規或修正內容，致人民客觀上具體表現其因信賴而生之實體法上之利益受

損害，應採取合理之補救措施，或訂定過渡時期之條款，俾減輕損失，方符合憲法

保護人民權利之意旨」。自此之後，信賴保護已從行政法提升為憲法上人權保障之

重要原則，並從行政處分之問題轉變成主要法規變動時信賴保護之爭議，以後一係

列有關信賴保護原則之解釋，如釋字第 529、547、574、577、580、589、605、620、

629 等，皆證明此一發展趨勢。 

(二) 信賴保護之構成要件 

本段主要參考學者黃俊杰（2010）見解，從大法官解釋、法令及判例中對信賴

保護之構成要件加以說明。人民主張其具有值得保護之信賴，最高法院指出，至少

應具備下列構成要件：一、信賴基礎：行政機關必須要有一個表示國家意思於外之

外觀，具有法效性之決策或事實行為之存在，此即須令人民有信賴之行政行為；二、

信賴表現：須人民因信賴前述行政行為而為具體之行為表現，致產生法律上之變動，

且信賴基礎與表現間有因果關係；三、信賴值得保護：人民的信賴係基於善意，例

如，於授益處分當事人無行政程序法第 119 條各款情形之一者。現將信賴保護之三

構成要件，詳述如下（黃俊杰，2010：51-55）。 

1.信賴基礎 

如前述，信賴基礎意謂國家有一個具法效性決策或事實行為之存在，依釋字

第 525 號，信賴保護原則攸關憲法上人民權利之保障，公權力行使涉及人民信賴

利益而有保護之必要者，不限於受益行政處分之撤銷或廢止，行政法規之廢止或

變更亦有其適用。 

因此，信賴基礎之類型，包括：(一)抽象信賴基礎，例如法律、法規命令、

行政規則等，其所規範的對象非特定人員；(二)具體信賴基礎，例如行政處分等，

所規範的對象係特定人員。實務上，信賴保護基礎涵蓋之對象，包括行政機關之

受益處分、解釋函令及其他行政行為、確定判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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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行政機關未為任何行政行為，行政機關即無於其後為變更之標的，且人民

亦無從據以產生信賴而安排具體生活關係或經濟活動，自亦無主張信賴保護原則

之適用可言。 

2.信賴表現 

依行政程序法第 8 條規定：「行政行為，應以誠實信用之方法為之，並應保

護人民正當合理之信賴」。原則上，須該人民客觀上具體表現其因信賴而生之實

體法利益受損害，故有實務見解指出，信賴保護之標的必以受處分人實體法上之

「利益」為限；若為實體法上之「不利益」，自非信賴保護原則所保護之標的。 

此外，人民因信賴之法規廢止或修改前，依強制規定而取得之實體法上地位

有受不利之影響時，自亦應同時受保護。因此，當在法規施行而產生信賴基礎之

存續期間內，受規範之對象，對構成信賴要件之事實，有客觀上具體表現之行為，

且為值得保護之利益者，即應受信賴保護原則之保障。換言之，人民基於信賴基

礎所形成之信賴，實際開始規劃其生活或財產之變動，並付諸實施，此等表現在

外之實施行為，即為「信賴表現」。 

例如 1999 年公務人員俸給法施行細則（新法令）規定，使公務人員原任聘

用人員年資，依 1995 年及 1998 年施行細則（舊法令）規定，得按年提敘俸級至

年功俸最高級者，改為僅得提敘至本俸最高級為止。釋字第 605 號指出，人民如

信賴舊法規之規定，而於新法規修正前應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並筆試及格，開始

接受實務訓練，預期「於取得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而實任公務人員職務時，依新法

規修正前之規定申請並取得提敘年資之權益，因客觀上可以合理期待其實現，故

非不得主張信賴保護」。至於人民如於新法規修正後，始為取得公務人員任用資

格或報名參加考試，並無主張信賴保護之餘地。 

3.信賴值得保護 

信賴值得保護的分類依學者之見，約可從法律及實務規範、權益受害者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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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否及客觀上值得保護三方面論述，現分別說明如下： 

(1). 法律及實務規範 

依行政程序法第 119 條及訴願法第 80 條第 2 項規定，行政處分受益人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其信賴不值得保護： 

i. 以詐欺、脅迫或賄賂方法，使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者。 

ii. 對重要事項提供不正確資料或為不完全陳述，致使行政機關依該資料或陳

述而作成行政處分者。 

iii. 明知行政處分違法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者。 

前述的立法內容係以「消極的規範設計」，排除人民主張正當合理之信賴

範圍，亦隱含信賴保護之限制類型。另訴願法第 80 條第 1 項規定：「提起訴

願因逾法定期間而為不受理決定時，原行政處分顯屬違法或不當者，原行政處

分機關或其上級機關得依職權撤銷或變更之。但有其撤銷或變更對公益有重大

危害者或行政處分受益人之信賴利益顯然較行政處分撤銷或變更所欲維護之

公益更值得保護者之情形時，不得為之。」這段規定係以「積極的規範設計」

方式，表明人民正當合理之信賴，並限制行政處分職權撤銷或變更之範圍。14

此也含有「法益衡量」的觀念，釋字第 589 號就指出：「信賴是否值得保護，

須衡酌法秩序變動所追求之政策目的、國家財政負擔能力等公益因素及信賴利

益之輕重、信賴利益所依據基礎法規所表現之意義與價值等而作判斷」，即謂

在綜合考量所有利害得失、公私益權衡下，政府等有權機關作出損害最小或利

益最大的決定或裁判。筆者認為「法益衡量」是信賴保護原則取捨作為的最重

要核心價值。 

就實務面而言，依釋字第 605 號，關於行政法規之廢止或變更，人民依舊

                                                      
14 行政法院 83 年判字第 151 號就訴願法第 80 條第 1 項另有反面解釋之裁判，即若

撤銷授予利益違法行政處分所欲維護之公益顯然大於受益人之信賴利益者，該機

關仍得為撤銷全部或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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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預期可以取得之利益並非一律可以主張信賴保護，仍須視該期望可以取得

之利益，依舊法規所必須具備之重要要件是否已經具備；尚未具備之要件是否

客觀上可以合理期待其實現或經當事人繼續施以主觀之努力，該要件有實現之

可能等因素決定是否有信賴保護之適用。 

另釋字第 525 號陳明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生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經廢

止或變更之法規有重大明顯違反上位規範情形者、相關法規是因主張權益受害

者以不正當方式或提供不正確資料而發布，其信賴顯有瑕疵不值得保護者、純

屬法規適用對象主觀之願望或期待而未有表現已生信賴之事實者、行政法規預

先定有施行期間或經有權機關認定係因情事變遷而停止適用。就純屬願望期待

而言，因任何法規皆非永久不能改變，法規未來可能修改或廢止，受規範之對

象並非毫無預見，故必須有客觀上具體表現之行為，才值得保護。就此點又可

看出是否有「信賴表現」亦是實務上決定信賴是否值得保護的考慮因素。 

(2). 權益受害者善意與否 

就法律上而言，善意就是「非明知」也就是「不知」。以下舉大法官有關

婚姻關係釋字為例，釋字第 362 號指出：「如前婚姻關係已因確定判決而消滅，

第三人本於善意且無過失，信賴該判決而與前婚姻之一方相婚者，雖該判決嗣

後又經變更，致後婚姻成為重婚；究與一般重婚之情形有異，依信賴保護原則，

該後婚姻之效力，仍應予以維持」。 

關於前述婚姻關係涉及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釋字第 552 號另有補充：「婚

姻涉及身分關係之變更，攸關公共利益（影響整個社會的人際關係），後婚姻

之當事人就前婚姻關係消滅之信賴應為較嚴格之要求，僅重婚相對人之善意且

無過失，尚不足以維持後婚姻之效力，故須嚴格要求須重婚之雙方當事人均為

善意且無過失時，後婚姻之效力始能維持」。由此觀之，主張信賴保護之當事

人是否為「善意」？還是明知觸犯相關規定仍然為之？也是信賴值不值得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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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審酌要點。 

(3). 客觀上值得保護 

依最高法院 99 判 40 指出，信賴在客觀上值得保護，係主張信賴保護之構

成要件；反面解釋，若客觀上不值得保護，則不得主張信賴保護原則。例如最

高法院 99 判 33 曾作出以下判決：「系爭專利核准是依專利法第 104 條規定申

請新型專利，惟若說明書或圖式，不載明實施必要之事項，或記載不必要之事

項，使實施為不可能或困難者，專利專責機關應依職權撤銷其新型專利權，並

限期追繳證書，無法追繳者，應公告證書作廢」。簡而言之，雖然當事人已經

申請新型專利，但其說明書或圖式並未詳盡說明專利的內容、製程等必要事項，

使實施為不可能或困難，專利專責機關還是能撤銷其專利權，為依法行政之法

定職責，不生信賴保護之問題。 

另前述釋字第 525 號所提及之「純屬願望期待而未有表現不生信賴表現原

則之適用」，也是就個案客觀之事實，認定其是否僅是權益損害者的願望或期

待而無實質信賴表現，致客觀上不值得信賴保護。復引最高法院 99 判 40 指出，

依釋字第 280 號：「…優惠存款每月所生利息，如不能維持退休人員之基本生

活，其優惠存款自不應一律停止。」即若能在保障一定生活條件之前提下，優

惠存款即有可取消或減少金額之可能。另參釋字第 485 號：「鑒於國家資源有

限，有關社會政策之立法，必須考量國家之經濟及財政狀況…亦應力求與受益

人之基本需求相當，不得超過達成目的所需必要限度…。」從而可知，依前述

釋字意旨，社會福利措施也必須以維持基本生活所需為限，此處以「是否係維

持生活所需」來審酌相對關係人利益客觀上是否值得保護。 

(三) 信賴保護方法 

一般而言，行政機關在審酌前述三構成要件後，確定信賴保護成立，再決定對

受權益損害人主張的信賴保護利益應採行之處置方式。對於人民之信賴利益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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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有下列三種方式（馮惠平，2013a：29-30）： 

1.存續保護 

經法益衡量後，維護人民的信賴保護利益顯然較公益為重要時，不論現存法

律狀態是否合法，以維持人民信賴的法律狀態為作法，亦即維持原來之信賴基礎。

目的在維持原國家行為以保護原來的法秩序及個人利益。選擇此種保護方式係鑒

於法益衡量及法秩序安定之重要，多為維持國家現有的行政行為，例如授與國籍、

發給營業執照等。 

2.財產保護 

若為維護之公益較私益為重要時，用新的國家行為破壞原來的信賴基礎，但

給予適當的財產補償。即在考量廢棄原國家行為所生的公益大於維持之信賴利益

時，乃不得不建立新的國家行為，且為兼顧相對人的私益，以財產補償相對人所

受之損失。採取此種保護方式者，以信賴利益具有財產性質為宜。例如，行政程

序法第 120、126 條分別對授予利益之違法行政處分的撤銷及合法行政處分的廢

止，給予合理之補償。 

3.其他保護 

法律一旦發生變動，除有溯及適用的特別規定外，原則上係自法律公布生效

日起，向後發生效力。惟人類生活有連續性，因此，若新法無溯及效力，對人民

依舊法所建立之生活秩序，難免發生影響。對於人民既存的有利法律地位，立法

者在不違反法律平等適用的原則下，固有決定是否予以維持及如何維持之自由形

成空間；惟如人民依該舊法已取得的權益及因此所生之合理信賴，因該法律修正

而向將來受不利益影響，根據信賴保護原則有保護之必要者，立法者即有義務另

定特別規定，以限制新法於生效後之適用範圍。例如訂定過渡條款、補救措施或

實際利益之填補等（黃俊杰，2010：56-59）。 

例如：釋字第 529 號，金馬地區役齡男子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實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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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992 年 11 月 7 日因戰地政務終止而廢止時，該地區役齡男子如已符合該辦法

之要件者，既得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按諸信賴保護原則，對於尚未及申請檢

定之人，自不應其是否年滿 18 歲而影響其權益，主管機關廢止該辦法時，應採

取合理之補救措施或訂定過渡條款。 

實際利益之填補部分，依釋字第 589 號，第三屆監察委員開始任職時，1985

年 12 月 11 日修正公布「政務官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尚無日落條款的規定，該

條例於監察委員任職後 1999 年 6 月 30 日改名為「政務人員退職酬勞金給與條

例」時，始有施行期間之增訂（本條例自修正公布起 1 年 6 個月失其效力）。為

改革政務人員退職制度，於 2004 年 1 月 7 日另制定公布「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

例」，依該規定政務人員退撫給與，以一次發給為限，不再有月退職酬勞金之規

定。雖然依新退職撫卹條例、施行細則與銓敘部函釋，得選擇支領月退休金（過

渡條款）；惟實際上依新法所領之月退休金較舊給與條例所領之月退職酬勞金因

計算之基準不同，兩者數額相差甚鉅，故前述過渡條款之規定，尚非合理之補救

措施，與憲法上信賴保護原則不符，即並未填補實際差額之利益。 

信賴保護之成立，須審酌三大構成要件：「信賴基礎、信賴表現、信賴值得保護」，

三者缺一不可。以本次公務人員退休制度變革來討論，退休相關法規的修改，致公務

人員產生「延退、少領、多繳」之利益損失，是否能主張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分析

如下。 

就信賴基礎而言，公務人員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任用，經銓敘部審定合格實授，依

公務人員俸給法支俸給，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等相關法令辦理退休並領取退休金給付，

前述法令或政府之行政行為即為具法效性之信賴基礎，彰明較著。 

再者，若論信賴表現，就較前者複雜的多。就公務人員支領退休金等利益之信賴

保護而言，何謂信賴表現？按銓敘部座談會簡報（銓敘部，2013b：53）引釋字 525 號：

「任何行政法規皆不能預期其永久實施，受規範對象須已在因法規施行而產生信賴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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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之存續期間，對構成信賴要件之事實，有客觀上具體表現之行為，始受信賴之保護；

未有客觀上具體表現之行為者，不在保護範圍。」簡言之，銓敘部認為，本次變革中

因法令修改造成公務人員利益之損失，不得主張信賴保護的原因之一係公務人員未有

客觀上之具體表現（退休行為未發生）。惟筆者認為此點有爭議，蓋因目前改革方案

並無就已退休人員排除適用，且筆者以為，就被改革的族群而言（公務人員）可能大

多數皆會認為「經合格實授為職員時」就已經有「信賴表現」，何故？舉例而言，一

位月薪 5 萬的土木工程師，考取高考月薪僅 4 萬多；但受誘於公務人員退休制度規劃

較良善等因素，放棄原工作，進而投身公門，此人因信賴相關退休法令規範之存續，

而作出改變原生活之規劃，已經具有立基在信賴基礎上之信賴表現，若將信賴表現之

成立向後推 25 年（任職 25 年後始得自願退休），似乎就保障人民之信賴利益而言太

過苛刻。 

最後，就信賴是否值得保護部分，公務人員就退休制度所得之利益，尚不會有行

政程序法第 119 條或訴願法第 80 條第 2 項規定（同第 34 頁說明），有關信賴不值得

保護之情形。另按銓敘部座談會簡報（銓敘部，2013b：53）復引釋字 525 號：「法規

因情事變遷而停止適用，不生信賴保護問題」、「因公益之必要廢止法規或修改內容

致人民客觀上具體表現其因信賴而生之實體法上利益受損害，應採取合理之補救措施，

或訂定合理過渡期間之條款…」等，此段有兩重點，其一銓敘部認為因「情事變遷」

之修法「不生信賴保護問題」（無信賴保護原則適用），其二「因信賴而受之利益損

害，應合理補救或訂定過渡條款」（有信賴保護原則適用才須補救），銓敘部的本意

推測應為因大環境改變等「情事變遷」才須修法，雖然修法損及公務人員利益但「訂

有過度條款」等，惟如上所陳明，前後兩段說明是矛盾的。申言之，其討論的爭點並

不在「情勢變遷」，因其為「不確定法律概念」，抽象、不具體，無法定義何種情勢

變遷（國民所得倒退、景氣燈號等）與公務人員退休制度須要改革；有直接或間接關

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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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公務人員因法令修改所損失之利益絕對有信賴保護原則的適用，但此非

謂公務人員退休制度相關法令絕對不能修改，惟應在考量信賴保護原則的核心價值－

「法益衡量」下，將「政府的政策目的或財政負擔等公益項目」與「公務人員因退休

制度改革所生之利益損失」作出權衡，作出利益最大或損害最小的決定，但是，絕對

不能因為政治力的介入，只是將不同背景族群作所得拉平。 

四、 平等原則 

古諺有云：「不患寡而患不均」。可見平等意識自古深植人心。傳統上平等原則

所重視的是負擔之平等，例如稅租或服兵役等的相同。但隨著多元利益及給付行政的

發達，在法律規定或行政機關的行政措施中出現許多針對特定人或群體之優惠性措施，

此類優惠性措施並非適用於所有人身上，而是僅限於符合一定資格之人或群體，因而

引發資源分配是否公平之疑慮（蕭文生，2009：47-48）。本段從平等原則的基礎、內

涵及與給付行政之關係分述如下： 

(一) 平等原則的基礎 

在希臘哲學中，正義觀念代表人類秩序的一個最高準則，且是一切法律秩序的

基礎。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以平等為正義的核心，並將正義分為平均正義與分配正

義。平均正義是指天生不同，但置於同等地位的給付與對待的絕對平等；而分配正

義是指依評價、能力、需要來分配權利義務，乃合乎比例關係的平等，此乃依個人

差異而予以公平相異的處置（吳庚，轉引自蔡明華，2010：47）。 

至 17 世紀的啟蒙時代，及 18 與 19 世紀的民主思想崛起時期，平等原則之特

質是人民要求於國家權力前或法律前一律平等，而 1776 年美國獨立宣言及 1789 年

法國大革命人權宣言，對平等思想的落實，在要求對國家意思形成的參與，並強調

特權的禁止（城仲模、李惠宗，轉引自蔡明華，2010：48）。 

許多法學家認為平等的原則即是正義。正義意謂要相同事物有相同處理；不同

事物有不同處理，但正義並未表明，誰應平等或不同及如何對待。至 20 世紀 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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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wls 從正義即公平出發，創造出正義兩原則，補充正義（平等）之內涵（Rawls、

吳庚，轉引自蔡明華，2010：49-50）： 

1.第一原則（自由權平等原則） 

每一個人都有平等的權利，在相當完備的體系中，享有各種平等的基本自由

權，而且與他人在同一體系所享有的自由權並行不悖。 

2.第二原則（社會及經濟的不平等必須滿足條件）： 

(1). 機會均等原則：各種職位及地位必須在公平的機會均等條件下，對所有的

人開放。 

(2). 差異原則：使社會中處境最不利的成員獲得最大的利益。 

前述機會均等原則優先於差異原則，即如在不均等的機會中，才有必要去提高

那些機會較少者之機會或利益。Rawls 的觀點係每個人自由權的享有是平等的；在

社會上獲取所有（得）之機會是相等又開放的；則若有人得不到相等或開放的機會

時，就必須給予差異待遇，以為公平。 

相較於前述觀點，唯心論學者 Hegel 認為平等是抽象的人身的平等，即人格的

平等，如涉及到分配的問題時，是沒有絕對的平等，而容許「差異性」的存在，只

要求每個所有來源上是平等的，如堅持分配的絕對平等，反而是不法的（范揚、張

企泰譯，轉引自蔡明華，2010：50-51）。本文參考 Rawls 觀點，認為平等的基礎即

為在符合正義兩原則下，作出相同分配或差別待遇。 

(二) 平等原則的內涵 

憲法上關於平等的意義可分為形式上與實質上的意義， 平等就文義而言，係指

人的價值與地位皆無差等，即形式上之平等；現代福利國家之平等思想，乃基於分

配正義之理念，主張實質的平等，因現實中各人的能力、財產及其他種種社會條件，

皆存有差異，倘無視此種事實而皆要求形式上的平等；勢必造成差異更大，反而無

法得到真正的平等（城仲模、李惠宗，轉引自蔡明華，20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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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一般平等原則的意涵，迄今影響深遠的論述來自 Gerhard Leibholz 所提出

的「法律之前的平等」。其指出任何法秩序都意謂著區分，也就是不平等。即假使

將平等原則理解為對所有事物應作相同的處理，在必須作區分的法秩序裡，平等原

則將喪失其意義。比較可行的解釋是，將平等原則理解為「應確定不平等的條件」，

所以，平等原則本身並不能創設正義，惟其能阻止「恣意」，即將平等原則理解為

禁止恣意（陳愛娥，2007：269）。 

禁止恣意公式可解釋為：「平等原則禁止對本質上相同者作不同的處理，而非

禁止對本質上不同者相應其既存的差異作不同的處理。假使就差別或相同規定，不

可發現一合理基於事物本質或其他事理上可理解的理由的話，則可認定此等規定為

恣意，即牴觸平等原則」。Hans D. Jarass 就禁止恣意公式作出新的補充，「首先，

區分（差別待遇）必須適於達成其擬追求的目標（適當性）；其次，必須不存在負

擔較輕微的區分可能性（選擇的區分應是對人民影響最輕微的），並藉由差別待遇

導致的不利益不應超過正當化差別待遇所致之利益；最後，差別待遇（手段）與正

當化的理由（目的）必須符合比例（狹義比例性）」。可見，平等原則的審查內涵

除禁止恣意外亦須審查符合比例原則與否（陳愛娥，2007：269-271）。 

另依釋字第 648 號理由書：「行政機關在法律授權範圍內，於法規命令在一定

條件下採取差別待遇措施，如其規定目的正當，且所採取分類標準及差別待遇之手

段與目的之達成，具有合理之關聯性，其選擇即非恣意，而與平等原則無違」。此

處可看出行政機關須在法律授權內（法律保留），才能以法令作出差別待遇，除須

符合比例原則外，手段與目的間更須具有關聯性。 

法律保留原則與公益條款有密切關係，即涉及人民基本權利的限制（差別待遇）

所為達成的目的係為達成公益；其達成之手段必須經由立法程序來確定。用法律保

留來限制人民基本權利，源自法國人權宣言第 4 條的法律保留原則，承認人民的基

本權利是一個本無限制的自由權利，只有在為了公益，才會例外的被立法者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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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只有經過立法者同意並形諸法律後，國家才可以限制人民權利（蔡明華，2010：

55）。綜上，平等原則在行政上的內涵大致可論述為：「禁止恣意的差別待遇，惟

為達成公益的目的，在法律保留下，其達成手段與目的符合比例原則及合理關聯，

才能有差別待遇的適用；此種差別待遇也才符合平等原則」。 

(三) 給付行政與平等原則 

國家為了不同的目的及各種經濟政策，提供私人一定財產價值之利益，可稱為

經濟補助（Subvention），為給付行政之一種。常見的經濟補助以國家基於對抗失

業為目的，透過經濟補助拯救一個瀕臨破產的特定事業，惟在一個競爭社會中，國

家對個別企業的補助也會影響到同業競爭力的問題，因而肇致其他未被補助企業平

等權之危害（蕭文生，2009：32）。 

如前述，國家以有限資源來達到特定目標（公益目的），基於平等原則，如所

有企業皆可因補助達成降低失業率之目標，理應所有企業皆有權要求相同補助；惟

若這句話是肯定的，則國家可能的支出將會是無法想像的。所以，國家的整體措施

常藉由衡量所有公共利益下具優先性的目標，而作適當的分配。相較於干預行政，

國家的財政利益以及執行法律的簡便性不得成為合法化國家侵害行為的理由；給付

行政中，隨著給付項目的不斷發達、擴張，國家的財力及支付能力逐漸在行政領域

中成為一項須考量的要素，其亦可作為平等原則中可差別待遇的正當理由，也就是

說，國家在提供給付時，國家所欲達成之目的必須與其付出費用相互考量（蕭文生，

2009：33-34）。 

國家在分配經費時，享有廣泛的判斷空間，決定將經費投注於最符合公益、最

能有效達成目的之處，最大的核心問題在於個人僅在國家行政違反平等原則而「同

時侵害其受基本權利保護的法益時」，才得主張平等原則（蕭文生，2009：34）。 

如論及本次公務人員退休制度與勞工退休制度比較，國家之經費有限，公務人員

之退休金預算雖係為公益編列（為順利運作國家機器之人事經費），但如逐年增長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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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影響整體預算分配，造成預算間之排擠效應。惟會否因公務人員退休金之增加或減

少；而導致勞工退休金之減少或增加，筆者認為，這兩者間應無關聯，蓋因公務人員

之雇主為國家；勞工之雇主為企業，其依據之退休法令、退休基金之籌備等，皆屬不

同系統，不應混淆。 

依平等原則之基本觀念：「禁止對本質上相同者作不同的處理，而非禁止對本質

上不同者相應其既存的差異作不同的處理」。依筆者之見：「公務人員之退休金係國

家為達成公益目的所為之給付，其類似勞雇之契約關係，與一般給付行政不同，但若

給付逐年攀高，的確會影響國家整體預算分配；惟實與勞工之退休金給付無涉。在所

有條件均不同的情況下，除非公務人員退休金之發放侵害勞工基本權利保護之法益

（如退休金之財產權）時，才有平等原則之適用，否則兩者間之關係應與平等原則無

涉」。 

第四節  研究範圍、流程及章節安排 

所謂：「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在作研究前，必先將本研究之範圍、研究流程

及各章節之內容，作一概要說明，利讀者能於本節先作預覽。本節茲就研究範圍、研

究流程及章節安排分述如下： 

壹、 研究範圍 

本研究探討公務人員對 2013 年退休制度變革之看法。所稱公務人員指依公務人

員任用法任用，經銓敘部審定合格實授，且均參加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之公務人員，

於退休時，依公務人員退休法、退休公務人員一次退休金與養老給付優惠存款辦法等

規定領取退休金給付，不包含教師及軍人。 

個案研究的對象為交通部現職公務人員，依官等分為簡、薦、委三類；依年資分

為符合自願退休條件或符合並可支領月退休金與否二類；依工作內容分為主管及非主

管職二類。探討其對 2013 年公務人員退休制度變革之認知、態度、評價，及對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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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影響之看法等，期藉由本個案研究，對整體公務人員之看法有一定程度認識。 

貳、 研究流程 

先依研究動機及目的，初擬研究主題，待蒐集相關研究及文獻資料後；確立主題

與內容，並慎選研究對象，採參與觀察法及深度訪談法進行田野調查，將所得資料紀

錄、分類及整理並探討及分析研究結果，歸納出結論並對我國公務人員退休制度之變

革提出建議。本研究流程如圖 1-4。 

參、 章節安排 

本研究分五章，本章「緒論」先就本研究之動機與目的、概念與背景、問題與理

論、範圍界定、研究流程及章節安排逐一陳明。第二章「文獻探討」，蒐集本研究有

關之書籍期刊、論文著作、政府機關報告、出版品等，檢閱並參考其精隨，作為本研

究之基石，並將退休制度相關概念、本次變革內容等作一介紹。第三章「研究設計與

方法」，說明本研究之設計內容及採用之方法、研究對象及取樣、資料蒐集過程等。

第四章「資料分析與討論」，以參與觀察法及深度訪談法，獲得交通部現職人員對 2013

年擬進行的退休制度變革之認知、態度及評價等資料，並加以分析，兼探討不同背景

之人員是否會對變革產生不同的價值判斷或行為等。第五章「結論與建議」，歸納彙

整出所獲得之研究發現，期能經由本研究了解受政策影響之公務人員心態，讓退休制

度變革係在緩和、友善及配套措施完備之前提下進行，使年金制度不僅能永續發展，

本次變革也能更能讓公務人員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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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研究動機及目的
初擬研究主題

蒐集彙整

相關研究及文獻

確立

研究主題與內容

選取研究對象

進行田野調查

資料

紀錄、分類、整理

研究結果

探討及分析

結論與建議

 

 

 

 

 

 

 

 

 

 

 

 

 

 

 

 

 

 

 

 

 

 

 

 

 

 

 

 

 

圖 1- 4 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繪 

 

 

 

 

 



 

48 
 

 

 

 

 

 

 

 

 

 

 

 

 

 

 

 

 

 

 

 

 

 

 

 

 

 

 

 

 

 

 

 

 

 

 

 



 

49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知識是一種結構化的經驗與價值，讓我們能夠以過去的知識為基礎，整合及評估

新的經驗與資訊（孫本初，2010：711）。文獻回顧的目的，就是為了讓我們能夠瞭解

前人的經驗與成果，並作為未來從事相關領域研究的基礎（賴霖佑，2013：9）。本章

第一節先回顧與本研究相關之文獻，第二節接著介紹退休制度的基本學理，最後，再

縮小範圍於第三節介紹我國公務人員退休制度；其中包含本次改革之研析。藉由參閱

與本研究有關之文獻，充實本研究內容。 

第一節  相關文獻回顧 

我國公務人員退休制度，一直以來均有許多學者及研究生就各研究面向發表專題

文章或論文。筆者利用國家圖書館「期刊文獻資訊網」、「博碩士論文系統」搜尋公務

人員退休制度相關之文獻，綜整各篇之理論基礎、使用之研究途徑、研究方法，及得

到哪些研究結論、作出哪些建議，並試圖分析這些研究與本研究之關聯。本節將公務

人員退休制度相關文獻，略分為與退休制度內涵相關、與退休制度改革相關及與退撫

基金運作相關三類，分述如下：  

壹、 與退休制度內涵相關之研究 

沈佳慧（2007）從公務人員與勞工觀點研究我國退休金制度。以比較研究途徑探

討我國和世界各國退休金制度，包括國家退休金、職業退休金（含公務人員、勞工）

和個人退休金之差異，並認為我國公務人員與勞工退休金計畫有可借鏡先進各國之處。

以問卷調查研究方法探討公務人員與勞工對退休金制度之了解程度、滿意度，及相關

看法等，以不同觀點提供資訊。沈員研究結果發現：公務人員與勞工對退休金制度之

了解程度不足、對政府財務壓力知覺度不足、勞工較公務人員更有額外儲蓄或投資、

退休基金應加強管理與提升資訊揭露品質等。沈員之研究發現，諸如人員對退休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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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了解程度不足、公務人員收入單純、退撫基金應加強管理（提升績效）等，都與

本研究的訪談結果有類似之發現。 

陳中石（2005）對我國公務人員退休制度進行研究。以比較研究途徑、文獻分析

法探究國內外退休制度之良窳，並配合國情與社會經濟狀況，從實務面角度，探知我

國公務人員退休制度之問題，就當時的制度背景提出改進方法。主要建議如：刪除 55

歲退休加發 5 個基數之一次退休金、盡速調高提撥率、自願退休年齡自 55 歲每隔 3

年增加 1 歲至 60 歲為止、展期年金與減額年金制度、實施所得替代率最高限制、公

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由該領域專業人員產生。陳員當年所提建議，大部分已

於現行制度中運作。 

吳泰成（2008）從退休制度設計的觀點，提出六項影響設計的重要因素，如退休

制度相關學理、公務人員與國家關係之轉變、永業制常任文官之屬性、功績制原則之

落實、公務人員待遇之高低、國家社會安全體系之建構，供我國公務人員退休制度的

主管機關參考。 

貳、 與退休制度改革相關之研究 

陳光照（2008）立基於退休金制度及士氣理論，使用個案研究途徑、比較研究途

徑、文獻分析法及問卷調查法，以考試院現職公務人員為對象，作量化分析，研究當

時 85 退休新制修正草案對公務人員士氣之影響，得到九項研究結論，並提出：完整

配套措施及實施前充分宣導、鼓勵進修及規劃訓練、合理規範退撫基金提撥率、因應

高齡及少子化規劃第三代公務人員退休制度等四項建議。陳員研究主要探討改革對公

務人員士氣之影響，所以，其建議大部分係在改革的前題下；對員工方面提出配套措

施，激勵其工作表現，與本研究提出政策建議之目的係為讓政策推動順利兼顧保障公

務人員利益有些不同；惟陳員提出之「於實施前充分宣導」一項，與本研究建議有類

似之處。 

張麗玲（2008）另從士氣理論、公平理論、信賴保護原則與平等原則等理論，同



 

51 
 

樣使用個案、比較研究途徑，但以參與觀察法、深度訪談法及焦點團體訪談法作質化

研究，以高雄縣公務人員為例，研究公務人員退休所得之合理化。得到大部分公務人

員認為當年改革方案研議規劃過程草率、溝通宣導不足過度政治化、公務人員與民眾

對所得替代率高低看法分歧、改革方案對委任或非主管士氣影響較大、大部分公務人

員認為政府應承擔退休金支付責任等結論，他更從政策面、執行面、公務人員面提出

建議，政策面如建構多層次老年經濟保障模式、調高專業加給比例等；執行面如慎重

嚴謹研議規劃過程、資訊公開透明加強宣導等；公務人員面如提升服務績效、增加附

加價值等。張員研究與本研究同樣採質化研究法及個案研究途徑，探討公務人員對當

時改革方案之看法，其得到之結論，諸如規劃過程草率、宣導不足過度政治化、公務

人員與民眾看法分歧、對委任或非主管士氣影響較大等，都與本研究部分發現相似，

可見公務人員對此類改革方案之看法有連貫性。 

余玉麟（2007）研究公務人退休制度變革方案對組織承諾與離退意願之影響，以

個案研究途徑、實證研究途徑、問卷調查法及文獻分析法，取行政院所屬各單位中部

辦公室基層公務人員為母體，並以組織承諾相關理論為基礎作研究，探討各種背景變

項及人員對當時退休改革方案接受程度；對組織承諾及離退方式會產生之影響，得到

年齡較高者對變革方案接受度高、年齡較高組織承諾較高、退休制度變革方案接受程

度與組織承諾及離退意願之延後間，呈現顯著正相關等結論。余員研究亦呼應本研究

中發現高職等者（通常年紀較長）對諸如退休年齡延後、改革方案對人才加入之影響

等，會有較正面看法的研究發現。 

黃宣榕（2010）以行政院衛生署為例，對當時自願退休公務人員月退休金起支年

齡延後方案作預評估之研究，採用文獻分析法與深度訪談法，希望透過政策利害關係

者（標的人口、政策執行者）的觀點，探討公務人員對當時改革方案之實施背景、目

標、設計內涵之認知度、對改革方案的接受度及改革方案對退休行為的轉變等問題，

研析改革方案之可行性及可能帶來的衝擊或影響。黃員探討研究對象之前述問題，與



 

52 
 

本研究以交通部現職人員之認知、態度及評價分析為例；研究公務人員對本次變革之

看法，有同工之妙。他得到以下結論：公務人員對當時改革方案的看法（政策背景）

及了解程度，與銓敘部規劃之政策目標存有落差、領取月退休金的年齡延後有正反不

同看法、10 年過渡期措施大部份受訪者表示認同且合理等，黃員前述結論，與本研究

發現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延後無高度共識、大部分人員認為本次改革方案有信賴保護原

則適用之看法相同，他另提出有關政策行銷、宣導及公務人員權益適當安撫等建議。 

凌新福（2010）經比較研究途徑，以世界各國退休制度改革趨勢中，多元與選擇

的理念為主，介紹世界各國對於退休制度的重要改革趨勢，並加以評析，作為我國教

師退休制度改革之參考。黃鼎佑（2008）同樣以比較研究途徑，介紹歐盟各國目前的

改革方向與目標，再經個案研究途徑以奧地利為例，進一步詳細說明其具體之制度內

容及各項措施，經由跨國的比較研究，為共同的問題，提出許多不同的解決方案與利

弊分析，累積共同的經驗，省卻嘗試錯誤的痛苦。 

曾明發（2009）以歷史研究法探討我國公務人員退休制度之發展史，提出當年退

休制度上的困境及改革思辯，最後提出如退休基金提撥率不足、退休所得替代率偏高、

支領月退休金年齡太低等之問題及改善建議，其建議之內容多於本次改革方案中實踐。

石建華（2009）同樣以歷史研究途徑，研究公務人員退休制度之演進與現況及未來改

革方向之探討，並提出當年退休制度改革產生之影響。 

鍾秉正（2007）從老年安全談公務人員退休金改革、吳泰成（2007）以常任文官

之屬性及其退休制度應具功能作理論之探討；提出當年退休制度面臨之難題；最後提

出建議與期望。這些文獻內容的相關概念，酌取引用於本文。 

呂明泰（2008b）就公務人員退休法制改革的過程，提出應謹守的基本價值與所應

通權達變的改變措施，應守的價值包含：合乎公平正義、保障社會安全、永業化文官；

應變的措施包含：退休政策、退休準備金責任歸屬及退休給與機制。馮惠平（2013b）

從俸給結構與退休所得兩途徑探討公務人員退休制度改革，並在信賴保護原則適用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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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上提出意見，筆者雖非全然認同，但卻也提供筆者不同以往的思考邏輯。 

參、 與退撫基金運作相關之研究 

陳麗如（2003）以双層式現金餘額兼採確定提撥計劃為例，對公務人員退休制度

資產負債管理與退休所得替代率作模擬分析。採模式研究途徑、情境模擬分析法建構

出公務人員退撫基金之建議機制，建構之主要目的在於透過第一層現金餘額計劃之利

息給付機制降低退休基金利率風險；同時由第二層確定提撥計劃獲取額外退休所得，

使雇主與員工在双層式退休金計劃下，同時承擔投資風險，以降低基金利率風險並同

時滿足適當退休所得保障。 

廖讚豐（2009）從法制面去探討，研究我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制度與改

革，使用制度研究途徑、比較研究途徑、歷史研究法及文獻分析法，探討 84 年施行

改革新制後，經過時空環境變化，所面臨的問題，及當時主管機關針對這些問題，再

次研擬之改革方案對公務人員權益之影響，包括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等，最後提出對

退休制度、退撫基金之改進建議。 

王琁（2009）以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為例，研究退休基金管理人之責任，以法

制研究途徑、實證研究途徑及文獻分析法等研究途徑及方法，從法制面向，主要分析

我國退撫基金之監督機制、退撫基金之管理人介紹及退撫基金管理人責任等。 

王儷玲（2007）分析世界主要國家公務人員退休制度在改革上的相關經驗，給予

我國公務人員退休金制度在未來給付機制與基金管理改革上之參考依據，他提出在制

度與基金管理上之三項改變：改採確定提撥制、增加退休基金委外代操比例與海外投

資比例、重視資產負債管理的基金管理模式；及退休給付內容的改變：提高法定退休

年齡、更長的工作期間計算退休前平均薪資等。吳家懷（2007）聚焦於退撫基金善良

管理人責任、理想的投資選擇空間及嚴謹的投資管理流程，從退撫基金運作的執行面

上，介紹退休金制度改採確定提撥制觀念上應有的認識。 

王正（2000）認為退撫基金短期而言，應著重在內涵費率的調整；惟長期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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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考慮結構的調整，也就是究竟該採確定提撥制或是給付制之問題，先就政府對公務

人員退休後生活保障責任定位，定位釐清後，其所對應之配套財務型態就能確定，也

就是決定該採確定提撥制或是確定給付制。 

第二節  退休制度介紹 

退休制度係隨時間演進、發展而來的。如探究退休制度存在所要達到之目標，其

設計宗旨主要係為保障退休人員之「老年安全」。 

「老年安全」乃是指老年經濟安全保障制度，其所要因應的是國民年老時所面臨

到經濟上的風險，造成原因之關鍵在於國民退休後不確定的存活年限。如在退休前未

能有足夠的儲蓄或適當的理財，一旦退休後喪失固定生活所得，其老年經濟安全就受

到考驗（鍾秉正，2007：101）。 

要解決前述老年時可能發生之經濟風險，退休制度規劃之良善就十分重要。不論

勞工、公務人員或其他各類勞動工作者，都需要一套規劃良好之制度，確保退休後經

濟來源。本研究重點雖係探討公務人員之退休制度，惟本節探討之退休制度意義、分

類、設計原則（影響因素）等；廣泛適用於不同身分之退休者，不侷限於公務人員，

茲分述如下： 

壹、 退休制度之意義 

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 條：「公務人員之退休，依本法行之」。第 3 條：「公務人

員之退休，分自願退休、屆齡退休及命令退休」。綜觀公務人員退休法共 37 條，並無

對「退休」作出學理上之定義；更遑論對「退休制度」下定義，僅係於同法第 4 條以

下，依公務人員達到一定年資、年齡或特殊條件時；對退休作出適法性之分類。在探

討退休制度前，理應先將其所代表之意義作一釐清。本研究綜觀歷年研究者對退休、

退休制度及退休金的看法，多將退休制度（退休給付）定義為退休人員達到某些法定

條件，機關或機構發給一定金額退休金供退休人員安養天年且獲得合理之老年生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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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就組織而言則具有酬謝退休人員辛勞、強化人事機能等目的。 

筆者以為，接續第一章退休制度理論之探討，我國公務人員退休制度之設計如融

入「延期薪資說」的概念，退休制度應可定義為：「公務人員依公法任職於機關，形

同與政府簽訂公法契約，依其契約規定，於成就法定條件時獲得領取延期薪資之權利，

由政府依約發給具延期薪資性質之退休金，其本質為退休人員應得薪資，發給數額依

契約規定，為政府對公務人員之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前述契約規定散見於各公務

人員相關法令，如公務人員退休法、俸給法及俸表等）。惟非謂此公法契約全然不能

變動，如前介紹信賴保護原則一節所述，在法益衡量下亦能作適度調整。另若論及退

休金功能，實在因人而異，可能為終養天年亦可能因節儉有道而為投資理財等，端視

退休人員之經濟情況或主觀意志作不同規劃，較無討論實益。 

貳、 退休種類 

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3 條，公務人員退休分自願退休、屆齡退休及命令退休；勞

動基準法第 54 條以下亦有類似區分，將勞工退休分為自請退休及強制退休，雖然因

為身分不同而有不同的法律依據，但皆是依成就退休條件作適法性之分類，茲分述如

下： 

一、 自願退休 

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4 條訂有「自願退休」的規定，其意義同勞動基準法中之「自

請退休」。指達成特定年齡、年資即可依法申請退休，但其法定條件可能因某些特殊

變因而隨之浮動。例如：我國公務人員法定自願退休條件為：任職 5 年以上年滿 60

歲或任職滿 25 年者，但配合組織裁撤、變更、業務緊縮或擔任具有危險及勞力性質

職務者，另訂有較寬鬆或酌減年齡之退休條件。 

二、 屆齡退休 

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5、6 條訂有「屆齡退休」、「命令退休」的規定，勞動基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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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則將之統稱為「強制退休」。我國公務人員任職滿 5 年以上，年滿 65 歲者即符合屆

齡退休條件，其年齡條件與勞工相同。屆齡退休呼應了退休理論之「功能論」，為老

年員工之退場機制，其發動權限非僅屬於雇方，亦可視為受僱方達成人生階段性任務，

以領取退休金為手段；達到享受人生、自由生活的目的。我國同法第 5 條第 2 項另訂

有若擔任具有危險及勞力性質職務者，前述法定年齡酌予減低的規定。 

三、 命令退休 

與「屆齡退休」常統稱為「強制退休」，不同的是其發動權限常屬於雇方，主要

係受僱方在喪失工作能力時；由雇方要求其退休，呼應了退休理論「人事機能論」中

提及之「組織新陳代謝」。雖於雇方可以藉命令退休減少不適任者擔任職務，但卻非

全然不利於受僱方，命令退休也可視為受僱方喪失工作能力卻「無法達成自願退休條

件」時；仍能領取退休金以安養天年之活路。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3 條更訂有「因公

傷病」加發退休金之規定，由此觀之，如因公傷病致身心障礙而不堪勝任職務而領取

之退休金，其性質也具有退休理論中「功績報償說」或「人力折舊說」之補償觀念。 

參、 退休制度設計原則或影響設計之因素 

退休制度之設計，考量之原則或影響因素甚多，現泛指一般退休制度設計，分述

其原則或影響設計之因素如下： 

一、 合理的退休條件 

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4 條以下、勞動基準法第 53 條以下都訂有退休相關條件，其

多係以服務年資和年齡表示。於前述退休理論之「人事機能說」而言，退休條件的訂

定是以促進組織新陳代謝為主要目的；亦即為組織保有優秀人才及提供年邁體弱人員

退離管道。但若考量現今全球各國人口高齡化之趨勢及為因應此一社會變遷的需要，

退休條件應有更為彈性靈活的設計，如彈性、延後退休等，以提供人員多樣化又妥適

的退休條件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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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貢獻度決定退休給付 

此原則立基於「功績報償說」上，整體而言，員工服務年資越長、擔任職位越高，

其在職期間的貢獻程度應該越大；即貢獻度與職責成正比。因此，員工退休金給付的

計算基準，依此原則應依退休人員年資換算不同之貢獻程度，並依貢獻度區隔給付水

準，給與貢獻度較高人員較多退休金，以茲鼓勵。 

三、 適當的所得替代率 

適當的退休所得能提供退休人員老年基本生活的保障，即達成「適當生活維持說」

之目的，使現職人員對退休後之經濟生活無後顧之憂，減少本職外之其他營利事務，

進而全心工作提升工作效率。但退休所得應與現職人員待遇有合理區隔，如退休後所

得替代率過高，將可能影響現職人員工作士氣，造成人員傾向提早離退之趨勢。 

四、 財務收支平衡 

隨著全球人口老化、少子化等現像，各國老年人口的依賴（扶養）比15也不斷攀

升，許多國家的退休基金都呈現嚴重不足提存額（partial funding）
16
現象（王儷玲，

2007：2）。本原則就是以財務收支平衡為前提，讓退休基金能推行久遠。任何一種退

休制度均應有穩妥的經費收支，兼顧「開源及節流」，始能持續運作，發揮照顧退休

人員老年生活的功能。近年世界各國退休制度有逐漸自雇主恩給之財源籌措方式；轉

為設立基金由雇主及員工共同分擔籌措財源的趨勢。例如：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4 條

有關共同提撥退撫基金的規定、勞工退休金條例同條號亦有類似規定（勞退新制）。 

 

                                                      
15 老年人口依賴比之定義為退休老年人口和工作人口之比例（王儷玲，2007：5）。 
16
 如我國退撫新制實施初期（民國 84 年）的精算提撥率應該高於 12%，但當時立法

院通過的提撥率為 8%到 12%，並採最低值 8%。目前法定提撥率為 12%到 15%，

實際提撥率為 12%，但精算的足額提撥率（full funding）則已經高達 42%（陳登

源，20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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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公務人員退休制度設計的影響因素 

前述四大原則係一般退休制度設計之原理原則，本研究旨在探討公務人員退休制

度，以下依學者見解，針對公務人員提出退休制度設計的六項影響因素。 

一、 退休制度之相關學理 

按本研究第一章第三節，業依著眼角度、目的或達成目的方式之不同整理出以下

十種學說：功績報償說、人事機能說、人力折舊說、延期薪資說、永久所得說、人生

過程儲蓄說、適當生活維持說、依賴理論、功能論及誘因（激勵）理論，前述理論提

供退休制度的設計基礎並可藉由觀察退休制度學理一個世紀來的演變體悟其發展趨

勢，對公務機關退休制度的初期建置具有參考意義（吳泰成，2008：5）。 

二、 公務人員與國家關係 

公務人員與國家之法律關係，代表國家在法律上對公務人員之權利與義務。二十

世紀前半葉於大陸法係國家盛行的「特別權力關係」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式微，在民

主、平等及人權觀念衝擊下，各國有不同幅度之轉變。我國於 85 年步上了「公法上

職務關係」之新里程碑，法理上形成：公務人員是公民，因服公職受僱於國家而有其

職務，法律規定其職務上應有行為並以法律規範權利與義務，權利與義務應有對價關

係。有關義務的要求係為遂行國家治理而建構於該職務角色功能之上，且不得侵犯其

基本公民權。承上，公務人員之雇主是國家，受到公法上嚴格之義務要求；此與其他

受僱者（如勞工等）以企業為雇主，兩者間為契約關係，國家只扮演仲裁保護者之角

色，差別極大。因此，在常任文官退休制度上，理應給予較多之照顧優待，以與其一

生所盡義務取得平衡。基此，我國公務人員退休制度，於特別權力關係年代係採完全

恩給制；而公法上職務關係年代，則採兼具恩給色彩的共同籌款制，恰好符合時代觀

念之演變（吳泰成，200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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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永業制常任文官之屬性 

政務官與常任文官屬性不同，前者與政黨同進退，以政策之成敗決定去留，其義

務要求少，政治色彩濃；常任文官則不同，由考試分發任職，有專業知能，受嚴格之

培訓考核，擔任政策之草擬及決策之執行，並有嚴格之義務要求，如行政中立、嚴守

分際、全力奉公等，為國家長期之人力培育投資，以優渥之退休給付以為公職生涯辛

勞之報償，期勿半途離去。因而退休給付實具「延付薪資」之特性，亦即將退休制度

與待遇薪給制度視為一體（吳泰成，2008：6）。 

四、 功績制原則之落實 

功績制原則上已是現代機關（構），人事行政管理上最重要的基礎，主要原因一

為職位之獲得係依其能力競爭獲得；二為進用後之待遇（含獎金、紅利）多少、升遷

機會、退休金多寡，均與其職位上之貢獻為正比。據此在退休制度設計上，衍生出退

休金與其任職長短、職務高低、現職薪資多寡成正比。進而言之，退休後之所得自應

略低於退休前之所得，此亦即所謂退休所得替代率不宜過高之理由（退休金多寡依功

績決定，但退休後之貢獻理應較退休前為低）（吳泰成，2008：6-7）。 

五、 公務人員待遇之高低 

公務人員待遇的高低會影響公務人力的供需。由於自利個人17就業選擇的考量，

求職者必將工作選項中「退休制度內涵如何？」併待遇高低一併考量。待遇高低與退

休制度間之關聯為：若待遇之優勢極大，則退休制度之有無及內涵好壞就沒這麼重要。

例如：新加坡文官待遇（尤其是中高階以上文官），遠高於其他行業，且其高低階文

官待遇差距達三、四十倍，如此，其文官退休制度之重要性自然降低。我國公務人員

                                                      
17
 「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第二

章曾說：「我們每天都得吃喝，並非由於肉商、酒商或麵包商的仁心善行，而是由

於他們關心自己的利益，我們訴諸他們的自利心態而非人道精神」。這也就是經濟

學假設「人類行為皆出於自利的根本」（商業週刊，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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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之現況，中高階人員與各企業中相當層級之職位比較，顯得偏低且高低階待遇差

距亦不大，因此退休制度之設計更顯重要（吳泰成，2008：7）。 

六、 國家社會安全體系之建構 

現代先進國家，為使全體國民年老後生活獲得保障，增進社會整體安全，多設立

三層次的社會安全體系，其最底層為「公共年金」，如國民年金屬之，其給付僅可提

供最基本的生活水平，若屬弱勢者，政府再加以特別照顧。第二層為「職業年金」，

為任何國民於職涯中參與職（企）業的退休制度，於退離職場時可以領取的年金通常

與在職涯中之貢獻成正比，每個人的差異可能甚大，可領取之金額比起底層亦較高。

最高層則是「商業年金」，由國民自行儲蓄或商業保險組成（吳泰成，2008：7）。 

我國公務人員有公教人員保險制度，而不納入國民年金制，但因公保養老金18是

一次給付，且 84 年 7 月後年資無優惠存款，因此其給付若以月息計算，未來恐會低

於國民年金制度。公務人員退休制度在國家安全體系中仍具重要地位，影響眾多人員

退休後之生活，改革應體認我國現況後再求發展；切不可將我國體制以先進國家行之

多年的完整體制看待，直接作制度生硬移植（吳泰成，2008：7-8）。 

第三節  我國公務人員退休制度介紹 

欲研究一種制度產生的問題，首先要先了解該制度的形成背景，然後從形成背景

中去檢視制度形成之脈絡。因為一種制度之形成都不是偶發的，而常是因應當時環境

逐漸演變的（曾明發，2009：14），本節先依時間序列介紹我國公務人員退休制度沿

革；再研析本次退休制度變革，分述如下： 

壹、 我國公務人員退休制度沿革 

民國成立之初，我國公務人員的退休制度及撫卹制度，原採合併立法；至 32 年

                                                      
18 按公教人員保險法第 1 條規定，本法係為安定公教人員生活。另依同法第 14 條規

定，於公務人員退休、資遣等條件達成時，依其保險年資予以一次養老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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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6 日訂頒「公務員退休法」與「公務員服務法」後，改採分別立法。後公務人

員退休制度相關法令又歷經多次修正，最近一次係 99 年 7 月 13 日公務人員退休法修

正條文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後自 100 年 1 月 1 日施行至今，現又因為社會環境變遷，我

國公務人員退休制度可能將又有大幅度之變革。本研究依時間序列，將我國公務人員

退休制度法令修正之大事紀，分述如次： 

一、 訓政時期（行憲以前） 

元年 9 月 12 日北京政府公布「警察官吏卹金給與條例」，3 年 3 月 2 日又公布

「文官卹金令」，同年月 29 日公布其施行細則，文官卹金令為民國成立以來文官卹

金法律之濫觴（許濱松，2007：21）。其適用範圍不涵蓋警察官吏。 

民國 16 年 9 月 9 日頒布「官吏卹金條例」；至 23 年以官吏卹金條例為基礎，將

官吏字樣一律改稱公務員，頒布「公務員卹金條例」。此階段公務員退休、撫卹均合

併立法，然而在抗戰之後，公務人員在職死亡日增，原有合併立法之「公務員卹金條

例」已難因應需要，遂於 32 年 11 月 6 日重行訂頒「公務員退休法」與「公務員撫卹

法」，自此之後公務員之退休、撫卹分別立法規範（許濱松，2007：21）。 

二、 憲政時期（政府遷台前） 

我國憲法於 36 年 12 月 25 日施行。憲法第 83 條規定考試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

關，掌理公務員撫卹、退休、養老等事項，首次揭示了公務員退休、撫卹制度之憲法

訂定地位。同法第 15 條規定人民之工作權應予保障；第 155 條規定國家應實施社會

保險制度，無力生活及受非常災害之人民，國家應予適當之扶助與救濟。前揭憲法條

文可視為在憲法上間接保障退休公務人員暨遺屬生活之依據（石建華，2008：164）。

行憲之後，配合實施憲政，訓政時期公布施行之法令，應經立法院決議繼續施行或經

立法程序加以修正後施行，遂於 36 年 6 月 25 日、26 日分別修正公布「公務員撫卹

法」及「公務員退休法」，另於翌年 4 月 10 日再次修正公務員退休法，將適用人員

範圍放寬，增列有利於公務人員退撫條件和提高給付標準。但由於當時公務人員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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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薄，政府基於穩定物價，無力亦不敢貿然調整公務人員待遇，故公務人員實際所得

呈現每況愈下（吳容明，2006：4）。 

三、 憲政時期（政府遷台後、退撫新制實施前） 

銓敘部於 46 年間審酌國家當時財政狀況及公務人員生活情形，並參考國軍人員

退除役制度，將「公務員退休法」予以通盤修正，除配合憲法第 85 條及第 86 條用語，

將「公務員」一詞修正為公務人員外，並配合「陸海空軍軍官服役條例草案」及「陸

海空軍士官服役條例草案」進行修正，48 年 11 月 2 日修正公布。其修正內容與配套

措施包括：新增第 8 條條文，規定本法所稱之「月俸額」包括實領本俸及其他現金給

與、於 49 年 10 月 31 日由財政部與銓敘部會銜發布「退休公務人員一次退休金優惠

存款辦法」、63 年 12 月 17 日銓敘部發布「退休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

要點」。68 年 1 月 24 日又再次修正公務人員退休法，其修正內容主要有四：第一、

除擇領一次退休金或月退休金外，增列兼領方式。第二、增列「其他現金給與之退休

金」應發數額，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訂之。第三、退休再任人員無庸繳回已領之退休

金。第四、增列支領月退休金人員死亡時，發給遺族撫卹金（許濱松，2007：21）。 

四、 退撫新制實施後 

84 年 7 月 1 日退撫新制實施前之退休撫卹法制通稱「退撫舊制」，其公務人員

退撫經費之籌措，係由各級政府按年編列預算支付，公務人員不參與提撥退撫經費，

政府亦不作長期估計精算，即前述所謂「完全課賦制」（隨收隨付制）。退休金制度

在實施初期，退休人數不多，給付金額不大，但其後因公務人員人數增多，年資亦日

益累積，退撫經費之支出，遂成沉重的財政負擔。63 年時，軍公教及公營事業人員的

退撫經費僅新臺幣 45 億 1 千 2 百餘萬元，佔各級政府總預算 3.8%，佔人事費 10.39%，

惟嗣後增加甚速；至 83 年時，退撫經費已高達 1,262 億 7 千 6 百餘萬元，佔總預算

4.22%，佔人事費 14.33%。20 年間增加 28 倍，平均年增加 18%（許濱松，2007：2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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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支出經費持續膨脹，造成政府財政沉重負擔，但公務人員退撫

實質所得卻未相對增加，如未能即時變革，勢必影響未來國家整體財政計畫及預算平

衡，甚或造成嚴重的世代債務移轉，影響國家未來的人力資源分配（關中，1995：75-

76）。基於前述理由，73 年 12 月由銓敘部邀請相關機關組成專案小組，研議改革方

案，並召開 58 場次座談會廣徵彙集軍公教人員代表意見，形成具體方案，其中「公

務人員退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與「公務人員撫卹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於 77 年

10 月 14 日由考試院審議通過，函送立法院審議，經法制委員會擱置；於 80 年恢復審

查，於 81 年 12 月 25 日正式完成二、三讀程序，於 82 年 1 月 20 日由總統命令公布，

惟俟「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組織

條例」及「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會組織條例」先後完成立法公布後，新制

公務人員退休與撫卹制度自 84 年 7 月 1 日方正式施行。82 年之修正主要針對公務人

員退休經費之籌措方式，由原來之「恩給制」，改為政府與公務人員共同籌措之「共

同提撥制」，藉以減輕政府財政負擔，另使退休金之計算較為合理並適度提高退休金

所得，以退休者「退休生效日在職同等級人員」之「本俸加一倍」為基礎及最高給與

水準以 70%為限，並限制未滿 50 歲自願退休者不可擇領月退休金（曾明發，2009：

15）。爾後於 97 年 8 月 8 日又修正公布施行第 16 之 1 條。 

五、 現行規定及前次修正（檢討不合時宜規定） 

退撫新制從規劃至實施，歷時 20 餘年之久，且為減少推行阻力，係以原有架構

為基礎，未作大幅變動。因此在實施後，若干不合時宜之處相繼顯現；又新制實施以

來，國家整體社經情勢已然改變，隨著科技與醫藥衛生發達，我國面臨人口結構高齡

化及少子化的趨勢，使得退撫基金財政狀況日益緊繃。在這些因素下，考試院認為有

必要對於退撫制度再進行改革（關中，2011：4）。所以，於民國 98 年 4 月 3 日考試

院函送立法院審議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正草案，於 99 年 8 月 4 日修正公布並於 100 年

1 月 1 日施行，修正重點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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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延後搭配展期年金及減額年金 

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1 條規定，支領全額月退休金之年齡須任職年資滿 25 年

且年滿 60 歲或任職年資滿 30 年且年滿 55 歲。前述退休金起支年齡較修正前之延

後，至少延長退休年齡 5 歲；也就是服務年資增加 5 年；再搭配展期年金之設計，

對於紓解退撫基金的財政負擔有極大的幫助。所謂「展期年金」就是將「自願退休

條件」與「自願退休人員領取月退休金之年齡條件」二者分開規定，使得符合自願

退休條件（符合現行退休法第 4 條），但不符合前述領取月退休金條件之人員，仍

可視個人需要，選擇是否先行辦理自願退休（石建華，2008：171），惟仍須等到月

退休金起支年齡符合後，始得開始領取月退休金。 

至於減額退休金，係指符合自願退休條件選擇先行辦理退休者，得選擇在尚未

達全額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前，提早領取月退休金，但每提前 1 年減少 4%之月退休

金，最多提前 5 年減少 20%（施華恩，2009：54）。 

(二) 調整退撫基金法定提撥費率上限 

依 100 年修正前公務人員退休法（下稱修正前退休法）第 8 條規定，退撫基金

按公務人員本俸加一倍 8%至 12%費率由政府和公務人員共同撥繳。基金成立以來，

收益雖超過法定標準，但基金收入與支出成本間仍然存有差距。依 89 年 6 月基金

精算結果，自 91 年 1 月 1 日起由 8%調至 8.8%，後復依立法院決議自 93 年起分 3

年調整費率至 12%（關中，2011：8）。惟法定費率上限雖已達 12%仍無法滿足未來

退撫基金需要之支付能力；遂於現行退休法中將法定費率調整為 12%至 15%。 

(三) 刪除階段式退休規定並放寬申請退撫基金費用本息 

修正前退休法第 6 條規定，任職 25 年以上且年滿 55 歲自願退休者，另加發 5

至 15 個基數之一次退休金，又稱「五五專案」。其立法意旨原是給予機會使適用

者思考生涯規劃應否調整，不必人人都任職到 65 歲，並有助提昇公務績效及促進

公教人力之新陳代謝，惟實行以來常因地方政府財政困窘，造成退休案之核定以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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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者為第一優先；55 歲為第二優先，排擠其他年齡之退休機會（吳泰成，2007：12），

也造成 55 歲退休者所領退休金可能高於 56 歲以上退休者之不合理情形。現行退休

法基於前述原因，取消「五五專案」加發之規定。 

又依修正前退休法第 8 條規定，公務人員於年滿 35 歲或年滿 45 歲自願離職

者，得申請發還其自付及政府繳付之基金費用並加計利息一次發還，其他年齡的離

職者，僅能申請發還本人繳付之基金費用（關中，2011：7）。這樣的規定同前述限

於特定年齡，同樣造成不公平。因此，現行退休法放寬申請退撫基金費用本息之條

件，於第 14 條規定，繳付退撫基金 5 年以上，除因案免職或撤職而離職者外，得

申請一次發還本人原繳付之退撫基金費用本息併同政府撥繳之退撫基金費用本息。

使繳付基金費用者，均享公平待遇。 

(四) 修正退休再任者停發月退休金及優惠存款利息之規定 

本項修正主要為避免退休者支領雙薪，俗稱「反肥貓條款」。按現行退休法第

23 條及退休公務人員一次退休金與養老給付優惠存款辦法第 13 條，除了「褫奪公

權，尚未復權」及「再任由政府編列預算支給俸（薪）給、待遇或公費之專任公職」

應停止領受月退休金及優惠存款利息之權利外，另增訂下列再任情形停止領受前述

款項之規定： 

1. 任職於政府原始捐助（贈）或捐助（贈）經費達法院登記財產總額 20%以上

之財團法人、行政法人、公法人或政府及其所屬營業基金、非營業基金轉投

資金額累計占該事業資本額 20%以上之事業職務。 

2. 擔任政府捐助（贈）成立財團法人、行政法人、公法人之政府代表或政府轉

投資事業之公股代表。 

3. 任職政府直接或間接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之財團法人、行政法人、公法

人、轉投資或再轉投資事業之事業職務或擔任政府代表、公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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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修政遺族領取撫慰金相關規定 

被戲稱為「防嫩妻條款」。據 2009 年 8 月 20 日一則外電報導，巴西出現年輕

寡婦拖垮退休金制度的怪現象，由於巴西流行老夫少妻，當年邁的丈夫過世後，年

輕寡婦就可以坐領老公的退休金，且佔退休金給付對象的 94%，領取時間遠遠超過

原來的預期年限，造成國家財政嚴重負擔（關中，2011：11-12）。 

承上，為避免前述情形發生，現行退休法第 18 條增訂配偶支領月撫慰金之年

齡條件以「年滿 55 歲或因身心障礙而無工作能力，其與退休人員之婚姻關係於退

休生效時已存續 2 年以上且未再婚者」為限。此修正大幅降低尚有工作能力之年輕

配偶長期支領月撫慰金之機會，降低財政可能負擔。 

另於同條明訂請領一次撫慰金遺族之範圍：「未再婚配偶、子女、父母、兄弟

姊妹及祖父母」，並明訂領受方式，例舉如下：遺族有數人時，按人數平均領受；

但有配偶共同領受時，配偶應領撫慰金之二分之一，其餘遺族平均領受所餘比例。

退休人員生前預立遺屬，從其遺屬；如未立遺屬，且同一順序無法協調同一種類之

撫慰金時，由遺族分別依其擇領種類，按規定比例領取等。 

(六) 修正月退休金之計給標準 

修正前退休法規定，公務人員任職年資未滿 6 個月，以 6 個月核計退休金；滿

6 個月以上，均以 1 年標準計給。修正前之計給標準過於寬鬆，為其制度設計公平

合理，符合繳費義務和給付權利對等之原則，使年資計算能更精準且合理；現行退

休法第 9 條改以「月」為計給標準，每 1 個月照基數內涵六百分之一給與。 

(七) 增訂因執行職務發生危險以致傷病加發退休金之規定 

為鼓勵公務人員勇於任事，現行退休法第 13 條規定，如符合同法第 6 條第 4

項第 1 款有關「因執行職務發生危險，以致傷病」規定的退休人員，另加發 5 至 15

個基數之一次退休金。 

 



 

67 
 

(八) 鼓勵延退，延長年資採計上限 

修正前及現行退休法之基數內涵不變，皆為以退休生效日在職同等級人員本

（年功）俸加一倍為基數內涵。一次退休金部分，每任職 1 年給與 1.5 個基數，最

高 35 年給與 53 個基數。月退休金部分，每任職 1 年照基數內涵 2%給與，最高 35

年，給與 70%為限。 

現行退休法第 9 條提高退休年資採計上限，退撫新制後初任公務人員服務年資

逾 35 年者，一次退休金之給與，自第 36 年起，每年增加 1 個基數，最高給與 60 個

基數（年資採計上限提高至 42 年）。月退休金之給與，自第 36 年起，每年增給 1%，

以增至 75%為限（年資採計上限提高至 40 年）。 

(九) 優惠存款法源、重要權利義務事項法位階及退休所得比率 

增訂退撫新制施行前退休人員任職年資辦理優惠存款之法源依據。依現行退休

法第 32 條，退撫新制實施前原規定核發之一次退休金及退撫新制實施前參加保險

年資所領取之養老給付，得由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辦理優惠存款。同條第 3 項規

定支領月退休金人員退休所得比率上限，核定退休年資 25 年以下者，以 75%為上

限；每增 1 年上限增加 2%，最高增至 95%，兼領月退休金人員依前述比率，按其

兼領月退休金之比率計算。 

現行退休法將修正前退休法施行細則中涉及退休人員暨遺族重要權利義務事

項提升至法律位階。如現行退休法第 23 條以下規定，退休人員、遺族停止及喪失

領受月退休金、月撫慰金權利之情形。 

貳、 2013年公務人員退休制度改革研析 

為了退休撫卹基金的永續發展，考試院銓敘部於 102 年 4 月提出〈公務人員退休

改革規劃方案說帖〉，其內容不外乎就是「延退、少領、多繳」。以下依 改革的基

本思維、 改革內涵說明、 改革之預期效益或影響，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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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改革的基本思維 

參考學者於期刊發表之專論說明，本次改革之基本思維可分述為以下四點： 

(一) 順應世界趨勢，希望逐漸減低政府對於公務人員退休金的準備責任 

公務人員退休金的準備責任自 84 年 7 月 1 日改成現行由政府與公務人員共同

撥繳建立基金之「共同提撥制」以來，多少是減輕了政府每年籌編大筆預算來支付

公務人員退休金的財務壓力，但隨著退休人員餘命延長及自主性生涯規劃造成的退

休人數增加，政府對於公務人員的退休準備金責任確已發生了一定的困難性。
19
參

考世界先進各國的作法，本次公務人員退休制度改革工作，其基本思維之一即是希

望逐漸減低政府對於公務人員退休金的準備責任（呂明泰，2013a：37）。 

(二) 希望大幅改善退休撫卹基金可能面臨的財務危機 

以 101 年底的統計資料而言，退撫基金累積繳費收入共計 7,400 億餘元；歷年

共支付 3,200 億元以上，給付占收入之 43%，依退撫基金管理委員會委託第 5 次精

算，未來 50 年退撫基金的潛藏負債早已超過新臺幣 2 兆元，可見未來將會有相當

大的財務支出。本次改革之基本思維之二即希望能改善退撫基金可能面臨的財務危

機（呂明泰，2013a：37-38）。 

(三) 希望導正目前不盡合理的退休所得，理性捍衛公務人員的尊嚴 

我國公務人員退休制度在 84 年不僅改變了退休金的準備責任，也同時改變了

基數內涵，再加上優惠存款等補助性給與，以致部分人員的退休所得確實偏離了退

休生活照護的合理性；20從而導致不明究理的社會公眾或有心人士藉為惡意攻擊公

                                                      
19 以中央機關近三年來在退撫經費的支出預算來看，99 年編列預算為 190 億餘元

（不含優惠存款利息補貼 60 億元）；100 年編列預算為 201 億餘元（不含優惠存款

利息補貼 62 億元）；101 年編列預算為 212 億餘元（不含優惠存款利息補貼 62.6

億元）。政府以公務預算支應退撫經費近 3 年來不斷增加，也增加了政府負擔的困

難性（銓敘部統計資料，轉引自呂明泰，2013a：37）。 
20 將舊制「本俸 1 倍加 930 元」的基數內涵，改成「本俸 2 倍」，忽略了本俸結構的

問題（多數中低階層公務人員的本俸占率偏高），加上照顧退休生活的補助性給與

（如月撫慰金、年資補償金、優惠存款等），致部分人員的退休所得偏離了退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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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人員的藉口，因此本次改革也以「必須有效且合理調降公務人員退休所得，以免

公務人員再被惡意批評」為目標。本次改革之基本思維之三即為導正目前不盡合理

的退休所得，理性捍衛公務人員的尊嚴（呂明泰，2013a：38）。 

(四) 希望能為我們下一代建構一個永續的基金運作環境，為我們的下一代公務人

員留下穩健的、公平的退休金準備機制 

退撫基金的支付數從 92 年至 101 年增加約 4 倍（由 123.79 億元逐年增加到

501.48 億元），101 年支出占收入比例已達 84.93%（林欣怡，2013：11-12），增加

速度如無法減緩，達到收支平衡，除退撫基金將面臨破產危機外；更可能造成公務

人員退撫經費運用發生世代不公的情形。所以，本次改革之基本思維之四，也是最

後一項，即為維持基金永續、穩健運作，兼顧世代公平；為我們的下一代公務人員

留下設計良善的退休金準備機制（呂明泰，2013a：38）。 

二、 改革內涵說明 

本研究雖以現職公務人員為研究對象，惟為綜覽本次退休制度變革全貌，以下仍

依現職人員、已退人員及新進人員三類介紹 2013 年公務人員退休制度改革的內涵，

俾使讀者對本次變革有全面認識。 

(一) 現職人員 

1.延後月退休金起支年齡 

採 90 制（年齡與年資合計數大於或等於 90）。於 110 年與現行 85 制銜接，

自 111 年起調整指標數為 86，逐年調整至 114 年為 89；自 115 年以後，任職 25

年、未滿 30 年退休者，月退休金起支年齡為 65 歲，任職 30 年以上者，月退休

金起支年齡則為 60 歲，針對危險及勞力職務者另作規劃（如警察、消防及醫護

人員）。為求溫和漸進，與 85 制之 10 年緩衝期（指標數）銜接，如表 2-11 所

示： 

                                                      
活照護的合理性（銓敘部統計資料，轉引自呂明泰，2013a：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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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 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延後 

與 85 制銜接指標數 

退休年度 指標數 

110 85 

111 86 

112 87 

113 88 

114 89 

自 115 年過渡期結束後，須回歸依起支年齡規

定辦理（即 65 或 60 歲始得支領月退休金或另

依展期、減額規定），不再適用指標數規定。 

資料來源：鄭淑芬（2013：51）。 

2.調整退休金計算基準21 

現行公務人員退休金按最後在職之本（年功）俸計算，即其退休金得按最後

在職最高之薪資標準計給，此不僅發生繳費的義務及給付權利不對等情形，亦為

退撫基金收支失衡原因之一，爰檢討予以調整（鄭淑芬，2013，51）。 

自 105 年 1 月 1 日起，第 1 年仍按最後在職等級本（年功）俸為計算基準，

第 2 年（106 年）起改為最後在職往前 10 年平均俸額，而後再逐年延長；至 111

年以後則按最後在職往前 15 年平均俸額為計算基準。 

3.調降退休金基數內涵22 

現行公務人員退休金基數內涵為最後在職本（年功）俸 2 倍，為退撫新制實

施時為使制度順利轉換所訂提高退休給付標準之措施。惟至今公務人員待遇結構

調整及薪資提昇，部分中低階職等其本（年功）俸 2 倍已達全薪之 1.3 倍，此亦

為部分人員退休所得超過現職待遇原因之一，爰規劃調整（鄭淑芬，2013：51-52）。 

自 105 年 1 月 1 日起，第 1 年退休金基數內涵仍按本（年功）俸 2 倍支給，

                                                      
21 按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9 條規定一次退休金及月退休金之計算基準（退休生效日）。 
22 按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9 條規定一次退休金及月退休金之基數內涵（本（年功）俸

加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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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年起逐年調降。如退休人員兼具新、舊年資者，從本（年功）俸 2 倍逐年調

降至 109 年以後的平均俸額 1.6 倍；純新制年資者，則從本（年功）俸 2 倍逐年

調降至 108 年以後的平均俸額 1.7 倍。 

表 2- 2 逐年調整退休金計算基準及基數內涵對照表 

退休

年度 
計算基準 

退休金基數內涵 

兼具新舊制年資者 純新制年資者 

105 最後在職本（年功）俸 本（年功）俸 2 倍 本（年功）俸 2 倍 

106 最後在職前 10 平均俸額 平均俸額 1.9 倍 平均俸額 1.9 倍 

107 最後在職前 11 平均俸額 平均俸額 1.8 倍 平均俸額 1.8 倍 

108 最後在職前 12 平均俸額 平均俸額 1.7 倍 

平均俸額 1.7 倍 

109 最後在職前 13 平均俸額 

平均俸額 1.6 倍 
110 最後在職前 14 平均俸額 

111

以後 
最後在職前 15 平均俸額 

 資料來源：鄭淑芬（2013：52）。 

4.調整退休撫卹基金提撥機制 

政府及公務人員共同撥繳費用建立退休撫卹基金，其撥繳法定費率；調整為

按公務人員本（年功）俸加一倍 12%至 18%，實際費率依精算結果，衡情決定之。

政府與公務人員撥繳比例調整為：政府 60%，公務人員 40%。 

5.廢止年資補償金 

現行退休法第 30 條訂有為退撫新制實施，使制度順利轉換所訂定提高給與

之措施（年資補償金），惟其設計不論舊制年資長短，其舊制退休所得均可支領

本俸 75%之月退休金；再加計退撫新制年資（按本俸 2 倍計算）退休金及優惠存

款利息後，儼然發生退休所得替代率偏高情形，爰於本次變革廢止年資補償金，

但給予 1 年過渡期間（鄭淑芬，2013：53）。 

6.調整優惠存款制度 

廢除從優逆算表（退休公務人員一次退休金與養老給付優惠存款辦法第 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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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項附表），以退撫新制實施前實際領取之公保養老給付金額辦理優惠存款。

自 105 年 1 月 1 日起，第 1 年仍維持 18%之利率，第 2 年起調降為 12%，之後逐

年調降 1%，至 110 年調降至臺灣銀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固定利率加 7%，並以 9%

為上限。支領一次退休金者，其公保養老給付之優惠存款利率一併調降，但其一

次退休金之優惠存款利率維持 18%。 

表 2- 3 逐年調整優惠存款利率 

實施年度 優惠存款利率 

105 年 18% 

106 年 12% 

107 年 11% 

108 年 10% 

109 年 9% 

110 年以後 

臺灣銀行一年期定期存

款固定利率加 7%，並以

9%為上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7.防搶退措施 

改革方案實施前已符合支領月退休金條件者，保障於改革方案實施後，仍以

最後在職等級為計算基準；但其基數內涵必須隨同現職人員逐年調降。換言之，

是類退休人員之退休金給付金額亦會隨本次變革向下修正，減輕政府財政負擔。 

8.檢討月撫慰金機制 

月撫慰金仍予保留，但請領條件作以下調整： 

(1) 金額為月退休金之三分之一（特別貧困之未再婚配偶給與二分之一）。 

(2) 配偶起支年齡自 55 歲延後至 60 歲。 

(3) 婚姻關係從現行「於退休人員退休生效時已存續 2 年以上」改為「退休人

員亡故時，往前起算累積存續 15 年以上」。 

(4) 排除已支領政府支給退休金、撫卹金或相當退離給與等定期給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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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給予 1 年過渡期間。以上調整不含已審定支領的月撫慰金案。 

表 2- 4 月撫慰金改革前後對照表 

項目 現行規定 改革後 

領取對象 

1. 配偶。 

2. 未成年子女或已成年因

身心障礙而無謀生能力

之子女。 

3. 父母。 

1. 配偶。 

2. 未成年子女。 

3. 父母。 

額度（金額） 

二分之一月退休金。 三分之一月退休金（加計

新增公保遺屬年金後，實

際金額將與月退休金的二

分之一相當）。 

配偶申領條件（年齡） 年滿 55 歲或無工作能力 年滿 60 歲或無工作能力 

配偶申領條件（婚姻關

係）23 

1. 退休生效時存有婚姻關

係。 

2. 婚姻關係在退休生效前

已累計達 2 年以上。 

3. 未再婚。 

1. 婚姻關係在退休公務人

員亡故前已累計有 15

年以上。 

2. 未再婚。 

其他限制 

對於已領有政府支付之退

休金、撫卹金或公庫支給

之不定期給與者，無不得

支領月撫慰金的規定。 

明定已領有政府支付之退

休金、撫卹金或公庫支給

之定期給與者，不得支領

月撫慰金。 

資料來源：銓敘部（2013c：19）。 

(二) 已退人員 

1.調降退休金基數內涵 

自 105 年 1 月 1 日起，逐年調降退休金基數內涵，從第 1 年的本（年功）俸

2 倍，逐年調降為 1.9 倍、1.8 倍、1.7 倍，至 109 年以後為本（年功）俸 1.6 倍。 

 

 

                                                      
23 按民法第 982 條規定，結婚應以書面為之，有二人以上證人之簽名，並應由雙方

當事人向戶政機關為結婚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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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5 逐年調整退休金基數內涵 

實施年度 退休金基數內涵 

105 本（年功）俸 2 倍 

106 本（年功）俸 1.9 倍 

107 本（年功）俸 1.8 倍 

108 本（年功）俸 1.7 倍 

109 以後 本（年功）俸 1.6 倍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調整優惠存款制度 

(1) 84 年 7 月 1 日以前退休者，因退休所得均以本（年功）俸計算，並無退

休所得替代率偏高情形，且是類人員多年事已高，爰優惠存款利率維持

18%。 

(2) 84 年 7 月 2 日以後退休且支（兼）領月退休金者，按 100 年 2 月 1 日實

施之優惠存款再調整方案所審定之金額辦理優惠存款，其利率自 105 年 1

月 1 日起，第 1 年仍維持 18%，第 2 年起調降為 12%，之後逐年調降 1%，

至 110 年調降至臺灣銀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固定利率加 7%，並以 9%為上

限。 

(3) 84 年 7 月 2 日以後退休且支領一次退休金者，其公保養老給付之優惠存

款利率一併調降，但其一次退休金之優惠存款利率維持 18%，(2)、(3)同現

職人員，如表 2-3。 

3.檢討月撫慰金機制 

同現職人員，如表 2-4 月撫慰金改革前後對照表。 

(三) 新進人員 

現行公務人員退休制度給付機制仍維持為確定給付制（Defined Benefits，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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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 DB），24對於整體年金制度問題，仍未根本改正。本次改革，參考先進國家逐

步走向確定提撥制（Defined Contribution，以下簡稱 DC）25之經驗，建構兼採 DB

及 DC 之多層次年金制度，重點分述如下： 

1.退休所得上限訂為 75%，其組成為： 

(1) 第一層：35 年給與 15%確定給付公保年金（基礎年金），維持 DB，總提

撥率預訂為 10%，採足額提撥，政府及公務人員負擔比例為 65%比 35%。 

(2) 第二層：40 年給與 40%確定給付退休金（職業年金），維持 DB，總提撥

率預訂為 6%至 12%，採足額提撥，政府及公務人員負擔比例為 60%比 40%。

本層將與現行制度退撫基金共同投資管理運用，維持活水注入現行退撫制

度基金，增加基金規模及收益，但帳戶分設，財務自給自足。 

(3) 第三層：20%確定提撥退休金（同為職業年金），採 DC，總提撥率浮動，

配套措施說明如下： 

2.第三層年金的配套措施： 

(1) 以個人帳戶（可攜式）逐月提存退休準備金，按本（年功）俸 1.7 倍，逐

月提撥，其提撥率為 0%至 5%，由公務人員自行決定，政府則強制每月按

2%提撥，並隨個人提撥情形逐漸增加提撥至 3%（個人每增加提撥 1%，政

府相對增加提撥 0.2%），如下表： 

 

 

 

 

 

 

 

 

                                                      
24同頁 6 說明。 
25同頁 6-7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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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6 個人與政府相對提撥率對照表 

個人自行提撥 政府相對提撥 總提撥 

0% 2% 2% 

1% 2.2% 3.2% 

2% 2.4% 4.4% 

3% 2.6% 5.6% 

4% 2.8% 6.8% 

5% 3% 8% 

資料來源：銓敘部（2013c：6）。 

(2) 引進商業年金，提供投資商品，建立公務人員自主理財平台，包含提供教

育訓練及提供完善帳戶管理系統。 

(3) 每月提存金額不計入個人年終所得扣稅（實施稅賦優惠配套措施）。 

 

 
圖 2- 1 現行公務人員年金與改革後新進公務人員年金架構示意圖 

資料來源：銓敘部（2013c：6）。 

三、 改革之預期效益或影響 

本次公務人員退休制度改革內容所涉對象包含現職、已退及新進人員，改革項目

從延後月退休金起支年齡至檢討月撫慰金機制等，可說是多面向且多元的變革，造成

對政府等的預期效益或對公務人員影響具整體性，茲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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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對政府等預期效益而言 

1.節省政府的財務支出 

我國公務人員退休制度於民國 84 年 7 月 1 日推行退撫新制，改為政府與公

務人員共同提撥費用成立基金，作為退休撫卹經費來源。然民國 84 年 6 月 30 日

以前的退休經費，也就是舊制年資的退休給與部分，仍由各級政府負擔，由政府

編列公務預算支應（周麗芳，2011：1）。這次公務人員退休制度改革對象包括現

職、已退及新進人員，除新進人員外，其餘人員或有舊制年資，改革內容除優惠

存款利息調降外；更深入根本變動公務人員退休金計算基準及基數內涵等，也就

是說，不分新舊制年資皆會有所影響。 

本來建構完整的社會安全網絡就是政府的政策，但在國家資源有限的情況下，

為使經費運用在最迫切的行政作為及合理分配在適當地方，俾使社會上各階層國

民都能普遍受到國家合理的照顧，因此希望藉本次改革來減輕國家對公務人員退

撫經費的支出，以利國家均衡施政（呂明泰，2013a：39）。預估在本次變革方案

施行後 50 年內，可以為政府節省超過 4,000 億元的財務支出（銓敘部秘書室，

2013a：42）。 

2.緩和退休撫卹基金的財務危機 

接續前段，本次變革除在舊制年資部分有效節省各級政府的人事支出外，就

新制退休撫卹基金而言，除現職、已退人員大幅降低給付外；爾後新進人員更將

建立「多層次年金制度」，採足額提撥及「確定提撥制」，不會再有潛藏債務，

讓年輕一代的公務人員不必以很高的提撥率負擔上一代的債務。根據銓敘部委託

民間機構精算的結果，如依改革方案施行，未來 50 年間，單以公務人員而言，

預估可以減輕退休撫卹基金 2,100 億餘元的潛藏負債；改革後的適足提撥費率也

比改革前的適足提撥費率下降 15%，更延後退休撫卹基金支付不足及用罄年度

（銓敘部秘書室，2013a：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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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有誘因留才用才 

現行公務人員退休金的給與，由於制度設計受到「早期公務人員待遇偏低，

所以藉由退休所得補薪資的不足；另又藉由優惠存款的補助再來補足退休所得之

不足等」思維影響，以致發展迄今，反而變成部分中低階層公務人員的退休所得

高於同等級現職人員待遇的失衡現象（呂明泰，2013a：40）。這種設計變相鼓勵

公務人員在成就退休條件時即申請退休，其可能造成公部門精英流失，導致公部

門經驗承傳中斷，嚴重影響國家施政品質與競爭力（曾明發，2009：18）。基此，

本次變革除提高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外，更大幅調降公務人員退休所得，讓退休前

後所得比例合理，增加人員留任服務意願；惟仍維持適當之所得替代率，保障退

休人員之經濟安全，以吸引更多人才加入公部門服務，兼顧精英之留才及新進人

員之用才。 

(二) 對公務人員影響而言 

1.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延後 

自 115 年以後，任職 25 年、未滿 30 年退休者，月退休金起支年齡為 65 歲，

任職 30 年以上者，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則為 60 歲。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延後 5 年，

非僅為緩衝期時年齡、年資和為 90 即符合月退休金支領條件，而係依展期年金

之設計精神，將自願退休條件和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分開，倘任職年資已滿 25 年

或 30 年，若年齡未滿 65 歲或 60 歲；仍不得支領月退休金。 

這種設計無疑會延後或縮短公務人員領取退休年金時間，並可能讓公務人員

無法在工作年資已滿足時；依個人自主意願退休，所以，本次改革之月退休金起

支年齡延後實對公務人員造成生涯規劃之重大影響。 

2.退休所得減少 

本次變革對公務人員的影響除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延後外，依前述在節省公務

預算及紓緩退撫基金財務困境之預期效益觀之；相對於公務人員當然意味著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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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之減少，且不論在職、已退或新進人員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簡單地估算，

公務人員大約要減少 20%的退休所得，改革後公務人員的退休所得合理化，不再

有退職領得比在職高的現象，還有排富濟貧的規定，也就是天花板和樓地板條款，

天花板是指所得替代率不得超過 80%；樓地板條款，是為了照顧弱勢退休人員，

對於退休所得較低者，給予最低金額的保障（考試院機要室，2013：50-51）。若

依筆者視公務人員退休金給付為「延期薪資」之見解；本次降低公務人員退休所

得之變革，無疑是變相減薪，其經濟上之影響可能造成公務人員退休生活之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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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方法 

本研究主要係透過深度訪談法蒐集及紀錄資料，佐以前述各項論理基礎，加以整

理分析並歸納出研究結果。以交通部現職人員為例，探討公務人員對於 2013 年退休

制度改革方案之認知、態度及評價，了解是類政策利害關係人之看法，期能以所得之

研究結果；提供對變革的適當建議以利改革推行。本章共分三節介紹，第一節為「研

究設計」，第二節為「研究方法」，第三節為「資料蒐集及論文撰寫過程」。 

第一節  研究設計 

質化和量化研究方法各有特長，量化研究主要以數學統計與電腦軟體應用分析為

主，然而社會科學研究主題往往相當複雜，如依靠量化研究，往往無法將複雜的社會

問題與事件作一清楚的描述。質化研究是以探索、發現和分析歸納為主要的推論模式，

透過對真實世界的觀察，對人們的生活、故事、行為等面向作研究。本研究探討公務

人員對 2013 年退休制度變革之認知、態度與評價，研究對象以交通部現職人員為例，

雖為小眾但仍具代表性及指標性意義，若以量化研究法，恐難以深入探究公務人員對

於本次變革之潛在心理因素、評價及可能產生之行為轉變，爰本研究認為採取質化研

究，將更有助於本研究之發展。現就本研究設計說明如下。 

壹、 研究設計內容 

交通部下轄約14個機關（構），組織龐大，與各項民生服務關係密切，員工對於

外部情勢的變化感應敏銳；又交通部之公務人員職系幾乎含括各類技術、行政職系，

結構完整，可謂是公務機關之縮影，是最具有參考價值的研究對象之一。故本研究採

個案研究途徑、質化研究法，以交通部現職公務人員為研究主體，依官等分為簡、薦、

委三類；依年資分為符合自願退休條件或符合並可支領月退休金與否二類；依工作內

容分為主管及非主管職二類，合計11人為研究對象，採參與觀察和深度訪談，作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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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資料蒐集的方式；另為更進一步了解非公務人員對2013年公務人員退休制度改革

之看法，探討社會公平正義面向，爰再納入2位具勞工身分之交通部同仁作為本研究

受訪對象。 

本研究訪談大綱分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探討受訪者對本次改革方案的認知，從

第一小題對整體的認知開始，依序從延退、少領、多繳等改革重要內容探討受訪者認

知程度，最後再探討說明改革要項前後；受訪者的認知差異。利用由淺至深之問題，

了解受訪者對改革方案不同面向之認知程度差異。 

第二部分探討受訪者對本次改革方案的態度，首先，第一小題先了解受訪者對於

各項改革之接受程度，次再分別詢問受訪者對支領月退休金年齡延後、退休金計算基

準等及優存利率調整、退撫基金提撥及分擔比例調整之態度；最後，再詢問對本次改

革政府政策目的及政府支付退休金與社會福利政策關係的看法。本部分除了解受訪者

對於改革項目抱持之態度外，另延伸出政府推動改革目的及公務人員退休金與社會福

利政策關係之議題，後二題並訪問具勞工身分之工級人員，期得到較衡平的資料。 

第三部分探討受訪者對本次改革方案的評價，調查受訪者對於改革方案最主要效

益；也就是舒緩財政之評價，及政府本次改革在宣導方式及規劃過程；甚至於改革方

案經壓力而產出之評價，另信賴保護原則（保障公務人員利益）及平等原則（與勞工

間平等）之議題上，受訪者抱持的看法為何？亦是本部分欲得到之資料。本部分從改

革方案規劃、宣導過程，至方案產出面對之壓力、財政效益，及信賴保護、平等原則，

包羅廣泛議題，涉及勞工之議題亦訪問工級人員，探究受訪者對各面向之評價。 

第四部分探討本次改革方案造成之影響，從改革方案施行後對自身經濟生活之行

為影響；到是否會再鼓勵別人加入公職之心理影響，及公務人員整體所得降低或月退

休金起支年齡延後對於政府及社會職場產生之影響等，就行為、心理及對政府及職場

產生之影響作訪談，最後再於第五部分聽取受訪者對於本次改革的整體建議，訪談大

綱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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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 訪談大綱 

壹 受訪者基本資料 

 一、 受訪者代號： 

二、 目前官等：□委任□薦任□簡任 

三、 現任職務：□非主管職務□主管職務 

四、符合現行自願退休條件等 

(一) 符合自願退休資格：□是 □否 

(二) 符合自願退休及月退休金起支年齡資格：□是 □否 

五、是否有優存：□是 □否 

貳 對銓敘部2013年「公務人員退休改革規劃方案」（下簡稱本次改革方

案）訪談大綱 

第一部分 對本次改革方案的認知 

 一、您對本次改革方案的內容是否了解？ 

二、本次改革「延退」部分，從俗稱85制改成90制，您知道何謂90

制？又何謂月退休金起支年齡？ 

三、本次改革「少領」部分，因退休金計算基準及基數內涵之修改，

退休所得至少減少15%；另若有優存，利率更是直接從18%降為

以9%為上限。您了解前述「退休金計算基準等」之改革內容嗎？

能否說明？ 

四、本次改革「多繳」部分，提高公務人員退撫基金提撥率及自費比

率，以退撫基金費率12%、6職等本俸1級計算，每月約須增加305

元撥繳費用。您了解本項改革內容嗎？能否說明？ 

五、本次改革方案就現職人員而言，主要內容簡述如下： 

(一) 月退休金起支年齡由任職滿25年、年滿60歲及任職滿30年、

年滿55歲；分別延後為65歲及60歲。 

(二) 退休金計算基準從106年起從最後在職本（年功）俸改為往

前10年平均俸額；至111年以後改為往前15年平均俸額。 

(三) 退休金基數內涵從最後在職本（年功）俸2倍，兼具新舊年

資者自109年改為平均俸額1.6倍；純新制年資者自108年改為

平均俸額1.7倍。 

(四) 退撫基金提撥法定費率由12%-15%改為12%-18%；政府與公

務人員分擔比例由65%、35%改為6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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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優存利率自106年調降為12%，自110年以後，以臺灣銀行1年

期定期存款固定利率加7%，並以9%為上限。 

請問，前述說明與您對本次改革方案的認知有無差異？ 

第二部分 對本次改革方案的態度 

 一、承第一部分五，您對本次改革方案內容有哪一項或哪些項是支

持、尚能接受或不能接受？原因為何？ 

二、現行公務人員至少55歲才可支領月退休金，有學者認為太年輕，

主張延後（本次改革方案延至60歲），您認同這種說法嗎？原因

為何？ 

三、退休金計算基準改為往前15年平均俸額，基數內涵改為平均俸額

1.6倍（具新舊制年資）及1.7倍（純新制年資），另優存利率改為

以9%為上限。前述改革主要係為降低公務人員退休所得替代率，

您認同所得替代率應調降嗎？原因為何？ 

四、退撫基金提撥，政府與公務人員分擔比例由65%、35%改為60%、

40%，您認為調昇個人負擔比例合理嗎？原因為何？ 

五、您認為政府為什麼要推出本次改革方案？（例如：舒緩財政壓

力、政治考量、永續發展等），又本次改革方案之目的另一說法

係為拉近公務人員與勞工退休所得之差距，您對這種說法的看法

又為何？  

六、您認為由政府支付的公務人員退休金，與政府整體之社會福利政

策推動有何關係？ 

第三部分 對本次改革方案的評價 

 一、如改革方案通過施行，您認為對政府、退撫基金財政有無助益？ 

二、本次改革方案在信賴保護原則之爭議上，您的看法為何？如有信

賴保護之適用，若改革方案通過施行，您會不會行政救濟？ 

三、本次改革方案在平等原則之爭議上（與勞工之間），您的看法為

何？是否能實現社會（職業間）公平正義？原因為何？ 

四、您認為政府對本次改革方案之宣導方式及規劃過程是否妥適？ 

五、本次改革方案係受政黨、勞工及媒體等多方利益團體影響下的產

物，對此您的看法為何？ 

第四部分 本次改革方案對公務人員之影響 

 一、退休所得減少等本次變革內容，對您個人的自願退休意願與生涯

規劃有無影響？是否在未來會對您的家庭經濟或生活造成改變？ 

二、為何選擇當公務人員，原因為何？您會鼓勵子女或親朋好友投入

嗎？原因又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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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您認為如公務人員之整體所得（在職及退休所得合計）不較企業

界優渥，對政府用人或社會職場生態會產生何種影響？ 

四、您認為如果公務人員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再次延後，對政府機關的

人力運用方面，將造成何種影響？ 

第五部分 您對本次改革方案在內容、過程或改革方向等有何期許與建議？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本研究設計在增加「信度」與「效度」方面，主要考量下列因素：在信度方面，

訪談前，先表明研究者身份並告知本研究之目的、詳細說明資料歸納分析的方法，清

楚紀錄訪談對象等資訊，訪談紀錄以e-mail請受訪者確認內容，降低偏誤，並在受訪

者同意下，使用錄音筆錄下訪談內容，同時避免不客觀、先入為主的偏誤。 

效度部分，擇取交通部不同背景資料的受訪人員、具各階層代表性之訪問對象，

將所得資料與指導教授討論，經由教授的回饋與指導，有助於筆者保持客觀的立場，

並得到較符合本研究關切面向之資料。另為確保資料的完整，將資料作良好的分類和

歸檔，並與參與者保持良好關係，忠實轉錄資料及作觀察筆記，以提高所得紀錄之效

度。 

貳、 研究對象與取樣 

一、 研究對象 

研究分析單元的選擇必須密切配合主要的研究問題，必須把研究範圍清楚地定義

出來（張宏榮等，2008：7）。本研究選擇交通部具代表性之各階層、符合不同退休條

件之受訪對象等作深度的研究，目的就是選擇資訊豐富的受訪者，以求所得紀錄、資

料能回答本研究所關注的問題，爰本研究就深度訪談對象區分為二類：主要為第一、

本研究關注焦點，因2013年公務人員退休制度擬變革方案所影響之交通部現職公務人

員，原規劃訪問簡、薦、委不同官等人員各10位，合計30位；惟部分人員以業務繁忙

或無人受訪再接受訪問等敷衍話語婉拒，故實際受訪人員計11位，婉拒之比例頗高也

可看出公務人員對於自身權益的表達多半抱持高度戒心；第二、為求觀點衡平，就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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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大綱中與勞工有關的部分；訪問交通部現職技工、工友（具勞工身份）計2位。期

望本研究能藉由筆者本身係交通部組織內成員，以參與觀察法併同向前述人員進行深

度訪談之研究方式，得到本研究題旨所關切問題之研究結果，訪談人員列表如下。 

表 3- 2 訪談人員表 

人員類別 官等 職稱 
主管

與否 

是否符合

自願退休 

是否符合

月退休金

起支年齡 

是否有

優存 
編號 

公務人員 

簡 單位主管 是 是 是 是 A 

簡 
單位 

副主管 
是 是 否 是 B 

簡 專門委員 否 是 是 是 C 

簡 簡任秘書 否 否 否 是 D 

薦 科長 是 否 否 否 E 

薦 專員 否 否 否 否 F 

薦 專員 否 否 否 否 G 

薦 科員 否 否 否 否 H 

薦 科員 否 否 否 否 I 

委 辦事員 否 否 否 否 J 

委 辦事員 否 否 否 否 K 

勞工 
 技工  L 

 工友  M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二、 取樣方法 

本研究取樣方法考量便利性、豐富性、關鍵性及代表性，分述如下： 

(一) 便利、豐富性 

筆者選擇自身服務機關交通部內現職公務人員作為研究對象，主要係基於便利

性。筆者平日與被研究者有工作上之連結與互動，能以同仁的身分觀察被研究者因

本次公務人員退休制度變革所產生之各種反映，且容易取得被研究者（同仁）之信

任。另本研究依官等、主管及符合自願退休條件與否等不同任職背景，擇定為被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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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對象，並邀請具勞工身分之技工、工友（代表一般民眾立場），提供較客觀之意

見，所以，本研究的訪談對象又具豐富性。 

(二) 關鍵、代表性 

研究者選擇就訪談問題切身相關的受訪者，作為取樣對象，這些人現在或是未

來在退休議題上，都可能因為變革帶來的改變造成行為上相應的變化，是本次變革

中的主要政策利害關係人；再輔以同組織但是具勞工身分的受訪對象，聽取不同身

分人員的看法，就本研究主題而言，取樣對象具有關鍵性。另本研究的焦點，交通

部現職公務人員中，抽取簡任官4位、薦任官5位、委任官2位，其中，主管3位、符

合自願退休條件與否等各占一定比列，前述受訪者在公務人員族群中具代表性；另

就同組織但具勞工身分之技工、工友聽取其對於變革方案之看法，亦具勞工族群一

定程度之代表性。 

第二節  研究方法 

以參與觀察和深度訪談法蒐集本研究主題之第一手資料，運用其所具備之彈性、

多元、省思及參與等特性，以滿足本研究目的，分述如下： 

壹、 參與觀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 

參與觀察意謂研究者扮演雙重身分，一為參與者；另一則為觀察者。除了觀察被

研究者外顯的行為表現外，更重要的是了解其行為表現所代表的真正或其隱含之意義，

在此法原則下，觀察者應儘量融入被觀察者當中，並且盡量維持原有觀察環境內的狀

態。例如美國社會學家T.M.Osborne以罪犯身分進入監獄，與犯人生活在一起，不僅

他對犯人生活有親身體驗，而且犯人把他看成自己的同夥，對他無所顧忌，從而使他

真正了解犯人的心理與行為狀況（葉至誠等，2011：128）。如以本研究為例，觀察

者應以和緩、平靜甚或以朋友的關係觀察被觀察者對2013年公務人員退休制度改革之

反映，最好能讓被觀察者將觀察者視為全部被觀察者之一份子，作到不被排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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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較容易獲得真實現象的資料。 

研究者可以藉由參與觀察發現參與者未注意之處，常因本身參與其中而能觀察到

表面看不到的事實，也就是較容易獲得有用、真實的資料。其缺點則可能有受觀察的

人會因而改變行為、訊息資料受到觀察者偏差的篩選等。 

在本研究中，因筆者係被觀察者（交通部現職公務人員）之一員，平日與被研究

者維持良好互動關係並相互信任，相當容易融入被觀察者中；又本身職掌工友人事業

務與人事處主政之公務人員人事業務同仁亦多有接觸，對於人事政策之制定、執行及

退休制度有相當程度的了解，故可以說是平時就利用機會持續觀察交通部公務人員對

退休制度變革的種種反映。 

貳、 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 

深度訪談是一種有目的性的交談對話，指研究者就研究主題去訪問被研究者，與

被研究對象交談、詢問的一種活動。研究者可以藉由談話的方式了解訪談對象的想法、

感受和經驗等，能建構第一手資料，其對研究主題會有較深入的描述。 

本研究採用半結構訪談的形式，由研究者引導，蒐集研究對象的情緒、反應、語

言等資料，藉以了解研究對象的真實想法。一個成功的訪談是在訪談間能維持訪談焦

點與深入探索間的平衡，訪談者需學習控制那股想去和受訪者解釋、澄清的衝動，方

能得到豐富的答案（Deborah K. Padgett，轉引自張麗玲，2008：48）。利用有技巧的

詢問和專注的傾聽，來蒐集受訪者真實想法的第一手資料。深度訪談之優點有助於對

問題作更深度、廣度的了解並可適度控制訪問情境，就不同的問題或假設進行不同面

向的了解、詢問，有助於問題深入的解析；其缺點可能會牽涉到訪談者的主觀想法，

其對少數人的訪談代表性亦常受質疑，訪談的安排與進行中，常充滿許多不可預期性，

難以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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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料蒐集及論文撰寫過程 

本研究從資料蒐集至論文撰寫，分為三階段，說明如下。 

壹、 第一階段資料蒐集過程 

本研究第一階段主要係依銓敘部2013年4月〈公務人員退休制度改革規劃方案說

帖〉之推出，引發研究動機及目的，據以提出本研究主題。從2013年6月至2013年10 月

間，從國家圖書館實體、網路等資訊管道，蒐集相關學術期刊、文章及學位論文等研

究資料，經過文獻探討，確定本研究主題之可行性、欲求得之研究結果及達成之目的；

並以2013年10月至2013年12月間為參與觀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期間，進行2013

年公務人員退休制度之擬改革對交通部公務人員行為影響之觀察。 

貳、 第二階段選取研究對象及訪談 

本研究第二階段從2013年12月至2014年1月，先與指導老師討論選取研究對象及

設計訪談大綱，並進行初訪，並依據初訪結果再修正訪談大綱內容，於2014年1月至4

月的4個月時間實際進行與交通部現職公務人員及具勞工身分之技工、工友之深度訪

談（in-depth interview），進行面對面訪談後作成訪談紀錄。 

參、 第三階段資料的分析及撰寫結論 

至訪談結束（2014年4月間），針對訪談資料、紀錄進行處理與分析，撰寫研究結

果，並檢視所得結論是否達成研究目的、欲獲得之問題解答，進而提出適當建議，作

為爾後考試院研議規劃公務人員退休制度改革之可行方向或參考，使公務人員退休制

度能更健全、改革之路能更順利可行並更讓被改革者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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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資料分析與討論 

本章將分五節分析與討論訪談結果，訪談大綱如表3-1。第一節「對本次改革方案

的認知」，就不同任職背景的現職公務人員，探討他們對本次變革的內容（延退、少

領、多繳）之了解程度，並比較向受訪談者說明改革重點前後之認知是否有差異，此

節除探討受改革對象對改革內容是否清楚外；也能間接初步確認改革方案的宣導成效。

第二節「對本次改革方案的態度」，先探討受訪者對改革方案各項目之支持度；再就

退休年齡、所得替代率、退撫基金分擔比例分別探究受訪者抱持之態度；最後訪問受

訪者對於政府推出改革方案目的之看法，包含對改革方案與社會福利政策關係的看法。

第三節「對本次改革方案的評價」，探討受訪者對於改革方案在舒緩財政壓力、信賴

保護及平等原則上之評價，及對於方案規劃過程和產出方式之看法。第四節「本次改

革方案的影響」，探討本次改革方案對於公務人員未來生涯規劃及經濟生活的影響、

選任公職的心理因素、公務人員認為改革方案對於職場及政府人力運用的影響。第五

節「對本次改革方案的期許與建議」，彙整受訪人員對改革方案整體之改進建議。受

訪人員代號，以英文字母A、B、C…表示，詳見表3-2。 

第一節  對本次改革方案的認知 

認知（Cognition）一詞在不同學派，有不同解釋。根據完形心理學的觀點，認知

是個體思考與解決問題的內在歷程。皮亞傑（J. Piaget）的認知發展論則視認知為了

解或認識內外環境的心理歷程，藉由調適與同化等認知運作，促使認知的發展。就認

知心理學的訊息處理論而言，認知是指個體接收訊息與使用訊息的心理歷程。近代學

者對認知採較廣義的定義，主張認知是個人經由意識活動對刺激了解與認識的心理歷

程（國家教育研究院，2013）。交通部現職公務人員對本次改革方案的認知，本研究

定義為對變革內容之了解程度，依訪談大綱（第一部分）順序摘錄受訪人員之回答，

並以訪談大綱問題編號（本章皆同）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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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您對本次改革方案的內容是否了解？ 

A 單位主管：「之前媒體整天報導，不想看都不行，所以有一定程度的了解」。B

單位副主管：「了解，之前在人事單位待過，對這方面的議題都有在關心」。C 專門委

員：「應該算了解，好像公務人員的退休金被砍掉很多」。D 簡任秘書：「大概了解，

因為還沒有到退休的時候，不過有看報紙、媒體的宣導，大約了解，但不是百分之一

百了解」。G 專員：「大方向是了解的，但是細節不是很清楚」。其餘受訪人員表示：

「不太了解」。F 專員更表示：「不須要去了解，像這種事情都是船到橋頭自然直，不

用白擔心」。初步就研究對象訪問其對改革方案內容之認知，僅部分人員認為自己了

解，且官等薦任以下人員似乎對本次改革方案較不關心，可能因為是類人員距離可自

願退休年紀尚遠。 

二、本次改革「延退」部分，從俗稱 85 制改成 90 制，您知道何謂 90

制？又何謂月退休金起支年齡？ 

A 單位主管：「85 制才沒施行多久，又改成 90 制，未來不知會改到多老？85 制

就是年齡加年資等於 85；反之 90 是加起來等於 90，月退休金起支年齡是不是同樣意

思？這倒是不太清楚」。B 單位副主管：「年齡加年資和為 90，現行的月退休金起支年

齡最少是 55 歲；這次改革將改成 60 歲，基本上就是將自願退休條件和月退休金領取

資格脫鉤，但是沒了月退休金，我真不知退休的意義何在？如何生活？」。D 簡任秘

書：「這個知道，90 制就是公務人員服務年資加年齡等於 90，比如說服務滿 30 年，

年齡 60 歲，加起來等於 90；服務 25 年，年齡 65 歲，加起來也是 90。月退休金起支

年齡從考試院公布的資料，自 115 年起，65 歲或 60 歲後才可以開始支領月退休金，

這些都是這次改革新的規定，也就是比現行規定延後 5 年」。G 專員：「大概知道吧，

90 制就是 65 歲，工作 25 年退休或是 60 歲，工作 30 年退休」。受訪人員皆了解何謂

90 制，但如前述，除 B、D 人員對月退休金起支年齡有較正確的認識外，其餘人員對

這方面不甚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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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改革「少領」部分，因退休金計算基準及基數內涵之修改，退

休所得至少減少 15%；另若有優存，利率更是直接從 18%降為以

9%為上限。您了解前述「退休金計算基準等」之改革內容嗎？能否

說明？ 

A 單位主管：「真的？那真是大失血，怪不得媒體說公務人員是砍一大刀，我知

道退休金的計算基準是由最後在職薪水改為往前幾年平均薪水，基數內涵似乎是改為

1.6 還是 1.7 倍？這樣算起來，真的是減少很多」。D 簡任秘書：「知道，計算基準是從

最後在職俸額改為往前 15 年平均俸額，有舊制年資基數內涵從本俸乘 2 改為乘 1.6；

純新制年資則改為乘 1.7，臺銀的優存也減少，我的舊制年資 10 年多，改革後 1 個月

大概減少 8 千多元」。E 科長：「我沒優存，所以影響不大吧？退休金的計算基準應該

是從最後在職薪水改變成平均薪水，現在的基數內涵是本俸乘 2，未來將降為 1.6 還

是 1.7？感覺還好，不至於太低」。G 專員：「大致上了解，反正就是領的錢變少」。H

科員：「不知道，本身對公務人員相關法令沒研究，而且沒有優惠存款，應該影響不

大？」。J 辦事員：「不知道，只是當初從中華電信轉任過來就是為了公務人員的月退

休金，沒想到現在將有這麼大的改變」。受訪人員中，約半數了解退休金計算基準等

改革內容，另半數不了解。E 科長、H 科員甚至覺得因為本身沒有優惠存款，所以影

響不大。 

四、本次改革「多繳」部分，提高公務人員退撫基金提撥率及自費比

率，以退撫基金費率 12%、6 職等本俸 1 級計算，每月約須增加 305

元撥繳費用。您了解本項改革內容嗎？能否說明？ 

B 單位副主管：「現行退撫基金提撥率是本俸加 1 倍之 12%，據之前訊息，公務

人員退休金不僅將少領，更是要多繳，但是依您的剛剛的說明，每月才多繳幾百元，

似乎還算能接受，至於這個部分的改革內容，並不清楚」。C 專門委員：「不清楚，如

果每月僅多繳幾百元，那還可以」。D 簡任秘書：「依之前翻閱的資料，退撫基金提撥

率經 4 次精算，如果不改革，未來將會破產，預估 109 年後會產生收支不足的現象，

甚至到 118 年全部用光，所以必須要作改變，公務人員自費的比率要提高，這也牽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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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退撫基金的投資運作，據了解，去年大賺 200 億，當然，這是行情好時，有時也會

高低起伏」。G專員：「我不是很清楚細項，但是應該就是退休後每個月領的錢會變少」。

J 辦事員：「因為本身在做出納的工作，所以對這方面較了解，退撫基金的法定提撥率

是 12%，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4 條規定，法定費率是 12%到 15%，現行 12%，政府

與公務人員分擔比例為 65%及 35%；改革後可能改為 60%及 40%，公務人員負擔將增

加 5%」。受訪人員除 J 辦事員因工作上有接觸，所以對這部分了解的較詳細外，大部

分人員對現行或改革後退撫基金之提撥率及分擔比例皆不是十分清楚。 

五、本次改革方案就現職人員而言，主要內容簡述如下： 

(一) 月退休金起支年齡由任職滿 25 年、年滿 60 歲及任職滿 30 年、年

滿 55 歲；分別延後為 65 歲及 60 歲。 

(二) 退休金計算基準從 106 年起從最後在職本（年功）俸改為往前 10

年平均俸額；至 111 年以後改為往前 15 年平均俸額。 

(三) 退休金基數內涵從最後在職本（年功）俸 2 倍，兼具新舊年資者

自 109 年改為平均俸額 1.6 倍；純新制年資者自 108 年改為平均

俸額 1.7 倍。 

(四) 退撫基金提撥法定費率由 12%-15%改為 12%-18%；政府與公務人

員分擔比例由 65%、35%改為 60%、40%。 

(五) 優存利率自 106 年調降為 12%，自 110 年以後，以臺灣銀行 1 年

期定期存款固定利率加 7%，並以 9%為上限。 

請問，前述說明與您對本次改革方案的認知有無差異？ 

A 單位主管：「大部分資訊都是在媒體上得知，與原來想的是差不多，但是經過

說明後是比較清楚改革方案細部內容」。B 單位副主管：「基本上就是延退、少領及多

繳，與原來的認知無太大差別，但是平常連薪水都不是很注意在看數字，退撫基金提

撥率及分擔比例之變動幅度，是說明前較不清楚的」。E 科長：「早就聽說這次改革對

公務人員會影響很大，但是本來只覺得延後退休年齡有影響，聽完說明後才知道退休

金將會少領這麼多」。G 專員：「與原來認知上差異不大」。H 科員：「原以為只會影響

到未來新進人員，現在知道連現職人員都會受到這麼大的影響，經過說明後，是比之

前的認知清楚多了」。受訪人員幾乎皆認為原認知與改革方向之大原則無異，但是經

過說明後，較清楚細部的改革內容。 



 

95 
 

依訪談結果，發覺官等簡任以上受訪人員似乎對本次改革較關心，且認為自己對

改革內容有一定的了解。簡任人員中有 3 人符合自願退休條件；其中 2 人更符合月退

休金起支年齡。薦任以下人員可能因為年資尚淺，對本次改革方案較不關心。 

對「延退、少領、多繳」之認知度而言，全部受訪人員都了解 85 制和 90 制，但

是僅 2 人了解月退休金起支年齡，簡任人員皆符合自願退休條件，卻不知月退休金起

支年齡的可能原因，推測是因渠等以屆齡退休為目標。整體而言，公務人員較不了解

「展期年金」之規定，年齡年資合常與月退休金起支年齡有混淆之情況。退休金計算

基準及基數內涵之修改約半數受訪者了解，更有人因為沒優惠存款，認為對自己影響

不大。退撫基金提撥率及自費比率部分，除 1 人因工作上有接觸較了解外，其餘人員

不了解。聽完說明後，受訪人員皆認為原認知與改革方向之大原則無異，但是經過說

明後，的確較清楚。 

以下綜整受訪者在延退、少領、多繳改革項目之了解程度，以○（30 分）代表了

解、△（20 分）代表尚了解、╳（10 分）代表不了解，計算受訪者總得分。分數設計

的邏輯是得 2╳以上者必然不及格（低於 60 分），得 1╳者必須至少有 1○方能及格

（高於 60 分），如得 3○者再加 10 分以區隔其與其他非全部項目皆了解者之了解程

度。依此法計算，受訪者中僅 A、B、D、G、J5 人得分在 60 分以上，比例僅約 45%，

且無人得滿分，列表如次。 

 

 

 

 

 

 

 



 

96 
 

表 4- 1 受訪人員對本次改革項目認知之彙整 

人員

編號 
職稱 延退 少領 多繳 總分 

A 單位主管 △ ○ ╳ 60 

B 
單位 

副主管 
○ ○ ╳ 70 

C 專門委員 △ ╳ ╳ 40 

D 簡任秘書 ○ ○ △ 80 

E 科長 △ △ ╳ 50 

F 專員 △ △ ╳ 50 

G 專員 △ △ △ 60 

H 科員 △ ╳ ╳ 40 

I 科員 △ ╳ ╳ 40 

J 辦事員 △ ╳ ○ 60 

K 辦事員 △ △ ╳ 5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二節  對本次改革方案的態度 

態度（Attitude）是指個人對四周環境的人、事、物所秉持一種相當持久而一致的

行為表現。由心理學的觀點來分析，態度主要包括三個重要成分：1.認知成分，對事

物的認識或信念。2.情感成分，對事物的歡喜或愛惡的程度。3.行為成分，表現於外

顯的行為。態度含有個人價值與道德判斷，是人格的一部分，不易測量。學者普遍認

為態度是後天學習而來的，透過操作制約、模仿、楷模學習等社會化歷程，加上有意

的社會增強，逐漸學習而形成（國家教育研究院，2013）。交通部現職公務人員對本

次改革方案的態度，本研究定義為對變革項目之支持程度及對特定議題的觀點，依訪

談大綱（第二部分）順序摘錄受訪人員之回答（五、六題一併訪問勞工，以了解勞工

與公務人員看法是否有差異），分述如下： 

一、承第一部分五，您對本次改革方案內容有哪一項或哪些項是支持、

尚能接受或不能接受？原因為何？ 

C 專門委員：「這次的改革有其背景，雖然外界對公務人員的批評不一定合理，



 

97 
 

但是改革內容基本上是合理的，例如，退休金計算基準從最後在職俸額改為平均俸額、

調降優惠存款利率都是能支持的，但是退休金基數內涵改為平均俸額的 1.6 倍，實在

降太多了，落差太大，可能是較不能接受的一項，但是為了退休基金永續發展，身為

公務人員的一份子，整體算是能接受的」。D 簡任秘書：「全部都尚能接受，主要是體

恤國家，這個改革方案之前媒體吵很久，身為公務人員只能配合政策推動，希望退休

制度能長久發展，改革主要是打破世代不均，也是因為勞工退休金相較之下太少，例

如：太太 60 歲退休，退休後 1 個月可能才能領 3 萬元。如果不作改革；不管是公務

人員或是勞工可能變成雙輸，最後連退休金都領不到，所以現在政府要預先規劃，雖

然改革後可能每月少領約 2 萬元，但是可能仍較勞工為優厚」。E 科長：「較能接受優

存利率調降，因為本身並沒有優惠存款，現在領的主管加給，退休金的計算並未涵括，

未來相關計算基準再次調降後，勢必少領更多，本次改革項目都是尚能接受而已」。

F 專員：「當然是無法接受，如果硬要選擇，可能只有調高提撥率、調降優存利率能接

受，因為若要退休生活無虞，本來就該在工作時多提撥一些，以保障退休生活；優存

利率在現今低利率時代，
26
本來就容易受到大家質疑，但是其他改革項目對未來退休

金領取金額變動太大，難道都沒信賴保護的適用嗎？」。G 專員：「較能接受或是支持

以前 15 年平均俸額計算退休金，我覺得這樣很公平，以工作表現換取退休金，而工

作表現可長遠觀察，並非以退休前 1 年到什麼職位決定。間接鼓勵公務人員維持工作

表現與態度」。K 辦事員：「在職時的薪水就沒有跟一般勞工差多少，甚至比很多勞力

的勞工還少，進入公務機關就是希望未來退休時能維持一定的生活水準，就是希望能

有不錯的月領退休金，但是如今福利越改越差，基本上只有延後退休年齡、提撥率調

高還尚能接受，其他都不能接受；至於優惠存款利率調降是支持的」。除列舉前述受

訪人員意見外，再綜合其餘人員意見，作成表 4-1： 

                                                      
26 據臺灣銀行利率匯率/新台幣存(放)款牌告利率，1 至未滿 2 年固定利率 1.380、2

年至未滿 3 年固定利率 1.425、3 年固定利率 1.470，2014 年 4 月 13 日，取自：

http://rate.bot.com.tw/Pages/TWN001/TWN00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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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 受訪人員對本次改革項目態度之彙整 

人員

編號 
職稱 

月退休金起支

年齡延後 

退休金計算基

準改平均俸額 

退休金計算基

數內涵改為平

均俸額 1.6 或

1.7 倍 

退撫基金提撥

法定費率及分

擔比例調整 

優惠存款利率

調降 

支持 
尚能

接受 

不能

接受 
支持 

尚能

接受 

不能

接受 
支持 

尚能

接受 

不能

接受 
支持 

尚能

接受 

不能

接受 
支持 

尚能

接受 

不能

接受 

A 單位主管  ■      ■      ■    ■      ■      

B 
單位 

副主管 
  ■      ■      ■    ■      ■      

C 專門委員   ■    ■          ■    ■    ■      

D 簡任秘書   ■      ■      ■      ■      ■    

E 科長   ■      ■      ■      ■    ■      

F 專員     ■      ■      ■    ■      ■    

G 專員   ■ ■    ■   ■   ■  

H 科員     ■    ■      ■      ■    ■      

I 科員   ■    ■        ■    ■      ■      

J 辦事員   ■    ■          ■    ■    ■      

K 辦事員   ■        ■      ■    ■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現行公務人員至少 55 歲才可支領月退休金，有學者認為太年輕，

主張延後（本次改革方案延至 60 歲），您認同這種說法嗎？原因

為何？ 

A 單位主管：「雖然是還能接受退休年齡延後，但是誰不想早點退休？不過 50 幾

歲正是工作經驗和歷練最純熟的時候，這時就退休是有些可惜；是可以把退休年齡延

後，對國家作更多貢獻」。D 簡任秘書：「55 歲退休可能真的太年輕了，政府好不容易

培養一位公務人員，卻這麼早退休；領取退休金遊山玩水，對這整個社會正義有點不

太公平，尤其是老師，我認識很多老師都是 55 歲就退休」。F 專員：「現代人年老時常

會有很多文明病，工作的目的是為了讓生活的條件更好；享受退休生活，如果退休的

年齡一直延後，那要如何享受工作帶來的果實？所以我不認為 55 歲退休太年輕」。G

專員：「我覺得 60 歲或 65 歲才退休年紀太大了，因為就算是國人平均壽命延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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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由於個人身體狀況不同而在 60 幾歲時早已疾病纏身。或許部分公務人員選擇從

事公職是礙於現實考量，心中仍有自己的理想希望能在退休後可以實現，但是如果 60

或 65 歲才退休，也許身體狀況已經不允許開發新生活了。在工作方面，表現也不會

比年輕人好」。H 科員：「現行制度會太年輕就退休嗎？我不認同。月退休金支領年齡

如果延後至 60 歲，就算能早一點退休，如果不能領月退休金；又該如何生活？」。現

行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太年輕之說法，11 位受訪者中，除 F、G、H 不認同外；其餘人

員持較認同及肯定的態度，認為應該能再服務久一些，對國家和政府作出貢獻。 

三、退休金計算基準改為往前 15 年平均俸額，基數內涵改為平均俸額

1.6 倍（具新舊制年資）及 1.7 倍（純新制年資），另優存利率改為

以 9%為上限。前述改革主要係為降低公務人員退休所得替代率，

您認同所得替代率應調降嗎？原因為何？ 

B 單位副主管：「退撫舊制有 18%優惠存款，在退撫新舊制的過渡期間，更有很

多的優惠措施，例如年資補償金等，都是造成公務人員的退休所得替代率可能超過

100%之原因。但是退撫新制施行後，優惠存款已經有關門機制，現在所得替代率已經

降低很多，不合理的現象已經改善。為了國家財政健全，是還能接受所得替代率的向

下修正，但是也不能一直往下要求與勞工齊頭式的平等」。C 專門委員：「我認為應該

回歸到退休基金的運作問題，而不是一昧要降低公務人員的退休後所得，將所得替代

率壓低」。D 簡任秘書：「這樣改就是希望公務人員退休後之退休金不會比現職薪水還

多，像我剛剛提到我有新舊制，改為本俸乘 1.6 倍；連主管、專業加給也沒有列入，

很單純的計算方式，就是希望退休金之給與，不要變成不合理的現像，整個改革的方

向是沒有錯的，算是符合社會公義」。F 專員：「如果能維持較高的水得替代率，對退

休後的生活才有保障，我不覺得公務人員的退休金所得替代率應該往下調整」。G 專

員：「基本上所得替代率調降就是會造成退休後所得降低吧，我覺得公務人員應該都

是不認同的，但是如果真的要降低，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可以置喙的餘地，因為也還沒

到馬上要退休的年紀」。J 辦事員：「優惠存款利率的調降我是支持的，退休金的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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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最後在職薪水改為往前數年平均值，也滿合理的；但是計算的基數內涵改為 1.7 倍，

真的減少很多，我不能接受，我覺得公務人員就是希望退休時能有不錯的退休金供生

活，為何所得替代率一定要降低呢？」。K 辦事員：「退休金所得如果比在職時高，的

確不合理，但是我本身是純新制，並沒有 18%優惠存款，現在的薪水也頂多同一般上

班族，所以，我只贊成調降優惠存款利率，其他如直接變動退休金的基數內涵等；我

是不贊同的，現在的所得替代率我認為是合理的」。除前述列舉之受訪人員意見外，

其餘受訪者對於退休所得替代率調降所抱持的意見是「能維持合理的生活水準就好」，

沒有太強烈的意見的支持或反對意見。 

四、退撫基金提撥，政府與公務人員分擔比例由 65%、35%改為 60%、

40%，您認為調昇個人負擔比例合理嗎？原因為何？ 

A 單位主管：「因為政府的財政有越來越困難的趨勢，公務人員在國家政府中工

作，多負擔 5%退撫基金之提撥，算是可以接受支持的，主要是希望公務人員退撫基

金能長遠發展，細水長流」。D 簡任秘書：「這部分我倒是沒有什麼意見，因為之前說

到要讓退撫基金寬裕一點，個人比例只提高 5%，我還算能接受。多提撥 5%讓整個水

庫的進帳能夠增加很多，讓退撫基金能很寬裕的充分來利用，例如：作投資、收息等」。

E 科長：「提高個人提撥比率算是變項減薪，但是如果銓敘部經過計算後，認為退撫

基金提撥率應該提高；為了基金能永續發展，我是認為還算合理」。G 專員：「跟前一

題一樣，如果政府非得要調高提撥率，我想公務人員是沒有什麼反對的餘地，所以沒

有太多的想法」。除前述列舉之受訪者意見外，其餘人員基本上對調高提撥率有正面

的回應。 

五、您認為政府為什麼要推出本次改革方案？（例如：舒緩財政壓力、

政治考量、永續發展等），又本次改革方案之目的另一說法係為拉

近公務人員與勞工退休所得之差距，您對這種說法的看法又為何？  

A 單位主管：「我覺得國家的財政狀況越來越緊繃，公務人員的退休金制度本來

就應該作全面性的檢討，這次公務人員退休制度的改革，可以說是陰錯陽差；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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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是因為勞工退休金保險制度發生的問題，促使公務人員退休金制度必須作更大幅度

的變動，我是覺得應該放下各自的本位主義，以讓國家永續經營發展的方向，看待這

次公務人員退休金制度的變革」。B 單位副主管：「這次的改革主要是起因為勞保基金

的給付壓力所致，也就是說勞工保險基金面臨破產的危機，在一片重新檢討退休金給

付制度的輿論中；公務人員的退休撫卹制度當然不能置身事外，這次的改革方案絕對

有舒緩財政壓力的成效，但我覺得從『公務人員砍大刀、勞工微調整』的結果來看，

的確具有拉近兩者間退休金給付的用意」。D 簡任秘書：「我倒是覺得拉近公務人員與

勞工間退休所得這種說法比較是政府的考量，因為整個媒體、社會氛圍就是反公務人

員；同情較弱勢團體，尤其是勞工階層，所以說這次調整基本上是讓公務人與勞工所

得不要差距太遠，其他的說法比較是螢光幕上的說法，拉近公務人員與勞工退休所得

之差距是比較貼切」。F 專員：「我認為這次的改革絕對有政治力介入，媒體對此一議

題也常常提出對公務人員不公平的看法，我認為這次政府推出的改革方案應該是政黨

角力後的結果」。G 專員：「舒緩財政壓力和政治考量，我想也是為了拉近公務人員和

勞工的退休所得。但是，拉近彼此退休所得真的有必要嗎？又不是共產國家，既然社

會是要自由發展的，為什麼要拉近？比起這個，我想貧富差距才更應該縮小，才更是

公平正義的表現」。H 科員：「我認為是有政治因素的種種考量，應該是在野黨的壓力

吧？依這種變革方案呈現出的結果，顯然就是把公務人員的退休所得和勞工作一定程

度的拉近」。J 辦事員：「我認為這次改革方案有多種功能，您剛剛說的我覺得都涵括

在內，從延後退休金發給年齡、退休金計算基準等改變；看起來是有舒緩財政壓力的

效果，當然，這或許是為了退休金制度永續發展，但是也真的拉近了公務人員和勞工

間退休金給付金額的距離」。L 技工：「公務人員退休福利太好，很多人又有優惠存款，

不管是公務人員調降；或是勞工調升退休所得，總之，拉近彼此間的差距是合理的」。

M 工友：「公務人員的退休金相較於勞工的勞保給付有投保金額上限的屋頂限制，實

在好多了，我認為這次改革具有國家永續發展及拉近公務人員和勞工退休所得 2 項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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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本題除訪問公務人員外；亦訪問交通部 2 員具勞保身份之技工和工友，為

了解受訪人員對政府政策之大致態度，綜合受訪人員認為政府推出本次改革之目的，

依人次（受訪者依個人意見複數選擇）作成圖 4-1： 

 

圖 4- 1 受訪者對政府本次改革目的之態度 

資料來源：筆者自繪 

六、您認為由政府支付的公務人員退休金，與政府整體之社會福利政策

推動有何關係？ 

A 單位主管：「之前看到報導，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每年編列大筆人事預算在

支應公務人員的退休金，如果逐年增加；對於政府的財政收支一定會有影響，但是公

務人員是依法領取應該享有的退休金，也可以算是辛苦工作一輩子後的應得報酬，而

且，民眾也需要公務人員提供的多種服務，所以，我認為公務人員之退休金應該與社

會福利政策沒有直接衝突」。B 單位副主管：「當然，如果公務人員的退休金逐年增高，

可能會造成預算的排擠效應，但是說到政府的社會福利政策項目，我認為是該檢討的

時候了；該確定我國究竟走福利國家的路線？還是資本主義？因為 2 者的政策是不同

的，稅收比率也不同。公務人員的退休所得只要在合理的範圍內，我認為是與社會福

利政策不衝突的」。C 專門委員：「政府的社會福利政策推動多半跟選舉有關，有些錢

根本就是不應該花的，也造成很多浪費，例如：之前媒體報導的假老農等，有大筆財

產卻領取政府的補助津貼，造成社會福利資源的浪費。我覺得如果要檢討公務人員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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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金與社會福利政策的關係，不如先檢討社會福利政策支出是否花在刀口上」。G 專

員：「我覺得不一定有，因為節省的經費不一定會用在社會福利」。H 科員：「公務人

員的人事經費應該說算是政府運作的必要成本，應該與社會福利政策無關，例如：現

在很多人詬病的健保黑洞；是與醫療資源的浪費有關，而不是因為公務人員的退休金

造成」。I 科員：「我覺得應該無關，政府的社會福利政策常常是遇到選舉就大開支票，

我很懷疑我們國家是否真有那麼多錢來發放，應先檢討是否有不必要的社會福利措施，

而非又拿公務人員開刀」。L 技工：「公務人員的退休金如果領太多；社會福利政策一

定會造成衝擊，到時候會變成強者愈強的社會，希望政府除了照顧公務人員之外，也

要對廣大勞工多照顧」。M 工友：「雖然我是勞工身分，但我覺得公務人員的退休金與

社會福利政策不能混為一談，政府對於社會福利政策的推出是沒有體系的；不斷加碼，

這才是財政吃緊的主因。公務人員的退休金所得替代率如果合理，我想對於社會福利

政策應該無直接影響」。受訪人員除 L 技工認為如公務人員「領太多」會造成社會福

利的衝擊外，多數人皆認為公務人員退休金與政府社會福利政策無直接的競和關係。 

由本段訪談結果得知，本次公務人員退休制度改革中，不分官等職稱，最無爭議

的是「優惠存款利率調降」，11位中有高達8位表示支持，3位表示尚能接受，無人表示

反對；爭議次低的是「退撫基金提撥法定費率及分擔比例調整」，支持者3人，其餘全

部表示尚能接受，也是無人反對。前者為歷次公務人員退休制度被討論的熱門課題，

可能因為時空背景的改變，大部分公務人員認為領取18%優惠存款已經喪失其正當性，

故對此改革項目表示支持；後者可能因為每月多繳的金額不多（6職等本俸1級約多繳

305元），故對此改革項目也無人反對。 

其他如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延後 、退休金計算基準改平均俸額，雖然各有3、2人表

示不能接受，但是表示支持或尚能接受者仍然占大多數，二改革項目中，「退休金計

算基準改平均俸額」的支持度又較高，有4人表示支持，可見退休金的數額用「平均

俸額」計算似乎是本次受訪者心中較公平的計算方式。「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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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多數表示尚能接受，但是無人表示支持，據筆者在日常工作中與同仁的互動和交

談可略知，很多公務人員都覺得才剛改為85制；現在又要改為90制，變動頻繁，打亂

退休計畫，且不確定未來是否又會變更，因此，對此改革項目多表示僅勉強接受。 

最多人表示不能接受的是「退休金計算基數內涵改為平均俸額1.6或1.7倍」，官等

簡任1人、薦任1人、委任2人表示不能接受，也就是說，11位受訪者中，有4位持反對

意見，可能是本改革項目對公務人員退休金所得影響最多；範圍也最廣，降低約15%

到20%的退休金比率，所以不管階級高低的公務人員都會感覺到不滿。 

接前述基本問題，續訪問受訪者對「現行公務人員55歲支領月退休金是否太年輕」、

「調降公務人員退休所得替代率」及「退撫基金提撥調昇個人負擔比例」三問題之看

法，以探求受訪者內心較深層對問題的態度，有趣的是，雖然前述很多人都對90制不

滿，但是11位受訪者中，有8位認為55歲算年輕，應該能再服務久一些，對國家和政府

作出貢獻。所得替代率調降部分，除1人覺得這次調降符合社會公義外，其他受訪者

主要認為贊成優惠存款利率的調降，但是因為18%優惠存款已經有關門機制，所以認

為所得替代率不應一直向下修正；須維持合理的生活水準。退撫基金提撥調昇個人負

擔比例部分，受訪者都認為是合理可行的。 

就「政府推出本次改革方案之目的為何？」訪問受訪者之看法，有8人次認為政

府是以「拉近公務人員與勞工退休所得之差距」為目的，更有6人次認為是以「政治

考量」為目的。相對的，認為以「舒緩財政」及「永續發展」為目的則敬陪末座，分

別有5及3人次，顯示大部分受訪者認為本次公務人員退休金制度的改革是受到勞工退

休金相關議題的連帶影響，並具有政治運作和考量的色彩。 

就公務人員退休金與國家社會福利政策關係而言，除1人受訪者（勞工身分）認

為，在公務人員的退休金領太多的前提下；會造成對社會福利政策的影響，其餘人員

主要是覺得公務人員的退休所得只要合理，是對社會福利政策無不良影響的，反而是

要釐清國家的社會福利政策是否正確，有無亂開政治支票以致濫發福利？國家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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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走「左邊」還是「右邊」？臺灣是稅收小國，卻是福利大國，臺灣政府稅收規模偏

右派，但政府支出卻偏左派。右派政府偏資本主義，稅收低，屬「小政府」，強調政

府不必過度介入發展，最好任由自由市場機制。但是，在臺灣人民的想像中，收入上

（稅收）希望是小政府，但是支出上（福利）卻又期待是一個大政府（考試院機要室，

2013：25-26）。所以，筆者認為，合理的退休所得是可被檢討的，但是不該與社會福

利政策作不當聯結，因為兩者雖同為政府支出，但是性質是不相同的，應無直接關聯。 

第三節  對本次改革方案的評價 

評價（evaluation）一辭本與價值不可分且意義相近，唯價值判斷屬哲學探討，此

處評價則指社會性的，受心理因素影響的活動。評價必須有一個被評估或評量、以至

評定的目標。目標可能是任何可以指陳的對象，故其意義異常廣泛。在此定義下，評

價活動最主要的特徵為缺乏指標，沒有經過驗證和公認的標準。評價的另一個特徵，

在於評價活動出自於概括而含混的指認。評價的第三個特徵是無法得到一致的經驗驗

證（國家教育研究院，2013）。交通部現職公務人員對本次改革方案的評價，本研究

定義為對變革效益、規劃及宣導過程良劣之評量及對信賴保護原則等價值判斷議題之

看法，依訪談大綱（第三部分）順序摘錄受訪人員之回答（三、五題一併訪問勞工，

以了解勞工與公務人員看法是否有差異），分述如下： 

一、 如改革方案通過施行，您認為對政府、退撫基金財政有無助益？ 

A 單位主管：「18%優惠存款基本上已經是對半砍了，不管是舊制年資或是新制年

資，對於各級政府或退撫基金支付公務人員的退休金壓力；應該都會有舒緩的功用」。

C 專門委員：「這次改革的層面很廣，可以說是全面降低了公務人員的退休所得替代

率，當然公務人員的所得被砍了一刀；政府或是退撫基金財政一定是能相對達到節流

的目的」。D 簡任秘書：「有，絕對有助益，改革後退休撫卹基金應該能細水長流的發

展」。E 科長：「改革方案如果通過，對於政府或退撫基金應該都是有利的，但是政府

往往只想到要節流，但是開源呢？退撫基金的運作是不是能思考更有效率的獲利方式，



 

106 
 

讓公務人員能更信賴政府，也會更同意改革方案」。G 專員：「我覺得短期而言是有幫

助的，但是長期來說，並不一定；因為退撫基金最大的問題應該是投資失利」。H 科

員：「我認為不見得，政府每年還是支付高額的社會福利經費，有些都不是花在刀口

上。這次改革方案通過，不過是減少部分政府的支出，還是有很多不必要的支出沒被

檢討」。受訪人員基本上認同本次改革對於政府及退撫基金財政是有助益的，但是部

分人員認為要一併改善退撫基金的獲利及檢討政府的社會福利支出情況。 

二、本次改革方案在信賴保護原則之爭議上，您的看法為何？如有信賴

保護之適用，若改革方案通過施行，您會不會行政救濟？ 

D 簡任秘書：「我覺得對公務人員的退休金還是要有信賴保護原則，因為整個退

休金制度改了又改，一直都沒有定案下來，像優惠存款 18%一直被攻擊，但事實上 18%

並不是每個人都能領，像新進人員 84 年以後的就沒有；84 年以前才有。但是隨著時

間，這些早期公務人員逐漸去逝，所以領 18%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多人。早期公務人員

比較清苦，所以政府照顧這些人，但是現在銀行利率才 1.3%左右，現在大多數人認為

18%不合理，我強調還是要有信賴保護原則，政府施政應該要取信於民，不管是民眾

還是公務人員。改革方案如果一直再改，到最後這版本是 9%，是否未來政黨輪替後

又要再改？所以，將來如果完成優惠存款立法，希望不會再說改就改。倒是不會行政

救濟，只會表示意見，但是會適可而止，不至於走上街頭，但是別人我就不知道了，

像之前有一個老同事，他就會走上街頭」。E 科長：「公務人員的退休金領取，應該有

信賴保護的原則吧？我懷疑現在這樣改是不是合法？因為政府對於公務人員的薪資

和退休金承諾，就算更改，也應該是往後面發生效力；前面已經給的支付或是已經在

職的人員，應得的退休金應受信賴保護的原則保護。但是社會還是要有安定的力量，

如果政府的政策是要刪減公務人員的退休金，那我還是配合，不行政救濟」。G 專員：

「這一點我的態度比較消極，在法律觀點應該是有信賴保護原則的適用，但是政府的

施政卻常常沒考慮到這點。像之前退休制度改為 85 制時，也是說改就改，但是我不

會行政救濟，因為我認為沒有用，公務人員是不能罷工的，在很多政策上是沒那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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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能抗爭的」。I 科員：「之前媒體的報導，信賴保護原則不一定在每種情況下都是

適用的，我只希望政策不要一直在變，如果改革方案真的經過立法院三讀通過，我只

能接受，不會行政救濟」。J 辦事員：「政府施政本來就該讓人民信任，不應該初一十

五不一樣，如果改革方案的結果，真的造成我金錢上的大損失；當然會響應公務人員

團體所發起的行政救濟活動」。K 辦事員：「我想，公務人員的權益應該有信賴保護原

則的適用，因為很多人是為了公務人員的退休金制度而投身公軄，如果這次改革法案

真的通過施行，我會加入公務人員協會等團體，集合大家力量行政救濟」。依以上訪

談結果，除 I 科員認為信賴保護原則不一定適用外，其餘人員認為公務人員的退休制

度若有變動；是適用信賴保護原則的，但是除 J、K 辦事員表示會行政救濟外，其餘

人員皆表示基本上配合政府政策，不至於走上行政救濟一途。 

三、本次改革方案在平等原則之爭議上（與勞工之間），您的看法為

何？是否能實現社會（職業間）公平正義？原因為何？ 

A 單位主管：「公務人員的退休制度整體而言看起來是比勞工要好很多，因為勞

工的退休金制度有雇主高薪低報的情況，但是其間的問題是企業對於勞工權益的照顧；

與公務人員的退休金制度無關。職業間的公平正義實在很難去衡量，我不認為這次改

革後職業間會有真的公平正義」。B 單位副主管：「何謂真的平等？一般我們的觀念是

不要齊頭式的平等；而要立足點的平等，若要討論公務人員與勞工間職業的平等問題，

那為何不討論與律師、醫師間的平等呢？所以公務人員的待遇只是有一個相對水準，

而非絕對水準，我不認為本次改革會造成社會職業間公平」。D 簡任秘書：「這個很難，

一般勞工退休後月領 3 萬多就笑咪咪的，像我如果 65 歲退休，可以月領 8 萬 5 到 9

萬元，幾乎是勞工的 3 倍，所以這次改革只能說是慢慢拉近距離」。G 專員：「會演變

成這樣有他的道理不是一句公平正義可以強迫改革的，如果強迫拉近薪資結構是假正

義。我覺得職業間本來就沒有所謂的公平正義，像醫生跟護士的所得也不會是公平正

義的，每一個工作都會需要有人做；每一個工作都會有不一樣的薪資，可能是基於當

時選擇工作時的努力或其他原因，所以這樣是不是能夠平等呢？我覺得是有待商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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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這次施行改革後還是不平等呢？還要再改嗎？」。H 科員：「社會間的公平正義有很

多面向，各種職業間的公平應該是最難達到的，何況這次改革的議題就是把公務人員

和基層勞工作對比；實際上有很多待遇優渥的勞工，卻不在這次的討論之列，例如：

聽說修車的技工待遇就不錯，其他如之前聽說的許多餐飲業年終獎金發好幾個月等，

這些都比公務人員所得優渥，是否也能一併探討公平與否？因為工作內容的不同，硬

是要探討公平本來就是不恰當的」。I 科員：「應該還是回歸探討公務人員的退休金所

得替代率是否合理，而不是去跟勞工的退休制度作比較，畢竟兩者的雇主是不相同的，

這樣作比較是不公平的」。L 技工：「公務人員的退休制度中有一些不合理之處，如果

能利用這次改革作一次改進，對於個職業間的公平是有幫助的」。M 工友：「我認為說

職業間的公平正義太嚴肅了，主要是這樣改革對勞工的情感是比較好的，不要讓大家

覺得政府獨厚公務人員」。受訪公務人員 11 位中，除 D 不反對本次改革能實現職業

間公平外，其餘基本上是不認同本次改革能實現社會（職業間）公平正義之看法；依

前述訪談內容，可以明顯看出公務人員與勞工因各自利益的不同，在此議題上看法仍

有很大分歧。 

四、您認為政府對本次改革方案之宣導方式及規劃過程是否妥適？ 

C 專門委員：「宣導的不夠，但是規劃的過程我相信銓敘部的專業，現在的改革

方案應該是經過很多討論後的結果」。D 簡任秘書：「我覺得是應該多宣導，因為宣導

明顯不夠，訊息都是立法委員的提案有爭議後才從立法院傳出來，各種版本充斥；實

際上我認為官方應該多透過公務人員協會、人事行政系統宣導」。G 專員：「我覺得政

府沒有什麼宣導，因為如果不是人事人員不會很清楚，我也不是人事人員，所以也不

清楚。大概資訊只能從新聞媒體得到，但是媒體本來就可能是片面的報導，並不會以

全面的角度；也許媒體都比較支持勞工，所以在公務人員的立場，我覺得宣導方式或

規劃過程不妥適」。H 科員：「宣導的不夠，資訊多是從媒體得知，但是我認為既然改

革的對象主要是公務人員，政府機關應該可以更細膩的直接宣導改革細節，讓同仁們



 

109 
 

能更安心；規劃的過程常常是隨著輿論起舞，我認為規劃過程不適當」。J 辦事員：「宣

導方式有點像政令宣導，公務人員沒有太多能反對的餘地，規劃過程粗糙，感覺上很

短的時間就作出改革方案」。受訪人員幾乎皆認為宣導不夠，對於受到政策影響的公

務人員，政府應該透過更多管道安撫公務人員情緒；改革方案規劃的過程，除 C 專門

委員相信其專業外，其餘人員多無正面意見。 

五、本次改革方案係受政黨、勞工及媒體等多方利益團體影響下的產

物，對此您的看法為何？ 

A 單位主管：「臺灣本來就是多元化的社會，各種利益團體表達訴求也是民主的

象徵，我對這方面是沒有太多意見」。D 簡任秘書：「一般來說，大部分公務人員都是

選擇沉默、無奈的態度來面對，所以改革方案如果通過，還是會接受」。E 科長：「政

府的政策須在各種利益團體的需求下取得平衡，但是這次改革明顯看到大多數的公務

人員族群，主要還是選擇沉默，無奈希望政府不要為了選票，犧牲公務人員的福利」。

G 專員：「臺灣社會很多東西本來就是在政黨等多方利益壓力下的產物，況且這樣的

改革本來就是一直在強調勞工與公務人員之間的差異，應該是說降低了公務人員的保

障去迎合勞工團體」。K 辦事員：「我是認為還是該就事論事，改革方案不是人多說的

就是對的，還是應該仔細規劃，推出的方案才能符合社會大眾的期待」。L 技工：「我

認為也不能都算是利益團體的壓力，公務人員的退撫基金和勞工的勞保基金已經面臨

很大的財務危機，這次改革方案主要是為了化解危機而推出來的」。M 工友：「政府的

政策需要社會各界不同的力量去監督或支持，我覺得各利益團體捍衛各自的利益是正

常的，但是如果碰到很大的分歧時；應該放下各自的本位主義，坐下來理性的思考，

尋求有共識的答案」。除上述列舉受訪人員之看法外，其餘公務人員主要認同這次改

革方案是受各種利益團體壓力下之產物，但是未對這種情形提出正面或反面之評價。 

受訪人員幾乎都認為改革方案對於政府及退撫基金財政有助益，在這方面對改革

方案的成效是肯定的，也有人提到要一併改善退撫基金的獲利及檢討社會福利支出情

況。筆者認為紓緩財政支付壓力是本次改革的首要目的，而受訪人員大多認為改革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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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這目的是有幫助的。 

適用信賴保護原則與否部分，大部份受訪人員認為公務人員的退休制度是適用信

賴保護原則的，雖然如此，卻鮮少有人會在退休制度改革後行政救濟，基本上皆表示

會配合政府政策，顯示出公務人員如預期中較保守的心態；但也可能是因為受訪人員

認為，公務人員退休制度改革內容所造成之損失仍可接受。 

與勞工職業間公平正義部分，受訪公務人員中，僅 1 位認為雖然這次改革很難一

次達成職業間公平，但是能慢慢拉近公務人員和勞工間退休給付之距離，換句話說，

該員贊同本次改革是往實現職業間公平慢慢前進。其餘受訪公務人員並不認同本次改

革能實現社會（職業間）公平正義之看法，更有人認為應該更細緻探究工作內容、勞

雇關係等，這些才是造成職業間待遇差別之主要因素。但是，受訪勞工則認為改革方

案能讓職業間公平、乃至不獨厚公務人員等，明顯可看出受訪公務人員與勞工在此議

題上看法有很大分歧。 

受訪人員皆認為宣導不夠，對於改革方案規劃的過程，也幾乎無正面肯定意見。

或許也可解讀為，因為宣導不夠，受改革影響的公務人員自然無法了解規劃的程序是

否合理完備。對於改革方案的產出面臨之各方壓力，受訪人員提出各自意見，對於民

主環境下，各種利益團體對政策造成的影響，多希望以互相尊重、理性思考來求同存

異。但是部分受訪者仍認為政府政策似受不當壓力，造成政策產出結果對於公務人員

是不太公平的。 

第四節  本次改革方案的影響 

本次改革方案對交通部現職公務人員的影響，依訪談大綱（第四部分）順序摘錄

受訪人員之回答，分述如下： 

一、退休所得減少等本次變革內容，對您個人的自願退休意願與生涯規

劃有無影響？是否在未來會對您的家庭經濟或生活造成改變？ 

A單位主管：「我覺得政府這個是一石二鳥之計，因為退休所得減少了，當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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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人員的留任意願，讓更多人為了保持較高的所得，而選擇留任職場，也間接延長

了公務人員的任職時間。但對我個人而言，因為沒規劃一定要自願退休，而是以身體

的健康狀況為考量，如果身體允許，將會繼續服務於公務機關。對於經濟生活方面，

倒是覺得影響不大，因為兒女也都長大了，需要用的錢也少」。B單位副主管：「退

休所得變少了，當然會有影響。但是從事公軄生涯很多年了，也算有積蓄，再加上這

次影響的幅度還能接受，只要是合理的退休所得替代率，約7成左右都是能接受的」。

D簡任秘書：「退休所得減少，當然就是少支出；多節儉，但是依照前面說的一個月

8萬多退休金，事實上也夠生活了，除非本來就是負債累累，不然已經很足夠了」。E

科長：「多少會有影響，但是就我而言還是會選擇自願退休，因為畢竟退休後的所得

替代率仍然可以接受，如果平時多作投資、儲蓄，我想對未來的經濟生活不至於影響

過大」。G專員：「因為退休一定會撐到年紀到，所以生涯規劃一定會有改變，因為

現在可能變成60歲才能退休，這樣子的差距其實對一個人的人生或身體狀況到時都可

能已經有不同改變，要重新規劃退休生活」。H科員：「影響太大了，不管是退休的

年齡延後；還是退休所得減少。本身現在還有房貸壓力，每月幾乎一半以上薪水都付

在上頭，所以幾乎沒有存款，如果退休後的所得相差太多，一定會考慮延後退休時間，

多一些收入，對於未來的人生規劃一定會有改變」。J辦事員：「會有影響，現職的薪

水並不高，還要養兩個孩子，退休金如果真的大縮水，應該會考慮多做幾年，如果有

多餘的金錢，將會多作些投資理財」。大部分受訪者認為改革方案會影響生涯規劃，

但是對於家庭經濟生活而言，似乎官職等越高；認為影響越低。可能原因為是類人員

現職所得高，生活較寬裕；相較於官職等較低者，可能會因為現職收入不高，造成對

未來經濟生活的不確定感比較高，因此認為本次改革方案會對未來經濟及生活將造成

較大影響。 

二、為何選擇當公務人員，原因為何？現在或改革後的未來，您會鼓勵

子女或親朋好友投入嗎？原因又為何？ 

C專門委員：「之前讀理工，畢業後一股衝動想要為國家或社會做一些事情，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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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投身公職，想想有點傻，當時在民間業界正是臺灣經濟剛要起飛，學理工當公務人

員是有點可惜；但是也還好，至少工作很穩定。現在存的錢加上未來穩定的退休所得，

是不會對經濟上有太多擔憂。相較於那時情況，不管改革前後；現在當公務人員的誘

因較多，如果有親朋好友甚至子女想要以公務人員為職志，我是鼓勵的，可以考看看」。

D簡任秘書：「我是大學剛畢業後，覺得公務人員比較安定，才會去考試。以目前臺

灣發展，還是會鼓勵子女去當公務人員，因為相較於一般私人公司，還是較安定。現

在剛出社會起薪普遍低，考上公務人員，從委任起至少有3萬多；之後隨著年資等條

件會逐年調高，畢竟還是會比民間企業好一點」。F專員：「我是因為安定才當公務

人員，本身學經濟，曾經在會計事務所工作過，壓力挺大，生活步調快又不穩定；公

務人員相較之下是穩定多了。但並不會鼓勵其他人加入公部門，尤其是我的小孩，因

為民間企業有更多創新或發展的空間，如果因為父母是公務人員，就侷限到他們的發

展，我認為有些可惜；況且公務人員的福利近年來是越改越差，我認為這樣更讓我覺

得沒鼓勵必要」。G專員：「當初會選擇公務人員是有一些經濟的考量，如果是親朋

好友年紀跟我差不多的，我會鼓勵他們，但是如果是我的小孩，我希望他們能做自己

會快樂的工作；如果只是因為經濟的壓力或是生活的穩定，我覺得是沒必要的，只要

能快樂的養活自己就好。本次改革之後，我覺得更不會鼓勵自己小孩放棄理想而投身

公職，除非他的理想就是當公務人員」。I科員：「年輕時在私人公司從事秘書工作，

錢不多，晚上又常須陪老闆應酬。考上公務人員後，遇見現在的老公，朝九晚五的工

作，生活是正常多了。我會鼓勵有心想考公職的朋友，因為就目前的大環境而言，就

算退休制度改革後；當公務人員還是不錯的」。K辦事員：「之前父親叫我考，沒想

到就考上了，但是當時也沒想要繼續考高考，所以職等和薪水都是很一般。我的小孩

書都讀的不錯，我是鼓勵他們考大學是選系不選校，將來出社會比較好找工作，因為

近年來公務人員的福利常被拿來當箭靶，這次改革幅度又這麼大，所以，我認為小孩

當公務人員並不會比較好。我傾向鼓勵小孩多充實自己，再專業領域中發展，我想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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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景氣、只有不爭氣」。摘錄部分受訪內容，綜合言之，約半數人在改革後依然會

鼓勵子女或親朋好友投身公職；另半數則考量近年來的社會氛圍及公務人員福利的縮

水，並不會有鼓勵子女或親朋好友投身公職的行為。 

三、您認為如公務人員之整體所得（在職及退休所得合計）不較企業界

優渥，對政府用人或社會職場生態會產生何種影響？ 

B單位副主管：「有兩種角度，缺點是會減少人才進入公務機關的誘因，政府機

關內將會流失部分以所得高低為導向的人才，優點是讓好的人才更多留在民間企業發

展，增加臺灣民間企業的競爭能力」。C專門委員：「雖然經過改革，但是我認為福

利還是較民間好一些，政府應該還是能吸引到人才。重點還是現在民間企業普遍低薪，

要活絡社會職場的人力資源運用，還是要企業配合讓利；使賺的錢能與員工分享」。

D簡任秘書：「當然景氣好時，企業也是加薪加很多，看你要比的對象是民間企業高

階還是低階人員，有些企業的高階人員一個月薪水10到20萬，甚至更高都有；但是如

果是跟剛出社會的新鮮人比當然是公務人員好很多，整體而言，我還是覺得改革後公

務人員的待遇還是會較一般企業好，還是會吸引人才加入」。G專員：「我覺得對於

現有政府體系的人員是不會有太大影響，因為只要一踏進公務界，基本上是不太會離

開，因為從事公務人員之後也許跟業界會有脫節，再回去民間可能會不適應，業界也

不見得會願意選擇這樣的人員，以法官的社會地位演進為例，很多法官都是教職轉任

的，但是現在因為法官社會地位高，所以法律人都想當法官。相對的，因為現在公務

人員福利不錯，所以很多人想投身公職，如果未來退休後的給付條件變差了，當然會

失去吸引人的誘因，而讓很多人覺得繼續留在民間，未來轉職的競爭力也會比較好，

而且高階職位的待遇也較高」。I科員：「如果公務人員退休金下降，可能會減少良好

人才選擇進入公務機關的人數，政府機關中沒有好的人才，政策的規劃或執行就容易

有問題」。J辦事員：「我覺得一定會影響加入公部門的意願，但是像前陣子考公務人

員的學子就太多了，也是一種亂象。如果這改革能讓大家想進入公機關的意願變低，

應該能讓政府和民間的人力資源較平衡」。受訪人員中除C、D認為改革後政府機關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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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能吸引人才加入；其餘人員多認為會影響人才加入的意願，惟如前述訪談內容，也

有人認為這樣的影響並非全然是壞事，就整體而言，若人才回流民間企業，對於國家

發展是一項助益。 

四、您認為如果公務人員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再次延後，對政府機關的人

力運用方面，將造成何種影響？ 

A單位主管：「在個人方面會影響公務人員職涯的整體規劃；對政府而言機關組

成容易老年化，但是也有好處，如前面說的，晚幾年退休對政府機關多貢獻一些心力，

也是好的」。D簡任秘書：「退休年齡延後，缺會變少，這一定會擋到年輕人升遷的

機會；但是，往好處想，是可以多借重資深人員的經驗和智慧」。F專員：「我還是

不贊成退休年齡延後，政府的人員應該保持一直更新；如同活水，未來才會進步，如

果任職時間過長，不只是機關人力老年化的問題，其學習力或接受新知的能力都較弱，

對於國家的發展都會有影響」。G專員：「我覺得這樣會造成機關人力老化，因為現

代人用眼過度，可能40歲時就已經開始老化了；到60歲時可能連電腦都看不清楚。而

且年資長者薪資高，為什麼不任用比較少薪資而又工作效率高的員工？這樣改會讓年

輕人進不來公務機關」。H科員：「可能會發生想退休的人離不開；想做公務人員的

人進不來的情況，我認為或許會舒緩退休金給付壓力，但是長期來說對於政府的用人

方面是不利的」。除前述受訪人員意見外，其餘人員多認為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再次延

後最主要的影響是讓機關組成老化；但是因為老化是否產生有利或不利之影響並無一

致看法。參照第二部分第二題，受訪人員大多數認同現行退休制度月退休金起支年齡

太年輕的說法，筆者認為並無矛盾，蓋因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延後基本上會造成機關老

化的可能結果，但是此結果是否對機關造成不利影響，受訪人員並無一致看法。 

由本節訪問可知，大部分受訪者都會因為受到改革方案的影響，作出不同程度生

涯規劃之改變，但是就家庭經濟生活而言，現職官職等越高，也就是受訪時收入越多

者；似乎認為改革方案對未來經濟及生活的影響較容易接受，反之，現職所得較低者

認為改革方案對未來的生活影響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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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方案如施行後，大多數人認為改革後會影響人才加入政府的意願，但仍有約

半數人依然會鼓勵子女或親朋好友投身公職，可能原因為目前的社會氛圍對於新鮮人

的就業環境並不十分樂觀，以致受訪公務人員依自身經驗（工作穩定等）仍然鼓勵子

女親友投身公職，顯示出大部分公務人員認為改革後之福利或待遇仍然可以接受。當

然，也有人認為若人才回流民間企業，對於國家發展是一項助益。 

另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再次延後會造成機關的組成人員老化，受訪者基本上皆是認

同的，惟有人認為雖會造成機關老化或升遷管道阻塞，但是資深人員的智慧和經驗對

機關亦會有很大幫助；相反的，有人認為機關人員老化會造成機關績效不佳等，兩方

各有不同看法。值得注意的是，本題似乎也因為官職等的不同，造成趨向於正反間不

同的看法。 

第五節  對本次改革方案的期許與建議 

A單位主管：「我認為這次改革方案的內容複雜，除了宣導外希望能多一些讓公

務人員發聲的管道，也就是讓公務人員不要只是變成待宰的羔羊；而是對於政策有改

變或提出參考意見的權利」。D簡任秘書：「我認為政府在改革方案的說詞和宣導方

式都可以再細膩一點，不要對公務人員那麼粗暴，把公務人員都打入黑五類，讓公務

人員和勞工族群產生對立，甚至讓大眾認為公務人員都是肥缺。如果用不尊重並且粗

暴的態度，大家心裡也不是滋味，只要以將心比心的態度去處理，大部分的公務人員

都會接受改革」。G專員：「我本來就是比較消極的人，事實上，我對改革方案究竟

要改什麼已經沒有意見了，因為我覺得這不是一般公務人員能使上力的。但是我覺得

改可以，但是不要一直改，這樣會讓公務人員喪失信心」。I科員：「宣導的不夠，或

是內容太難讓人聽不太懂，重點是政府的政策不能隨媒體起舞，要有連貫的施政」。

K辦事員：「我還是期望本次改革方案有信賴保護原則的適用，我們已經在職的人員

應該不受影響，而只影響未來的新進人員」。 

本節除列舉人員意見外，其餘人員多表示如改革方案相關法令正式施行後，也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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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接受，最多尋求體制內的解決途徑（例如：J、K將行政救濟），對於改革方案沒其

他特別建議。本章所得資料，將於下章作出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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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先說明經過分析訪談資料後所得到的研究發現，接著提出相關政策建議，期

作為公務人員退休制度改革之參考，最後提出研究限制及對未來後續研究方向的建議，

謹略助其他研究者後續研究之用。 

第一節  研究發現 

經過探討公務人員退休制度相關理論與文獻，並且與交通部現職公務人員進行深

度訪談蒐集相關資料，受訪人員雖為小眾，但是背景各有不同，具便利、豐富、關鍵

及代表性，有一定之信度和效度。訪談結果對應本研究所欲探討問題，略依認知、態

度、評價及影響等順序，歸納出以下八項研究發現： 

壹、公務人員對改革方案內容之認識不足，且認知程度與任職

背景無顯著關聯 

大部分公務人員對於本次退休制度變革內容只有粗略認識，雖然一開始有官等簡

任以上較關心及了解之感；但隨後從較細部問題的回答可知，多數人是「自我感覺認

識度高」，認知程度與官等、主管與否及年資等背景，無顯著關係。 

較細節的問題例如：公務人員對於｢延退」制度，僅了解報章雜誌耳熟能詳的｢90

制」，但是對於具「展期年金」概念的月退休金起支年齡之意涵卻不甚清楚；多數人

員知悉退休制度改革後，會造成退休金「少領」的結果，但是僅有半數較清楚退休金

計算基準及基數內涵之修改內容，且更有人員誤解，以為沒有優惠存款，所以對自身

影響不大；「多繳」部分，由於公務人員多係被動扣繳，且提撥比率增加幅度不高，

幾乎所有人員皆不清楚這部分的改革內容。 

另從向受訪者說明本次改革重點後，受訪人員多表示說明後對改革內容有較清楚

和正確的認識，也間接證明說明前公務人員的確不甚清楚改革細部內容，認知程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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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背景，明顯不足。 

貳、現行退休年齡有延後空間，造成影響各有正反看法 

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延後雖然仍有部分人員不能接受，但從訪談結果大致可知，公

務人員多數認同現行 55 歲即可支領月退休金太年輕的說法。以我國平均壽命約 80 歲

來看，55 歲仍屬壯年，當年齡適當及經驗成熟者早退，必將造成人力成本升高。近 10

年來公務人員考試平均錄取年齡大約 28 到 29 歲，如在 55 歲退休，服務年資約 27 年，

平均餘命還有 25 年，工作時間和退休時間幾乎一樣長。另 82 年僅有 32.44%的退休人

員是自願退休，但此一比率逐年上升，根據銓敘部 100 年的統計，已有高達 93.76%的

公務人員自願退休（考試院機要室，2013：31）。 

由以上數據及訪談結果可知，雖然退休年齡延後無高度共識，但多數公務人員還

是能接受的，可見月退休金起支年齡確有延後之空間。惟此一延後造成的影響，有正

反不同的看法。官職等高者多數認為，培植優秀公務人才不易，延後退休年齡有讓資

深人員充分運用工作經驗和智慧的好處，甚至可避免太早享有月退休金保障而違反公

平正義的疑慮；然官職等較低者則多認為，再次延後退休年齡可能會造成機關人力老

化、影響機關運作效能，還不如多進用新人，其花費的人事成本較低且造成的產出效

益較高。 

筆者認為，會造成這樣正反不同的看法，可能基於以下原因：官職等高者多數能

從工作上得到高度成就感，從工作上所得到的精神報償較高，也較能接受退休年齡延

後；反之，官職等較低者可能因為從工作上得到的成就感或反饋較少，且離可退休年

齡尚遠，對於退休生活有憧憬，因此認為延後退休年齡多負面影響。 

參、優存利率調降有高度共識，退撫基金提撥比例調整及平均

俸額概念接受度高 

我國目前公務人員退休所得替代率偏高的主要原因，除舊制年資所計算之養老給

付可辦理 18%的優存外，在新舊制過渡期間，為使新制順利推動，採取許多優惠的措

施，如年資補償金等，都是造成所得替代率超過 100%的原因（考試院機要室，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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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根據 2012 年的報告，退休所得替代率高於 OECD
27國家平均值 60.8%者，列舉如

冰島 109.1%、希臘 95.7%、西班牙 81.2%；低於平均值者，如美國 42%、德國 42%及

日本 36.3%等（考試院機要室，2013：49-50），由近年來的新聞觀之，退休所得替代率

定的太高，的確會造成國家經濟上沉重的負擔，甚會產生財政危機。 

本次公務人員退休制度改革方案的幾個重點中，對於優存利率的調降，公務人員

無人表示不能接受，且幾乎皆表認同，對此有高度共識。筆者認為此一結果蓋因優惠

存款制度施行有其時空背景，但隨著公務人員的待遇逐年提升，多數民眾或公務人員

自身皆已認為公職待遇、福利在一般民間企業平均水準之上，利用優惠存款來照顧公

務人員退休生活的正當性已經薄弱，自然對於此部分改革呈現高度共識。 

其他如退撫基金提撥法定費率、分擔比例調整及退休金計算基準改平均俸額，都

有較高度的支持，筆者認為前者可能因調升的比例不大，多繳的金額不多，故無人反

對；後者可能因平均俸額概念相較於以最後在職本（年功）俸額為計算基準是公平許

多的，可避免退休前有洗官等不當行為。值得注意的是，退休金計算基數內涵改為平

均俸額1.6或1.7倍，11人中有高達4人不能接受，且無人表示支持，比例達36.3%，可見

公務人員多認為此部分改革會造成較大損失，所以持保留態度。 

肆、公務人員普遍認為改革方案對政府及退撫基金財政有助

益，惟對於政府政策目的存疑 

就公務人員部分估算，每年約可節省政府財務支出 82 億元，預估改革方案施行

後 50 年內，可節省超過 4,000 億元的財務支出。在退撫基金部分，未來 50 年間可減

輕退撫基金 2,107 億元的潛藏負債、適足提撥費率可下降將近 15%、基金收支不足和

用罄年度延後 4 到 6 年（考試院機要室，2013：51-52）。 

                                                      
27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

稱 OECD）於一九六一年成立，總部設於法國巴黎，另在德國波昂、日本東京、

墨西哥市及美國華府設有辦事處。OECD 於一九六一成立時計有歐洲十八國及美

國與加拿大共二十個會員國，目前已增至三十個會員國，2014 年 5 月 18 日，取

自：http://www.trade.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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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公務人員認同這次改革方案對政府、退撫基金財政有助益，惟部分人員認為

不能單純從「節流」方面進行改革；政府更應監督退撫基金運作，從「開源」方面創

造較高的獲利績效，甚至就國家的社會福利政策作一總體檢。例如臺灣假農民超過三

成，農保146萬人，累計虧損1,368萬元；身心障礙身分亦常遭有心人士冒用及濫用，

十年來，福利支出由215億元增加為430億元等（考試院機要室，2013：66）。筆者認為

政府或退撫基金財政困難是事實，但是政府在解決此一困難的作法上，能採取多面向

的思考，利用不同途徑達到目標。對於各種社會福利之給付行政，也應該妥適規劃適

當的審核機制，避免浮濫。 

雖然如前述，多數公務人員認為改革方案對財政有助益，但是在列舉政府政策目

的中（舒緩財政壓力、政治考量、永續發展、拉近公勞差距），卻無最多人次選擇政

府政策目的是舒緩財政壓力，反而是「拉近公務人員和勞工差距」及「政治考量」兩

項，展現出高人氣，分別有第1和第2高的得票人次，可見，多數公務人員對政府政策

目的存疑，不認為政府的政策目的為正面思考的舒緩財政壓力或是永續發展等；反而

認為本次改革受到勞工團體、媒體及政黨等多方影響，具有高度政治目的，在政黨角

力下，目的僅係將公務人員退休所得往勞工階層光譜作調整。 

伍、政府宣導方式與政策規劃過程有改進空間 

銓敘部表示，公務人員退撫制度從 84 年 7 月 1 日改成儲金制後，就一直對退撫

基金的財務安全作嚴密監控。當發現退撫基金因為長期的不足額提撥、高齡化延長給

付年限，以及金融環境快速變化，導致嚴重收支失衡問題時，銓敘部立即著手規劃改

革措施，在 100 年 1 月 1 日完成第一階段改革工作。這次改革是延續第一階段的規

劃，屬第二階段的改革工程。銓敘部於 101 年 4 月間奉考試院會議決議，成立「文官

退撫制度及基金研究對策小組」，邀集學者專家等召開多次會議，進行深入研究，提

出初步改革方案。其後經過一連串的座談會與說明會後，對各改革項目分別進行調整，

最後才有修正草案陳考試院參酌（考試院機要室，2013：217-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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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筆者復查銓敘部全球資訊網，設有「公務人員年金改革專區」，內有豐富

本次改革資訊，例如：改革摺頁、宣導小冊、對各方意見之回應與說明等，當然宣導

的方式也包含102年2月到3月間的33場次座談會。既然有這麼多資訊為何公務人員仍

然多覺得宣導不夠？筆者認為，前述資訊多屬被動資訊，除可能產生數位落差的問題

外，更需要公務人員主動積極才可獲得，其傳播的力量當然不較新聞媒體直接，也呼

應了多數受訪者知悉本改革方案多來自媒體的訪談結果。而媒體所報導之內容，常是

以新聞價值為主要考量，可能誇大或偏頗報導，時有對公務人員尊嚴汙衊的言論，除

讓公務人員無法了解本次改革的深入內容外；更讓公務人員產生對改革方案的反感。

雖然銓敘部辦理多場次座談會，但畢竟名額有限，筆者就未能如願參加，更何況許多

公務人員因為公務繁忙而無法參加，這些都是造成宣導方式不讓公務人員滿意的原因，

更甚者對本改革產生許多負面觀感。 

就政策規劃過程，公務人員給予的評價多是粗糙、隨輿論起舞等負面觀感，可見

公務人員認為本次改革方案政策規劃過程有改進空間。探究原因呼應前述宣導不夠，

因為宣導之不足，特別是規劃過程不夠透明，導致公務人員覺得政策似乎在短期內就

拍板定案，在未充分溝通或取得公務人員共識下，即逕行於媒體上發布，並隨輿論焦

點作方向修正，不只不尊重受政策改革者的權利，更忽略了公務人員心中的感受，筆

者認為，這些都是讓公務人員覺得政策規劃過程不當的原因。 

陸、信賴保護原則等問題應細緻處理 

如本研究第一章第三節所述，筆者認為本次變革公務人員因法令修改所損失之利

益，有信賴保護原則的適用，但非謂公務人員退休制度相關法令絕對不能修改，惟政

府應在考量信賴保護原則的核心價值－「法益衡量」下，將「政府的政策目的或財政

負擔等公益項目」與「公務人員因退休制度改革所生之利益損失」作出權衡，作出利

益最大或損害最小的變革方案。 

依訪談結果，公務人員多認為退休制度的改變，若造成權益的損失，有信賴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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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的適用，惟不會行政救濟。這意謂公務人員多認為改革方案的正當性並非完美無

暇，但是只能無奈接受。所以，政府若要提高本次改革的正當性，對信賴保護原則問

題的處理就應更細緻。質言之，政府經「法益衡量」後，若公益大於公務人員的信賴

利益，而不採「存續保護」時，應對不同的信賴程度作出如「財產保護」或「過渡條

款」等程度不一的信賴利益保障。 

柒、改革方案對人才加入造成一定影響，且不同任職背景造成

不同影響感受 

公職基於工作保障及退休制度等因素，形成較民間企業為穩定的職業特性，因此

常有｢鐵飯碗」之稱。以多數公務人員的角度，公職雖然無法獲取高額薪資，且無法

兼差賺取更多所得，但其工作保障、退休金優渥等優點，均是目前吸引人才投入公職

的理由，其中退休金有不錯的所得替代率更是前述誘因之首。 

改革方案之推行，造成前述誘因水準降低，依訪談結果發現，公務人員多認為改

革方案會影響人才投入公職的意願；甚至對是否鼓勵子女或親朋好友投入也造成影響，

惟筆者認為雖然公私部門的人力趨向會因改革方案而改變，但國家競爭力的提升本來

就是公私部門一起努力的，並非政府單方的努力可得，因此，人才若能回流私部門，

達到人才適得其所的目的，也同樣能增加國家競爭力。 

另依訪談結果，公務人員官職等越高認為改革方案造成之家庭經濟生活的影響越

低；反之，官職等越低者認為的影響越高。筆者認為官職等高者可能已到生涯儲蓄的

高峰，一般而言，已過了財富的累積期，而進入財富的使用期，除生活較寬裕外，對

於未來的經濟生活理當已安排明確；相較於官職等較低者，可能因為仍處於財富的累

積期，如房貸、子女等的支出仍大，雖然不一定為退休金降幅最大者，但對未來經濟

生活的不確定感比較高，因此會認為改革方案對未來經濟及生活將造成較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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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公務人員與勞工看法有差異性 

為觀點衡平，本研究在「對本次改革的態度」和「對本次改革的評價」二大訪談

部分中，各有二子題一併訪問交通部的現職技工和工友（具勞工身分），由訪談結果

可知，公務人員和勞工對問題的看法有很大差異。例如對本次改革拉近公勞差距的看

法、公務人員的退休金與社會福利政策的看法及對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看法等，都可

以發現公務人員與勞工不同的職業族群，仍如預期依其本位主義的立場作觀點選擇。 

本次改革在許多議題上，都存在著公務人員與勞工進行比較的困境，難以將公務

人員年金改革制度獨立來檢視和探討，因此，也常造成公務人員對政策的不信任和不

滿。然而社會本身就是群體結構，公務人員雖然身分較特殊，但是亦無法跳脫而出，

每當討論勞工待遇、退休制度時，常常就會與公務人員作比較。 

技工、工友的工作內容、薪資所得或退休制度都與職員不同，是類人員多半認為

公務人員有較佳的福利制度，所以，認為透過改革拉近公務人員與勞工間的差距能實

踐社會職業間公平正義，甚有人認為公務人員的退休金會排擠社會福利等，這些因各

自利益考量，產生之思想差異，筆者並無意外。只是本次改革期間常有媒體刻意將公

務人員與勞工作階級分化，甚或煽動階級對立，這些非基於「同工同酬」的比較方式，

筆者認為非國家之福，且十分不合理。臺灣社會真正要面對的是財富重分配的嚴肅課

題，而不是將依法辦事；領取俸給的公務人員汙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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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政策建議 

本次改革方案切實地降低了公務人員退休金之給付金額，對政府財政的預期效益

或對公務人員的諸多影響都有一定程度，茲從筆者蒐集的文獻資料、工作中之觀察及

訪談結果，就本次改革方案暨退休制度作 SWOT 分析，如表 5-1： 

表 5- 1 本次改革方案暨退休制度 SWOT 分析 

Strength優勢 Weakness劣勢 

一、 終身照護退休人員，促永業制。 

二、 公務人員退休所得替代率合理化。 

三、 84年退撫新制施行後，18%優惠存

款已關門。 

四、 現職或已退人員皆大幅降低給付，

財政壓力舒緩。 

五、 新進人員施行多層年金制，無潛藏

負債問題。 

一、退休金大幅降低給付金額，可能影

響公務人員退休後生活。 

二、新進人員退撫基金恐仍須支付現制

退撫基金負債。 

三、本次變革方案未能改善退撫基金投

資收益不佳之情形。 

四、受改革方案影響權益之人員的信賴

保護原則相關問題。 

Opportunities機會 Threats威脅 

一、若能整體檢討改進公務人員、勞工

退休年金制度，對社會公平正義有

利。 

二、公務人員退休所得替代率合理化，

社會大眾普遍支持。 

三、改革層面含已退人員，可有效降低

各級政府對舊制年資之退休金給付

壓力。 

四、平衡政府與企業間人才流動趨向，

發揮人力資源效力。 

一、公務人員與勞工之職業間對立，影

響社會和諧。 

二、政治力對改革方案內容造成不理性

的影響。 

三、權益受損之相對人，積極或消極反

對改革。 

四、少子化、老年化等大環境趨向，未

來恐將持續。 

五、國家福利政策未作整體考量，政府

稅收分配合理性存疑。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除了以交通部現職人員之認知、態度及評價為例，探討公務人員對 2013 年

退休制度變革之看法外；也希望能夠透過相關訪談資料的分析，提供政府施政參考方

向。謹在此針對研究結果，略依直線型政策過程順序（丘昌泰，2014：80），提出以下

四項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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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政策規劃過程應加強公務人員參與及透明度 

改革方案的規劃應廣納各級公務人員之意見，增加參與度，讓公務人員的意見能

充分表達，使受政策影響者覺得被重視且肯定規劃過程的嚴謹性，也避免政府陷入閉

門造車之困境。另因「禁止反言原則」28，因為有足夠的「民意」基礎，公務人員參與

改革的程度越高；政策也可能將推行的更順暢。 

然而，政策的規劃當然不可能是全體公務人員的決議，那麼要如何讓無法參與規

劃的人員表示認同？所以，筆者建議應力求規劃過程資訊透明化，透過「全民監督」

的方式，讓公務人員了解政策規劃的進度與內容，減少不必要的質疑。在行政機關幾

乎已全面電子化的今日，利用「傳閱公文」或「電子郵件」等傳播工具，資訊透明應

無技術上困難，公務人員常接收相關資訊，亦可能達到潛移默化的效果，使公務人員

逐漸了解改革的必要性，使原本反對之人轉而接受改革。 

貳、 政策宣導應化解誤會，避免對立 

現行宣導方式多以被動宣導為主，「自我感覺認識度高」者，並不會主動參與是

類說明會或上網查閱資料；而較消極者，更常抱著隨波逐流心態，對這類活動漠不關

心。另外，囿於場次人數等限制，造成參與宣導座談會者多半為業務相關人員，或是

將屆退休者；因業務或自身需求，才有意願或機會了解改革制度。 

然而宣導不足所造成的影響，並不僅是公務人員不了解改革內容而已，更重要的

是，如果政府不能清楚說明政策方向或無法適時澄清錯誤觀點時，媒體就容易利用聳

動的新聞題材作片面或偏頗的報導，這樣的結果，常會造成公務人員與勞工間的分化

或階級對立。因此，本次改革方案若未來再作修正，或未來仍有其他職業年金制度改

革，筆者提出以下對政策宣導之建議： 

 

                                                      
28 禁止反言原則 （equitable estoppel）是英美法系國家的一般契約理論，其基本內涵

是「My word is my bond」，即言行一致，不得出爾反爾，2014 年 5 月 20 日，取

自：http://zh.wikipedia.org/。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3Fq%3D%25E7%25A6%2581%25E5%258F%258D%25E8%25A8%2580%2B%25E5%25AE%259A%25E7%25BE%25A9%26newwindow%3D1&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zh-CN&u=http://zh.wikipedia.org/wiki/%25E8%258B%25B1%25E7%25BE%258E%25E6%25B3%2595%25E7%25B3%25BB&usg=ALkJrhhaI4D4jtmWQl1lZfVMKJ6nTA4K4A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3Fq%3D%25E7%25A6%2581%25E5%258F%258D%25E8%25A8%2580%2B%25E5%25AE%259A%25E7%25BE%25A9%26newwindow%3D1&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zh-CN&u=http://zh.wikipedia.org/wiki/%25E5%25A5%2591%25E7%25BA%25A6&usg=ALkJrhgoQIVtbqytbkpLNpgG_e-aC0Q9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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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誘因機制： 

原有之宣導方式不外乎舉辦說明會、編印摺頁、彙編問答集及設置專屬網頁，是

屬於較傳統的宣導方式，辦理政策宣導固然應以是類宣導作為主要方式，惟建議增加

其他誘因，以鼓勵甚至要求公務人員積極參與。例如：宣導等活動列入每年必要之終

身學習時數、層轉各級機關人事單位辦理相關說明會等，以有獎徵答或其他具有誘因

的方式加強宣導。 

二、 化解對立： 

於政策宣導時，政府應依專業觀點闡述政策方案，有一套堅定又完整的政策邏輯，

避免因壓力而一直改變立場，造成政策搖擺不定。也避免使用政治語言或激化職業、

階級間對立的言論；對於不實觀點或說詞，亦應立即澄清。就本次改革而言，政府不

應讓公務人員和勞工在不同背景條件或極端個案下作比較，造成媒體見縫插針，使議

題發酵，彼此間產生相對剝奪感，而模糊了年金制度改革的初衷。 

參、 保障合法信賴利益，補償措施應妥適 

前已就信賴保護成立之三大構成要件：「信賴基礎、信賴表現、信賴值得保護」

作分析，得到本次公務人員退休制度變革有信賴保護原則適用的結論，惟政府為了強

化改革之正當性，常會以「因情事變遷，而不生信賴保護問題」或「簡略帶過」等方

式曲解或淡化是類爭議。筆者認為，擬定之政策規劃設有過渡時期，即已默認本改革

具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政府在審視問題時，應從「法益衡量」觀點，兩害相權取其

輕，在「政府的政策目的或財政負擔等公益項目」與「公務人員因退休制度改革所生

之利益損失」中作出衡平，設計出利益最大或損害最小的變革方案。只要官方的說法

能正視並細緻的處理公務人員的信賴利益，不詭辯而污名化公務人員的信賴利益，則

多數的公務人員是會願意接受改革方案的。 

公務人員依法行政，對於國家政策予以支持並積極推動，且不具備罷工的資格；

然而政府卻不能因此而忽略了公務人員的心理感受及需求，政府與公務人員的關係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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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類比為一般勞資關係，既然政府設有勞動部等專職機關以維護勞工權益，那麼公

務人員之保障更應由政府來積極維護。經訪談後發現，多數公務人員認為政府基於政

治、財政困境等各種理由規劃改革措施，造成減損公務人員利益以達到勞工族群所謂

的公平正義，若只以粗糙的作法逕行推動改革；而不考慮前述信賴利益的保障，這樣

的作法將損害公務人員對政府的信任。因此，筆者建議應更加細緻、妥適規劃補償措

施，以增加公務人員對改革方案的認同。 

肆、 分階段推動改革方案 

經過本研究訪談及綜合研析後發現，公務人員對於本次改革方案項目的接受程度

不一，例如，對於「優惠存款利率調降」接受度高；而「退休金計算基數內涵改為平

均俸額 1.6 或 1.7 倍」則有一定比例表示不能接受。雖然年金制度改革減損了公務人

員的利益而肇致不滿；然而在退撫基金虧損及政府財政短絀的壓力下，本次改革似乎

勢在必行。由訪談結果可知，部分改革項目是公務人員認同度較高的，因此筆者建議

以下的改革方式，讓改革推動更為順利。 

筆者建議分階段推動改革方案，由阻力較小者先進行改革，以本研究而言是「優

惠存款利率調降」及「退撫基金提撥法定費率及分擔比例調整」二項；再依序從「退

休金計算基準改平均俸額」等逐項進行。由於「優惠存款利率調降」政策施行之背景，

為早期公務人員薪資、退休金水準較低時，鼓勵人才投入公職並保障其生活所訂定，

而當今環境背景已大不相同，政策也須作改變。因此，公務人員多對本項措施有高接

受度；其他如「退撫基金提撥法定費率及分擔比例調整」對公務人員的負擔增加不大、

「退休金計算基準改平均俸額」合理且符合公平之期待等，都是較無反對能量的改革

項目。建議政府可分階段逐步推展，並且在推展政策的同時，按其施行成效及公務人

員的反應，從中尋求更好的改革方案，若在執行中發現有部分措施的規劃不盡完備，

亦可透過行政命令的方式進行細節的補充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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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建議 

本節說明可能產生之研究限制及對後續研究者在相關議題下之不同面向的建議，

從反思研究可能產生之盲點出發；到開枝散葉對後續研究之建議，分述如下： 

壹、 研究限制 

本研究在分析深度訪談資料及整理相關研究文獻資料時，由於質化研究的侷限性，

不可避免地將會產生下列研究限制：  

一、 研究對象的限制  

本研究以交通部內現職公務人員為研究對象，意欲以不同階層的公務人員之深度

訪談結果，求得公務人員普遍對本次改革方案抱持之認知、態度及評價，但畢竟各機

關的組成結構、環境生態等都略有差異，且對改革方案之看法有因人而異之特性，因

此，針對交通部現職公務人員以訪談等方式所得出的研究結果，可能無法代表其他各

級政府機關也能得到類似的結論。又公務人員配合訪談意願不高，取樣不夠多也可能

造成結果偏誤。 

二、 訪談人員身分的限制  

深度訪談雖然可以藉由與訪談對象的面對面接觸，從受訪者的音調、表情及細微

的肢體動作，更深入了解受訪者的想法，但也可能因為訪談人員的身分、詢問方式等，

而使訪談資料的分析出現偏誤。由於研究者任職於交通部，雖然受訪者可能因為研究

者的同仁身分，而能侃侃而談；但所謂一體常有兩面，受訪人員也可能因為與研究者

熟識，未來仍是工作夥伴，而未將本研究所欲得之資訊據實以告。 

三、 研究範圍的限制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了解公務人員對 2013 年公務人員退休制度變革之認知、態

度及評價，聚焦於公務人員退休制度及公務人員對變革的看法，對於其他職業族群的

退休制度及看法著墨較少，因此無法了解各職業族群間可能形成的交互影響關聯，所

以，對於本研究的關注焦點範圍，亦為本研究的研究限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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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時間的限制  

在研究時間的限制下，無法進行長期的參與觀察以獲取公務人員隨時間演變；更

深入、廣泛及澈底的意見，只能就研究時間內（2013.10 至 2014.04 間）交通部現職公

務人員展現之認知、態度等資訊，進行觀察及訪談，並依結果撰寫本文。 

貳、 後續研究建議 

本段對後續研究提出在研究對象及方法方面之建議如下： 

一、 研究對象方面 

在研究對象上，本研究係以交通部現職人員為研究對象，未擴及其他機關。今後

的研究，建議可擴及其他中央機關、地方機關的公務人員，比較橫向間不同機關或縱

向間不同層級機關之公務人員對改革方案之意見，進行分析並作比較研究。 

二、 研究方法方面 

另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採用參與觀察及深度訪談等方式，屬質化研究方法，依

平時觀察及訪談結果歸納出研究發現及提出政策建議。為了能更全面了解公務人員整

體看法，建議未來可以問卷調查法等量化研究方法，蒐集研究資料，以實證調查並善

用統計分析工具，求得量化之可靠數據，使公務人員之意見能更全面及完整的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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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訪談紀錄一 

壹、 受訪者基本資料 

一、受訪者代號：A 

二、 目前官等：□委任□薦任■簡任 

三、 現任職務：□非主管職務■主管職務 

四、符合現行自願退休條件等 

(一) 符合自願退休資格：■是 □否 

(二) 符合自願退休及月退休金起支年齡資格：■是 □否 

五、是否有優存：■是 □否 

貳、 對銓敘部2013年「公務人員退休改革規劃方案」（下簡稱本次改革方案）訪談大

綱： 

第一部分：對本次改革方案的認知 

一、您對本次改革方案的內容是否了解？ 

答：之前媒體整天報導，不想看都不行，所以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二、 本次改革「延退」部分，從俗稱85制改成90制，您知道何謂90制？又何謂月退休

金起支年齡？ 

答：85制才沒施行多久，又改成90制，未來不知會改到多老？85制就是年齡加年

資等於85；反之90是加起來等於90，月退休金起支年齡是不是同樣意思？這

倒是不太清楚。 

三、 本次改革「少領」部分，因退休金計算基準及基數內涵之修改，退休所得至少減

少15%；另若有優存，利率更是直接從18%降為以9%為上限。您了解前述「退休

金計算基準等」之改革內容嗎？能否說明？ 

答：真的？那真是大失血，怪不得媒體說公務人員是砍一大刀，我知道退休金的

計算基準是由最後在職薪水改為往前幾年平均薪水，基數內涵似乎是改為

1.6還是1.7倍？這樣算起來，真的是減少很多。 

四、 本次改革「多繳」部分，提高公務人員退撫基金提撥率及自費比率，以退撫基金

費率12%、6職等本俸1級計算，每月約須增加305元撥繳費用。您了解本項改革內

容嗎？能否說明？ 

答：不清楚。 

五、本次改革方案就現職人員而言，主要內容簡述如下： 

(一) 月退休金起支年齡由任職滿25年、年滿60歲及任職滿30年、年滿55歲；分別

延後為65歲及6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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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退休金計算基準從106年起從最後在職本（年功）俸改為往前10年平均俸額；

至111年以後改為往前15年平均俸額。 

(三) 退休金基數內涵從最後在職本（年功）俸2倍，兼具新舊年資者自109年改為

平均俸額1.6倍；純新制年資者自108年改為平均俸額1.7倍。 

(四) 退撫基金提撥法定費率由12%-15%改為12%-18%；政府與公務人員分擔比例

由65%、35%改為60%、40%。 

(五) 優存利率自106年調降為12%，自110年以後，以臺灣銀行1年期定期存款固定

利率加7%，並以9%為上限。 

請問，前述說明與您對本次改革方案的認知有無差異？ 

答：大部分資訊都是在媒體上得知，與原來想的是差不多，但是經過說明後是比

較清楚改革方案細部內容。 

第二部分：對本次改革方案的態度 

一、承第一部分五，您對本次改革方案內容有哪一項或哪些項是支持、尚能接受或不

能接受？原因為何？ 

答：大致都能接受，對於優惠存款利率調降和調整退撫基金提撥率是比較支持的。 

二、現行公務人員至少55歲才可支領月退休金，有學者認為太年輕，主張延後（本次

改革方案延至60歲），您認同這種說法嗎？原因為何？ 

答：雖然是還能接受退休年齡延後，但是誰不想早點退休？不過50幾歲正是工作

經驗和歷練最純熟的時候，這時就退休是有些可惜；是可以把退休年齡延後，

對國家作更多貢獻。 

三、退休金計算基準改為往前15年平均俸額，基數內涵改為平均俸額1.6倍（具新舊制

年資）及1.7倍（純新制年資），另優存利率改為以9%為上限。前述改革主要係為

降低公務人員退休所得替代率，您認同所得替代率應調降嗎？原因為何？ 

答：沒意見。 

四、退撫基金提撥，政府與公務人員分擔比例由65%、35%改為60%、40%，您認為調

昇個人負擔比例合理嗎？原因為何？ 

答：因為政府的財政有越來越困難的趨勢，公務人員在國家政府中工作，多負擔

5%退撫基金之提撥，算是可以接受支持的，主要是希望公務人員退撫基金能

長遠發展，細水長流。 

五、您認為政府為什麼要推出本次改革方案？（例如：舒緩財政壓力、政治考量、永

續發展等），又本次改革方案之目的另一說法係為拉近公務人員與勞工退休所得

之差距，您對這種說法的看法又為何？ 

答：我覺得國家的財政狀況越來越緊繃，公務人員的退休金制度本來就應該作全

面性的檢討，這次公務人員退休制度的改革，可以說是陰錯陽差；也可以說

是因為勞工退休金保險制度發生的問題，促使公務人員退休金制度必須作更

大幅度的變動，我是覺得應該放下各自的本位主義，以讓國家永續經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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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向，看待這次公務人員退休金制度的變革」。 

六、您認為由政府支付的公務人員退休金，與政府整體之社會福利政策推動有何關係？ 

答：之前看到報導，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每年編列大筆人事預算在支應公務人

員的退休金，如果逐年增加；對於政府的財政收支一定會有影響，但是公務

人員是依法領取應該享有的退休金，也可以算是辛苦工作一輩子後的應得報

酬，而且，民眾也需要公務人員提供的多種服務，所以，我認為公務人員之

退休金應該與社會福利政策沒有直接衝突。 

第三部分：對本次改革方案的評價 

一、如改革方案通過施行，您認為對政府、退撫基金財政有無助益？ 

答：18%優惠存款基本上已經是對半砍了，不管是舊制年資或是新制年資，對於

各級政府或退撫基金支付公務人員的退休金壓力；應該都會有舒緩的功用。 

二、本次改革方案在信賴保護原則之爭議上，您的看法為何？如有信賴保護之適用，

若改革方案通過施行，您會不會行政救濟？ 

答：當然有信賴保護原則適用，但不會行政救濟。 

三、本次改革方案在平等原則之爭議上（與勞工之間），您的看法為何？是否能實現

社會（職業間）公平正義？原因為何？ 

答：公務人員的退休制度整體而言看起來是比勞工要好很多，因為勞工的退休金

制度有雇主高薪低報的情況，但是其間的問題是企業對於勞工權益的照顧；

與公務人員的退休金制度無關。職業間的公平正義實在很難去衡量，我不認

為這次改革後職業間會有真的公平正義。 

四、您認為政府對本次改革方案之宣導方式及規劃過程是否妥適？ 

答：宣導不夠，規劃過程我不清楚。 

五、本次改革方案係受政黨、勞工及媒體等多方利益團體影響下的產物，對此您的看

法為何？ 

答：臺灣本來就是多元化的社會，各種利益團體表達訴求也是民主的象徵，我對

這方面是沒有太多意見。 

第四部分：本次改革方案對公務人員之影響 

一、退休所得減少等本次變革內容，對您個人的自願退休意願與生涯規劃有無影響？

是否在未來會對您的家庭經濟或生活造成改變？ 

答：我覺得政府這個是一石二鳥之計，因為退休所得減少了，當然會增加人員的

留任意願，讓更多人為了保持較高的所得，而選擇留任職場，也間接延長了

公務人員的任職時間。但對我個人而言，因為沒規劃一定要自願退休，而是

以身體的健康狀況為考量，如果身體允許，將會繼續服務於公務機關。對於

經濟生活方面，倒是覺得影響不大，因為兒女也都長大了，需要用的錢也少。 

二、為何選擇當公務人員，原因為何？您會鼓勵子女或親朋好友投入嗎？原因又為何？ 

答：會鼓勵，因為相較於民間企業，現在的福利措施還是能接受的，退休制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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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完善。 

三、您認為如公務人員之整體所得（在職及退休所得合計）不較企業界優渥，對政府

用人或社會職場生態會產生何種影響？ 

答：當然好的人才會不來政府機關。 

四、您認為如果公務人員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再次延後，對政府機關的人力運用方面，

將造成何種影響？ 

答：在個人方面會影響公務人員職涯的整體規劃；對政府而言機關組成容易老年

化，但是也有好處，如前面說的，晚幾年退休對政府機關多貢獻一些心力，

也是好的。 

第五部分：您對本次改革方案在內容、過程或改革方向等有何期許與建議？ 

答：我認為這次改革方案的內容複雜，除了宣導外希望能多一些讓公務人員發聲

的管道，也就是讓公務人員不要只是變成待宰的羔羊；而是對於政策有改變

或提出參考意見的權利。 

訪談紀錄二 

參、 受訪者基本資料 

一、受訪者代號：B 

二、 目前官等：□委任□薦任■簡任 

三、 現任職務：□非主管職務■主管職務 

四、符合現行自願退休條件等 

(一) 符合自願退休資格：■是 □否 

(二) 符合自願退休及月退休金起支年齡資格：□是 ■否 

五、是否有優存：■是 □否 

肆、 對銓敘部2013年「公務人員退休改革規劃方案」（下簡稱本次改革方案）訪談大

綱： 

第一部分：對本次改革方案的認知 

一、您對本次改革方案的內容是否了解？ 

答：了解，之前在人事單位待過，對這方面的議題都有在關心。 

二、本次改革「延退」部分，從俗稱85制改成90制，您知道何謂90制？又何謂月退休

金起支年齡？ 

答：年齡加年資和為90，現行的月退休金起支年齡最少是55歲；這次改革將改成

60歲，基本上就是將自願退休條件和月退休金領取資格脫鉤，但是沒了月退

休金，我真不知退休的意義何在？如何生活？ 

三、本次改革「少領」部分，因退休金計算基準及基數內涵之修改，退休所得至少減

少15%；另若有優存，利率更是直接從18%降為以9%為上限。您了解前述「退休

金計算基準等」之改革內容嗎？能否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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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了解，整個退休金的計算方式都有改變。 

四、本次改革「多繳」部分，提高公務人員退撫基金提撥率及自費比率，以退撫基金

費率12%、6職等本俸1級計算，每月約須增加305元撥繳費用。您了解本項改革內

容嗎？能否說明？ 

答：現行退撫基金提撥率是本俸加1倍之12%，據之前訊息，公務人員退休金不僅

將少領，更是要多繳，但是依您的剛剛的說明，每月才多繳幾百元，似乎還

算能接受，至於這個部分的改革內容，並不清楚。 

五、本次改革方案就現職人員而言，主要內容簡述如下： 

(一) 月退休金起支年齡由任職滿25年、年滿60歲及任職滿30年、年滿55歲；分別

延後為65歲及60歲。 

(二) 退休金計算基準從106年起從最後在職本（年功）俸改為往前10年平均俸額；

至111年以後改為往前15年平均俸額。 

(三) 退休金基數內涵從最後在職本（年功）俸2倍，兼具新舊年資者自109年改為

平均俸額1.6倍；純新制年資者自108年改為平均俸額1.7倍。 

(四) 退撫基金提撥法定費率由12%-15%改為12%-18%；政府與公務人員分擔比例

由65%、35%改為60%、40%。 

(五) 優存利率自106年調降為12%，自110年以後，以臺灣銀行1年期定期存款固定

利率加7%，並以9%為上限。 

請問，前述說明與您對本次改革方案的認知有無差異？ 

答：基本上就是延退、少領及多繳，與原來的認知無太大差別，但是平常連薪水

都不是很注意在看數字，退撫基金提撥率及分擔比例之變動幅度，是說明前

較不清楚的。 

第二部分：對本次改革方案的態度 

一、承第一部分五，您對本次改革方案內容有哪一項或哪些項是支持、尚能接受或不

能接受？原因為何？ 

答：都尚能接受，可能調整法定費率和優惠存款是支持的。 

二、現行公務人員至少55歲才可支領月退休金，有學者認為太年輕，主張延後（本次

改革方案延至60歲），您認同這種說法嗎？原因為何？ 

答：據媒體報導，現在全球的趨勢應該都是退休年齡後延，所以我認同這個說法。 

三、退休金計算基準改為往前15年平均俸額，基數內涵改為平均俸額1.6倍（具新舊制

年資）及1.7倍（純新制年資），另優存利率改為以9%為上限。前述改革主要係為

降低公務人員退休所得替代率，您認同所得替代率應調降嗎？原因為何？ 

答：退撫舊制有18%優惠存款，在退撫新舊制的過渡期間，更有很多的優惠措施，

例如年資補償金等，都是造成公務人員的退休所得替代率可能超過100%之原

因。但是退撫新制施行後，優惠存款已經有關門機制，現在所得替代率已經

降低很多，不合理的現象已經改善。為了國家財政健全，是還能接受所得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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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率的向下修正，但是也不能一直往下要求與勞工齊頭式的平等。 

四、退撫基金提撥，政府與公務人員分擔比例由65%、35%改為60%、40%，您認為調

昇個人負擔比例合理嗎？原因為何？ 

答：我認為是能調昇，這部分不反對。 

五、您認為政府為什麼要推出本次改革方案？（例如：舒緩財政壓力、政治考量、永

續發展等），又本次改革方案之目的另一說法係為拉近公務人員與勞工退休所得

之差距，您對這種說法的看法又為何？  

答：這次的改革主要是起因為勞保基金的給付壓力所致，也就是說勞工保險基金

面臨破產的危機，在一片重新檢討退休金給付制度的輿論中；公務人員的退

休撫卹制度當然不能置身事外，這次的改革方案絕對有舒緩財政壓力的成效，

但我覺得從「公務人員砍大刀、勞工微調整」的結果來看，的確具有拉近兩

者間退休金給付的用意。 

六、您認為由政府支付的公務人員退休金，與政府整體之社會福利政策推動有何關係？ 

答：當然，如果公務人員的退休金逐年增高，可能會造成預算的排擠效應，但是

說到政府的社會福利政策項目，我認為是該檢討的時候了；該確定我國究竟

走福利國家的路線？還是資本主義？因為2者的政策是不同的，稅收比率也

不同。公務人員的退休所得只要在合理的範圍內，我認為是與社會福利政策

不衝突的。 

第三部分：對本次改革方案的評價 

一、如改革方案通過施行，您認為對政府、退撫基金財政有無助益？ 

答：有助益。 

二、本次改革方案在信賴保護原則之爭議上，您的看法為何？如有信賴保護之適用，

若改革方案通過施行，您會不會行政救濟？ 

答：我認為政府應該要有信賴保護，因為政策有持續性；人民才能遵循。但是若

改革通過後，我不會去行政救濟。 

三、本次改革方案在平等原則之爭議上（與勞工之間），您的看法為何？是否能實現

社會（職業間）公平正義？原因為何？ 

答：何謂真的平等？一般我們的觀念是不要齊頭式的平等；而要立足點的平等，

若要討論公務人員與勞工間職業的平等問題，那為何不討論與律師、醫師間

的平等呢？所以公務人員的待遇只是有一個相對水準，而非絕對水準，我不

認為本次改革會造成社會職業間公平。 

四、您認為政府對本次改革方案之宣導方式及規劃過程是否妥適？ 

答：可能要多花一些力道在宣導和政策規劃上，說真的，感覺規劃的過程有點草

率，公務人員也沒太多參與機會。 

五、本次改革方案係受政黨、勞工及媒體等多方利益團體影響下的產物，對此您的看

法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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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一定是有各種壓力，這方面我沒意見。 

第四部分：本次改革方案對公務人員之影響 

一、退休所得減少等本次變革內容，對您個人的自願退休意願與生涯規劃有無影響？

是否在未來會對您的家庭經濟或生活造成改變？ 

答：退休所得變少了，當然會有影響。但是從事公軄生涯很多年了，也算有積蓄，

再加上這次影響的幅度還能接受，只要是合理的退休所得替代率，約7成左

右都是能接受的。 

二、為何選擇當公務人員，原因為何？您會鼓勵子女或親朋好友投入嗎？原因又為何？ 

答：原來就是法政類科畢業的，報考公務人員也很正常。倒是不會鼓勵別人來考

公務人員，尤其是子女；畢竟公務人員只是相對平穩，並非是最好的出路。 

三、您認為如公務人員之整體所得（在職及退休所得合計）不較企業界優渥，對政府

用人或社會職場生態會產生何種影響？ 

答：有兩種角度，缺點是會減少人才進入公務機關的誘因，政府機關內將會流失

部分以所得高低為導向的人才，優點是讓好的人才更多留在民間企業發展，

增加臺灣民間企業的競爭能力。 

四、您認為如果公務人員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再次延後，對政府機關的人力運用方面，

將造成何種影響？ 

答：機關人口會呈現老化的狀態，但往好方向想；能讓經驗豐富的行政人員久任，

貢獻時間拉長。 

第五部分：您對本次改革方案在內容、過程或改革方向等有何期許與建議？ 

答：無意見。 

訪談紀錄三 

壹、 受訪者基本資料 

一、受訪者代號：C 

二、 目前官等：□委任□薦任■簡任 

三、 現任職務：■非主管職務□主管職務 

四、符合現行自願退休條件等 

(一) 符合自願退休資格：■是 □否 

(二) 符合自願退休及月退休金起支年齡資格：■是 □否 

五、是否有優存：■是 □否 

貳、 對銓敘部2013年「公務人員退休改革規劃方案」（下簡稱本次改革方案）訪談大

綱： 

第一部分：對本次改革方案的認知 

一、您對本次改革方案的內容是否了解？ 

答：應該算了解，好像公務人員的退休金被砍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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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改革「延退」部分，從俗稱85制改成90制，您知道何謂90制？又何謂月退休

金起支年齡？ 

答：90制就是年齡加年資合等於90，月退休金起支年齡不是一樣意思嗎？ 

三、本次改革「少領」部分，因退休金計算基準及基數內涵之修改，退休所得至少減

少15%；另若有優存，利率更是直接從18%降為以9%為上限。您了解前述「退休

金計算基準等」之改革內容嗎？能否說明？ 

答：這部分不清楚，只知道少領滿多。 

四、本次改革「多繳」部分，提高公務人員退撫基金提撥率及自費比率，以退撫基金

費率12%、6職等本俸1級計算，每月約須增加305元撥繳費用。您了解本項改革內

容嗎？能否說明？ 

答：不清楚，如果每月僅多繳幾百元，那還可以。 

五、本次改革方案就現職人員而言，主要內容簡述如下： 

(一) 月退休金起支年齡由任職滿25年、年滿60歲及任職滿30年、年滿55歲；分別

延後為65歲及60歲。 

(二) 退休金計算基準從106年起從最後在職本（年功）俸改為往前10年平均俸額；

至111年以後改為往前15年平均俸額。 

(三) 退休金基數內涵從最後在職本（年功）俸2倍，兼具新舊年資者自109年改為

平均俸額1.6倍；純新制年資者自108年改為平均俸額1.7倍。 

(四) 退撫基金提撥法定費率由12%-15%改為12%-18%；政府與公務人員分擔比例

由65%、35%改為60%、40%。 

(五) 優存利率自106年調降為12%，自110年以後，以臺灣銀行1年期定期存款固定

利率加7%，並以9%為上限。 

請問，前述說明與您對本次改革方案的認知有無差異？ 

答：與本來的認知差不多，但是經過您說明後是清楚多了。 

第二部分：對本次改革方案的態度 

一、承第一部分五，您對本次改革方案內容有哪一項或哪些項是支持、尚能接受或不

能接受？原因為何？ 

答：這次的改革有其背景，雖然外界對公務人員的批評不一定合理，但是改革內

容基本上是合理的，例如，退休金計算基準從最後在職俸額改為平均俸額、

調降優惠存款利率都是能支持的，但是退休金基數內涵改為平均俸額的1.6

倍，實在降太多了，落差太大，可能是較不能接受的一項，但是為了退休基

金永續發展，身為公務人員的一份子，整體算是能接受的。 

二、現行公務人員至少55歲才可支領月退休金，有學者認為太年輕，主張延後（本次

改革方案延至60歲），您認同這種說法嗎？原因為何？ 

答：認同，畢竟55歲可能真的太年輕，是能斟酌延後退休年齡。 

三、退休金計算基準改為往前15年平均俸額，基數內涵改為平均俸額1.6倍（具新舊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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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資）及1.7倍（純新制年資），另優存利率改為以9%為上限。前述改革主要係為

降低公務人員退休所得替代率，您認同所得替代率應調降嗎？原因為何？ 

答：我認為應該回歸到退休基金的運作問題，而不是一昧要降低公務人員的退休

後所得，將所得替代率壓低。 

四、退撫基金提撥，政府與公務人員分擔比例由65%、35%改為60%、40%，您認為調

昇個人負擔比例合理嗎？原因為何？ 

答：領的多；繳的多是合理的。 

五、您認為政府為什麼要推出本次改革方案？（例如：舒緩財政壓力、政治考量、永

續發展等），又本次改革方案之目的另一說法係為拉近公務人員與勞工退休所得

之差距，您對這種說法的看法又為何？  

答：舒緩財政壓力是主要目的，因為我國的年金基金運作似乎不是很理想，獲利

都不高。 

六、您認為由政府支付的公務人員退休金，與政府整體之社會福利政策推動有何關係？ 

答：政府的社會福利政策推動多半跟選舉有關，有些錢根本就是不應該花的，也

造成很多浪費，例如：之前媒體報導的假老農等，有大筆財產卻領取政府的

補助津貼，造成社會福利資源的浪費。我覺得如果要檢討公務人員退休金與

社會福利政策的關係，不如先檢討社會福利政策支出是否花在刀口上。 

第三部分：對本次改革方案的評價 

一、如改革方案通過施行，您認為對政府、退撫基金財政有無助益？ 

答：這次改革的層面很廣，可以說是全面降低了公務人員的退休所得替代率，當

然公務人員的所得被砍了一刀；政府或是退撫基金財政一定是能相對達到節

流的目的。 

二、本次改革方案在信賴保護原則之爭議上，您的看法為何？如有信賴保護之適用，

若改革方案通過施行，您會不會行政救濟？ 

答：有信賴保護原則，但是基本上是配合政府政策推動。 

三、本次改革方案在平等原則之爭議上（與勞工之間），您的看法為何？是否能實現

社會（職業間）公平正義？原因為何？ 

答：這樣說就會造成職業間的對立，應該關注在年金制度的改革上，職業間本來

就存在不平等，因為各種勞動條件都不同，本次改革應該與這方面無關。 

四、您認為政府對本次改革方案之宣導方式及規劃過程是否妥適？ 

答：宣導的不夠，但是規劃的過程我相信銓敘部的專業，現在的改革方案應該是

經過很多討論後的結果。 

五、本次改革方案係受政黨、勞工及媒體等多方利益團體影響下的產物，對此您的看

法為何？ 

答：這是一定會受影響的，我無意見。 

第四部分：本次改革方案對公務人員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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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退休所得減少等本次變革內容，對您個人的自願退休意願與生涯規劃有無影響？

是否在未來會對您的家庭經濟或生活造成改變？ 

答：影響是有，但就是少花點，還是一樣過活。 

二、為何選擇當公務人員，原因為何？您會鼓勵子女或親朋好友投入嗎？原因又為何？ 

答：之前讀理工，畢業後一股衝動想要為國家或社會做一些事情，於是投身公職，

想想有點傻，當時在民間業界正是臺灣經濟剛要起飛，學理工當公務人員是

有點可惜；但是也還好，至少工作很穩定。現在存的錢加上未來穩定的退休

所得，是不會對經濟上有太多擔憂。相較於那時情況，不管改革前後；現在

當公務人員的誘因較多，如果有親朋好友甚至子女想要以公務人員為職志，

我是鼓勵的，可以考看看。 

三、您認為如公務人員之整體所得（在職及退休所得合計）不較企業界優渥，對政府

用人或社會職場生態會產生何種影響？ 

答：雖然經過改革，但是我認為福利還是較民間好一些，政府應該還是能吸引到

人才。重點還是現在民間企業普遍低薪，要活絡社會職場的人力資源運用，

還是要企業配合讓利；使賺的錢能與員工分享。 

四、您認為如果公務人員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再次延後，對政府機關的人力運用方面，

將造成何種影響？ 

答：缺都被我們這些老人佔了，年輕人當然就進不來。當然資深人員對工作會較

嫻熟，但是機關的組成會有一定程度的老化現象，其間的利弊就是政府相關

單位應該要去規劃和準備配套的部分。 

第五部分：您對本次改革方案在內容、過程或改革方向等有何期許與建議？ 

答：接受改革內容，無具體建議。 

訪談紀錄四 

壹、 受訪者基本資料 

一、受訪者代號：D 

二、 目前官等：□委任□薦任■簡任 

三、 現任職務：■非主管職務□主管職務 

四、符合現行自願退休條件等 

(一) 符合自願退休資格：□是 ■否 

(二) 符合自願退休及月退休金起支年齡資格：□是 ■否 

五、是否有優存：■是 □否 

貳、 對銓敘部2013年「公務人員退休改革規劃方案」（下簡稱本次改革方案）訪談大

綱： 

第一部分：對本次改革方案的認知 

一、您對本次改革方案的內容是否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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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大概了解，因為還沒有到退休的時候，不過有看報紙、媒體的宣導，大約了

解，但不是百分之一百了解。 

二、本次改革「延退」部分，從俗稱85制改成90制，您知道何謂90制？又何謂月退休

金起支年齡？ 

答：這個知道，90制就是公務人員服務年資加年齡等於90，比如說服務滿30年，

年齡60歲，加起來等於90；服務25年，年齡65歲，加起來也是90。月退休金

起支年齡從考試院公布的資料，自115年起，65歲或60歲後才可以開始支領

月退休金，這些都是這次改革新的規定，也就是比現行規定延後5年。 

三、本次改革「少領」部分，因退休金計算基準及基數內涵之修改，退休所得至少減

少15%；另若有優存，利率更是直接從18%降為以9%為上限。您了解前述「退休

金計算基準等」之改革內容嗎？能否說明？ 

答：知道，計算基準是從最後在職俸額改為往前15年平均俸額，有舊制年資基數

內涵從本俸乘2改為乘1.6；純新制年資則改為乘1.7，臺銀的優存也減少，

我的舊制年資10年多，改革後1個月大概減少8千多元。 

四、本次改革「多繳」部分，提高公務人員退撫基金提撥率及自費比率，以退撫基金

費率12%、6職等本俸1級計算，每月約須增加305元撥繳費用。您了解本項改革內

容嗎？能否說明？ 

答：依之前翻閱的資料，退撫基金提撥率經4次精算，如果不改革，未來將會破

產，預估109年後會產生收支不足的現象，甚至到118年全部用光，所以必須

要作改變，公務人員自費的比率要提高，這也牽扯到退撫基金的投資運作，

據了解，去年大賺200億，當然，這是行情好時，有時也會高低起伏。 

五、本次改革方案就現職人員而言，主要內容簡述如下： 

(一) 月退休金起支年齡由任職滿25年、年滿60歲及任職滿30年、年滿55歲；分別

延後為65歲及60歲。 

(二) 退休金計算基準從106年起從最後在職本（年功）俸改為往前10年平均俸額；

至111年以後改為往前15年平均俸額。 

(三) 退休金基數內涵從最後在職本（年功）俸2倍，兼具新舊年資者自109年改為

平均俸額1.6倍；純新制年資者自108年改為平均俸額1.7倍。 

(四) 退撫基金提撥法定費率由12%-15%改為12%-18%；政府與公務人員分擔比例

由65%、35%改為60%、40%。 

(五) 優存利率自106年調降為12%，自110年以後，以臺灣銀行1年期定期存款固定

利率加7%，並以9%為上限。 

請問，前述說明與您對本次改革方案的認知有無差異？ 

答：差不多，這樣說明後比較清楚。 

第二部分：對本次改革方案的態度 

一、承第一部分五，您對本次改革方案內容有哪一項或哪些項是支持、尚能接受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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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接受？原因為何？ 

答：全部都尚能接受，主要是體恤國家，這個改革方案之前媒體吵很久，身為公

務人員只能配合政策推動，希望退休制度能長久發展，改革主要是打破世代

不均，也是因為勞工退休金相較之下太少，例如：太太60歲退休，退休後1

個月可能才能領3萬元。如果不作改革；不管是公務人員或是勞工可能變成

雙輸，最後連退休金都領不到，所以現在政府要預先規劃，雖然改革後可能

每月少領約2萬元，但是可能仍較勞工為優厚。 

二、現行公務人員至少55歲才可支領月退休金，有學者認為太年輕，主張延後（本次

改革方案延至60歲），您認同這種說法嗎？原因為何？ 

答：55歲退休可能真的太年輕了，政府好不容易培養一位公務人員，卻這麼早退

休；領取退休金遊山玩水，對這整個社會正義有點不太公平，尤其是老師，

我認識很多老師都是55歲就退休。 

三、退休金計算基準改為往前15年平均俸額，基數內涵改為平均俸額1.6倍（具新舊制

年資）及1.7倍（純新制年資），另優存利率改為以9%為上限。前述改革主要係為

降低公務人員退休所得替代率，您認同所得替代率應調降嗎？原因為何？ 

答：這樣改就是希望公務人員退休後之退休金不會比現職薪水還多，像我剛剛提

到我有新舊制，改為本俸乘1.6倍；連主管、專業加給也沒有列入，很單純

的計算方式，就是希望退休金之給與，不要變成不合理的現像，整個改革的

方向是沒有錯的，算是符合社會公義。 

四、退撫基金提撥，政府與公務人員分擔比例由65%、35%改為60%、40%，您認為調

昇個人負擔比例合理嗎？原因為何？ 

答：這部分我倒是沒有什麼意見，因為之前說到要讓退撫基金寬裕一點，個人比

例只提高5%，我還算能接受。多提撥5%讓整個水庫的進帳能夠增加很多，讓

退撫基金能很寬裕的充分來利用，例如：作投資、收息等。 

五、您認為政府為什麼要推出本次改革方案？（例如：舒緩財政壓力、政治考量、永

續發展等），又本次改革方案之目的另一說法係為拉近公務人員與勞工退休所得

之差距，您對這種說法的看法又為何？ 

答：我倒是覺得拉近公務人員與勞工間退休所得這種說法比較是政府的考量，因

為整個媒體、社會氛圍就是反公務人員；同情較弱勢團體，尤其是勞工階層，

所以說這次調整基本上是讓公務人與勞工所得不要差距太遠，其他的說法比

較是螢光幕上的說法，拉近公務人員與勞工退休所得之差距是比較貼切。 

六、您認為由政府支付的公務人員退休金，與政府整體之社會福利政策推動有何關係？ 

答：社會福利政策是必須的，但是政府應該審慎規劃，與公務人員的退休金應該

是無關，因為退休金算是運作政府的人事成本。 

第三部分：對本次改革方案的評價 

一、如改革方案通過施行，您認為對政府、退撫基金財政有無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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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有，絕對有助益，改革後退休撫卹基金應該能細水長流的發展。 

二、本次改革方案在信賴保護原則之爭議上，您的看法為何？如有信賴保護之適用，

若改革方案通過施行，您會不會行政救濟？ 

答：我覺得對公務人員的退休金還是要有信賴保護原則，因為整個退休金制度改

了又改，一直都沒有定案下來，像優惠存款18%一直被攻擊，但事實上18%並

不是每個人都能領，像新進人員84年以後的就沒有；84年以前才有。但是隨

著時間，這些早期公務人員逐漸去逝，所以領18%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多人。

早期公務人員比較清苦，所以政府照顧這些人，但是現在銀行利率才1.3%左

右，現在大多數人認為18%不合理，我強調還是要有信賴保護原則，政府施

政應該要取信於民，不管是民眾還是公務人員。改革方案如果一直再改，到

最後這版本是9%，是否未來政黨輪替後又要再改？所以，將來如果完成優惠

存款立法，希望不會再說改就改。倒是不會行政救濟，只會表示意見，但是

會適可而止，不至於走上街頭，但是別人我就不知道了，像之前有一個老同

事，他就會走上街頭。 

三、本次改革方案在平等原則之爭議上（與勞工之間），您的看法為何？是否能實現

社會（職業間）公平正義？原因為何？ 

答：這個很難，一般勞工退休後月領3萬多就笑咪咪的，像我如果65歲退休，可

以月領8萬5到9萬元，幾乎是勞工的3倍，所以這次改革只能說是慢慢拉近距

離。 

四、您認為政府對本次改革方案之宣導方式及規劃過程是否妥適？ 

答：我覺得是應該多宣導，因為宣導明顯不夠，訊息都是立法委員的提案有爭議

後才從立法院傳出來，各種版本充斥；實際上我認為官方應該多透過公務人

員協會、人事行政系統宣導。 

五、本次改革方案係受政黨、勞工及媒體等多方利益團體影響下的產物，對此您的看

法為何？ 

答：一般來說，大部分公務人員都是選擇沉默、無奈的態度來面對，所以改革方

案如果通過，還是會接受。 

第四部分：本次改革方案對公務人員之影響 

一、退休所得減少等本次變革內容，對您個人的自願退休意願與生涯規劃有無影響？

是否在未來會對您的家庭經濟或生活造成改變？ 

答：退休所得減少，當然就是少支出；多節儉，但是依照前面說的一個月8萬多

退休金，事實上也夠生活了，除非本來就是負債累累，不然已經很足夠了。 

二、為何選擇當公務人員，原因為何？您會鼓勵子女或親朋好友投入嗎？原因又為何？ 

答：我是大學剛畢業後，覺得公務人員比較安定，才會去考試。以目前臺灣發展，

還是會鼓勵子女去當公務人員，因為相較於一般私人公司，還是較安定。現

在剛出社會起薪普遍低，考上公務人員，從委任起至少有3萬多；之後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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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資等條件會逐年調高，畢竟還是會比民間企業好一點。 

三、您認為如公務人員之整體所得（在職及退休所得合計）不較企業界優渥，對政府

用人或社會職場生態會產生何種影響？ 

答：當然景氣好時，企業也是加薪加很多，看你要比的對象是民間企業高階還是

低階人員，有些企業的高階人員一個月薪水10到20萬，甚至更高都有；但是

如果是跟剛出社會的新鮮人比當然是公務人員好很多，整體而言，我還是覺

得改革後公務人員的待遇還是會較一般企業好，還是會吸引人才加入。 

四、您認為如果公務人員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再次延後，對政府機關的人力運用方面，

將造成何種影響？ 

答：退休年齡延後，缺會變少，這一定會擋到年輕人升遷的機會；但是，往好處

想，是可以多借重資深人員的經驗和智慧」。F專員：「我還是不贊成退休

年齡延後，政府的人員應該保持一直更新；如同活水，未來才會進步，如果

任職時間過長，不只是機關人力老年化的問題，其學習力或接受新知的能力

都較弱，對於國家的發展都會有影響。 

第五部分：您對本次改革方案在內容、過程或改革方向等有何期許與建議？ 

答：我認為政府在改革方案的說詞和宣導方式都可以再細膩一點，不要對公務人

員那麼粗暴，把公務人員都打入黑五類，讓公務人員和勞工族群產生對立，

甚至讓大眾認為公務人員都是肥缺。如果用不尊重並且粗暴的態度，大家心

裡也不是滋味，只要以將心比心的態度去處理，大部分的公務人員都會接受

改革。 

訪談紀錄五 

壹、 受訪者基本資料 

一、受訪者代號：E 

二、 目前官等：□委任■薦任□簡任 

三、 現任職務：□非主管職務■主管職務 

四、符合現行自願退休條件等 

(一) 符合自願退休資格：□是 ■否 

(二) 符合自願退休及月退休金起支年齡資格：□是 ■否 

五、是否有優存：□是 ■否 

貳、 對銓敘部2013年「公務人員退休改革規劃方案」（下簡稱本次改革方案）訪談大

綱： 

第一部分：對本次改革方案的認知 

一、您對本次改革方案的內容是否了解？ 

答：不是很了解。 

二、本次改革「延退」部分，從俗稱85制改成90制，您知道何謂90制？又何謂月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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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起支年齡？ 

答：90制是年齡和年資加起來是90，月退休金起支年齡顧名思義是可以領月退休

金的年齡，兩者同意？ 

三、本次改革「少領」部分，因退休金計算基準及基數內涵之修改，退休所得至少減

少15%；另若有優存，利率更是直接從18%降為以9%為上限。您了解前述「退休

金計算基準等」之改革內容嗎？能否說明？ 

答：我沒優存，所以影響不大吧？退休金的計算基準應該是從最後在職薪水改變

成平均薪水，現在的基數內涵是本俸乘2，未來將降為1.6還是1.7？感覺還

好，不至於太低。 

四、本次改革「多繳」部分，提高公務人員退撫基金提撥率及自費比率，以退撫基金

費率12%、6職等本俸1級計算，每月約須增加305元撥繳費用。您了解本項改革內

容嗎？能否說明？ 

答：不清楚。 

五、本次改革方案就現職人員而言，主要內容簡述如下： 

(一) 月退休金起支年齡由任職滿25年、年滿60歲及任職滿30年、年滿55歲；分別

延後為65歲及60歲。 

(二) 退休金計算基準從106年起從最後在職本（年功）俸改為往前10年平均俸額；

至111年以後改為往前15年平均俸額。 

(三) 退休金基數內涵從最後在職本（年功）俸2倍，兼具新舊年資者自109年改為

平均俸額1.6倍；純新制年資者自108年改為平均俸額1.7倍。 

(四) 退撫基金提撥法定費率由12%-15%改為12%-18%；政府與公務人員分擔比例

由65%、35%改為60%、40%。 

(五) 優存利率自106年調降為12%，自110年以後，以臺灣銀行1年期定期存款固定

利率加7%，並以9%為上限。 

請問，前述說明與您對本次改革方案的認知有無差異？ 

答：早就聽說這次改革對公務人員會影響很大，但是本來只覺得延後退休年齡有

影響，聽完說明後才知道退休金將會少領這麼多。 

第二部分：對本次改革方案的態度 

一、承第一部分五，您對本次改革方案內容有哪一項或哪些項是支持、尚能接受或不

能接受？原因為何？ 

答：較能接受優存利率調降，因為本身並沒有優惠存款，現在領的主管加給，退

休金的計算並未涵括，未來相關計算基準再次調降後，勢必少領更多，本次

改革項目都是尚能接受而已。 

二、現行公務人員至少55歲才可支領月退休金，有學者認為太年輕，主張延後（本次

改革方案延至60歲），您認同這種說法嗎？原因為何？ 

答：我同意晚點退休，畢竟國家財政困難大家都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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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退休金計算基準改為往前15年平均俸額，基數內涵改為平均俸額1.6倍（具新舊制

年資）及1.7倍（純新制年資），另優存利率改為以9%為上限。前述改革主要係為

降低公務人員退休所得替代率，您認同所得替代率應調降嗎？原因為何？ 

答：政府應該精算，何種所得替代率能維持公務人員的生活水準，只要合理就能

接受。 

四、退撫基金提撥，政府與公務人員分擔比例由65%、35%改為60%、40%，您認為調

昇個人負擔比例合理嗎？原因為何？ 

答：提高個人提撥比率算是變項減薪，但是如果銓敘部經過計算後，認為退撫基

金提撥率應該提高；為了基金能永續發展，我是認為還算合理。 

五、您認為政府為什麼要推出本次改革方案？（例如：舒緩財政壓力、政治考量、永

續發展等），又本次改革方案之目的另一說法係為拉近公務人員與勞工退休所得

之差距，您對這種說法的看法又為何？  

答：我認為應該是政治考量，因為年金改革的輿論壓力太大了，在這種情況下，

政治考量一定是首重原因。 

六、您認為由政府支付的公務人員退休金，與政府整體之社會福利政策推動有何關係？ 

答：只要是合理的領，應該與社會福利政策無關，這議題不能無限上綱。 

第三部分：對本次改革方案的評價 

一、如改革方案通過施行，您認為對政府、退撫基金財政有無助益？ 

答：改革方案如果通過，對於政府或退撫基金應該都是有利的，但是政府往往只

想到要節流，但是開源呢？退撫基金的運作是不是能思考更有效率的獲利方

式，讓公務人員能更信賴政府，也會更同意改革方案。 

二、本次改革方案在信賴保護原則之爭議上，您的看法為何？如有信賴保護之適用，

若改革方案通過施行，您會不會行政救濟？ 

答：公務人員的退休金領取，應該有信賴保護的原則吧？我懷疑現在這樣改是不

是合法？因為政府對於公務人員的薪資和退休金承諾，就算更改，也應該是

往後面發生效力；前面已經給的支付或是已經在職的人員，應得的退休金應

受信賴保護的原則保護。但是社會還是要有安定的力量，如果政府的政策是

要刪減公務人員的退休金，那我還是配合，不行政救濟。 

三、本次改革方案在平等原則之爭議上（與勞工之間），您的看法為何？是否能實現

社會（職業間）公平正義？原因為何？ 

答：資本主義本來就是自由經濟，怎麼會找兩個不同職業來比較公平呢？我認為

年金改革不應該泛政治化，尤其是這種會造成對立的議題。 

四、您認為政府對本次改革方案之宣導方式及規劃過程是否妥適？ 

答：可能沒什麼宣導，也可能是我工作忙沒時間去看；規劃的過程沒參與感，可

能是需要加強之處。 

五、本次改革方案係受政黨、勞工及媒體等多方利益團體影響下的產物，對此您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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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為何？ 

答：政府的政策須在各種利益團體的需求下取得平衡，但是這次改革明顯看到大

多數的公務人員族群，主要還是選擇沉默，無奈希望政府不要為了選票，犧

牲公務人員的福利。 

第四部分：本次改革方案對公務人員之影響 

一、退休所得減少等本次變革內容，對您個人的自願退休意願與生涯規劃有無影響？

是否在未來會對您的家庭經濟或生活造成改變？ 

答：多少會有影響，但是就我而言還是會選擇自願退休，因為畢竟退休後的所得

替代率仍然可以接受，如果平時多作投資、儲蓄，我想對未來的經濟生活不

至於影響過大。 

二、為何選擇當公務人員，原因為何？您會鼓勵子女或親朋好友投入嗎？原因又為何？ 

答：考上就來了！會鼓勵親朋好友會不會考，我無意見；但是子女如果有意願，

我是樂觀其成的，公務人員還是較穩定，有誘因。 

三、您認為如公務人員之整體所得（在職及退休所得合計）不較企業界優渥，對政府

用人或社會職場生態會產生何種影響？ 

答：如果待遇變差，很多人都會猶豫是否報考，造成人才流動的影響；但我覺得

應該是適才適所，並不是大家都跑來當公務人員。 

四、您認為如果公務人員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再次延後，對政府機關的人力運用方面，

將造成何種影響？ 

答：如果想升官，就會塞車吧！新進的缺也可能會變少，這些都需要有配套措施。

政府機關如果人力老化，觀念勢必較守舊，雖然節省了經費，對國家和社會

卻不一定是好事。 

第五部分：您對本次改革方案在內容、過程或改革方向等有何期許與建議？ 

答：希望政府對於職業間的衝突是有智慧的處理方式，不要讓公務人員成為眾矢

之的。 

訪談紀錄六 

壹、 受訪者基本資料 

一、受訪者代號：F 

二、 目前官等：□委任■薦任□簡任 

三、 現任職務：■非主管職務□主管職務 

四、符合現行自願退休條件等 

(一) 符合自願退休資格：□是 ■否 

(二) 符合自願退休及月退休金起支年齡資格：□是 ■否 

五、是否有優存：□是 ■否 

貳、 對銓敘部2013年「公務人員退休改革規劃方案」（下簡稱本次改革方案）訪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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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 

第一部分：對本次改革方案的認知 

一、您對本次改革方案的內容是否了解？ 

答：不是很了解。 

二、本次改革「延退」部分，從俗稱85制改成90制，您知道何謂90制？又何謂月退休

金起支年齡？ 

答：85制是年資和年齡合為85；90制是年資和年齡合為90，達成條件才能退休。 

三、本次改革「少領」部分，因退休金計算基準及基數內涵之修改，退休所得至少減

少15%；另若有優存，利率更是直接從18%降為以9%為上限。您了解前述「退休

金計算基準等」之改革內容嗎？能否說明？ 

答：知道，計算基準改為往前15年平均俸額，基數內涵從本俸乘2改為乘1.6還是

1.7？優惠存款也會減少，但是我沒優存，就沒什麼差別。 

四、本次改革「多繳」部分，提高公務人員退撫基金提撥率及自費比率，以退撫基金

費率12%、6職等本俸1級計算，每月約須增加305元撥繳費用。您了解本項改革內

容嗎？能否說明？ 

答：這部分不清楚。 

五、本次改革方案就現職人員而言，主要內容簡述如下： 

(一) 月退休金起支年齡由任職滿25年、年滿60歲及任職滿30年、年滿55歲；分別

延後為65歲及60歲。 

(二) 退休金計算基準從106年起從最後在職本（年功）俸改為往前10年平均俸額；

至111年以後改為往前15年平均俸額。 

(三) 退休金基數內涵從最後在職本（年功）俸2倍，兼具新舊年資者自109年改為

平均俸額1.6倍；純新制年資者自108年改為平均俸額1.7倍。 

(四) 退撫基金提撥法定費率由12%-15%改為12%-18%；政府與公務人員分擔比例

由65%、35%改為60%、40%。 

(五) 優存利率自106年調降為12%，自110年以後，以臺灣銀行1年期定期存款固定

利率加7%，並以9%為上限。 

請問，前述說明與您對本次改革方案的認知有無差異？ 

答：大致相同，有些在說明前是不清楚的。 

第二部分：對本次改革方案的態度 

一、承第一部分五，您對本次改革方案內容有哪一項或哪些項是支持、尚能接受或不

能接受？原因為何？ 

答：當然是無法接受，如果硬要選擇，可能只有調高提撥率、調降優存利率能接

受，因為若要退休生活無虞，本來就該在工作時多提撥一些，以保障退休生

活；優存利率在現今低利率時代，本來就容易受到大家質疑，但是其他改革

項目對未來退休金領取金額變動太大，難道都沒信賴保護的適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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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行公務人員至少55歲才可支領月退休金，有學者認為太年輕，主張延後（本次

改革方案延至60歲），您認同這種說法嗎？原因為何？ 

答：現代人年老時常會有很多文明病，工作的目的是為了讓生活的條件更好；享

受退休生活，如果退休的年齡一直延後，那要如何享受工作帶來的果實？所

以我不認為55歲退休太年輕。 

三、退休金計算基準改為往前15年平均俸額，基數內涵改為平均俸額1.6倍（具新舊制

年資）及1.7倍（純新制年資），另優存利率改為以9%為上限。前述改革主要係為

降低公務人員退休所得替代率，您認同所得替代率應調降嗎？原因為何？ 

答：如果能維持較高的水得替代率，對退休後的生活才有保障，我不覺得公務人

員的退休金所得替代率應該往下調整。 

四、退撫基金提撥，政府與公務人員分擔比例由65%、35%改為60%、40%，您認為調

昇個人負擔比例合理嗎？原因為何？ 

答：調高負擔比率如果對財政有助益，我是支持的。 

五、您認為政府為什麼要推出本次改革方案？（例如：舒緩財政壓力、政治考量、永

續發展等），又本次改革方案之目的另一說法係為拉近公務人員與勞工退休所得

之差距，您對這種說法的看法又為何？ 

答：我認為這次的改革絕對有政治力介入，媒體對此一議題也常常提出對公務人

員不公平的看法，我認為這次政府推出的改革方案應該是政黨角力後的結果。 

六、您認為由政府支付的公務人員退休金，與政府整體之社會福利政策推動有何關係？ 

答：政府在人事支出或是各種投資建設與社會福利的推動應該要有較平衡的規劃，

基本上政府組織人員年連精簡，社福政策不該與公務人員的退休金作太多聯

想。 

第三部分：對本次改革方案的評價 

一、如改革方案通過施行，您認為對政府、退撫基金財政有無助益？ 

答：有助益。 

二、本次改革方案在信賴保護原則之爭議上，您的看法為何？如有信賴保護之適用，

若改革方案通過施行，您會不會行政救濟？ 

答：政府應該保障守法公務人員的權益，但是改革方案通過後，我想也只能配合

在行政體系中繼續工作。 

三、本次改革方案在平等原則之爭議上（與勞工之間），您的看法為何？是否能實現

社會（職業間）公平正義？原因為何？ 

答：改革方案頂多讓公務人員和勞工在退休金上面拉近距離，但是這樣就算是社

會公平嗎？我認為是見仁見智。 

四、您認為政府對本次改革方案之宣導方式及規劃過程是否妥適？ 

答：我覺得宣導不夠，規劃過程過快、粗糙。 

五、本次改革方案係受政黨、勞工及媒體等多方利益團體影響下的產物，對此您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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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為何？ 

答：無意見。 

第四部分：本次改革方案對公務人員之影響 

一、退休所得減少等本次變革內容，對您個人的自願退休意願與生涯規劃有無影響？

是否在未來會對您的家庭經濟或生活造成改變？ 

答：會有影響，但是不至於到有太大變化，我升到9職等頂也一段時間了，之前

家人都有在作房地產投資，所以都有置產。 

二、為何選擇當公務人員，原因為何？您會鼓勵子女或親朋好友投入嗎？原因又為何？ 

答：我是因為安定才當公務人員，本身學經濟，曾經在會計事務所工作過，壓力

挺大，生活步調快又不穩定；公務人員相較之下是穩定多了。但並不會鼓勵

其他人加入公部門，尤其是我的小孩，因為民間企業有更多創新或發展的空

間，如果因為父母是公務人員，就侷限到他們的發展，我認為有些可惜；況

且公務人員的福利近年來是越改越差，我認為這樣更讓我覺得沒鼓勵必要。 

三、您認為如公務人員之整體所得（在職及退休所得合計）不較企業界優渥，對政府

用人或社會職場生態會產生何種影響？ 

答：會影響優秀人才加入公務機關，降低年輕學子報考意願。 

四、您認為如果公務人員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再次延後，對政府機關的人力運用方面，

將造成何種影響？ 

答：我還是不贊成退休年齡延後，政府的人員應該保持一直更新；如同活水，未

來才會進步，如果任職時間過長，不只是機關人力老年化的問題，其學習力

或接受新知的能力都較弱，對於國家的發展都會有影響。 

第五部分：您對本次改革方案在內容、過程或改革方向等有何期許與建議？ 

答：政府多宣導，廣納建言。 

訪談紀錄七 

壹、 受訪者基本資料 

一、受訪者代號：G 

二、 目前官等：□委任■薦任□簡任 

三、 現任職務：■非主管職務□主管職務 

四、符合現行自願退休條件等 

(一) 符合自願退休資格：□是 ■否 

(二) 符合自願退休及月退休金起支年齡資格：□是 ■否 

五、是否有優存：□是 ■否 

貳、 對銓敘部2013年「公務人員退休改革規劃方案」（下簡稱本次改革方案）訪談大

綱： 

第一部分：對本次改革方案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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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您對本次改革方案的內容是否了解？ 

答：大方向是了解的，但是細節不是很清楚。 

二、本次改革「延退」部分，從俗稱85制改成90制，您知道何謂90制？又何謂月退休

金起支年齡？ 

答：大概知道吧，90制就是65歲，工作25年退休或是60歲，工作30年退休。 

三、本次改革「少領」部分，因退休金計算基準及基數內涵之修改，退休所得至少減

少15%；另若有優存，利率更是直接從18%降為以9%為上限。您了解前述「退休

金計算基準等」之改革內容嗎？能否說明？ 

答：大致上了解，反正就是領的錢變少。 

四、本次改革「多繳」部分，提高公務人員退撫基金提撥率及自費比率，以退撫基金

費率12%、6職等本俸1級計算，每月約須增加305元撥繳費用。您了解本項改革內

容嗎？能否說明？ 

答：我不是很清楚細項，但是應該就是退休後每個月領的錢會變少。 

五、本次改革方案就現職人員而言，主要內容簡述如下： 

(一) 月退休金起支年齡由任職滿25年、年滿60歲及任職滿30年、年滿55歲；分別

延後為65歲及60歲。 

(二) 退休金計算基準從106年起從最後在職本（年功）俸改為往前10年平均俸額；

至111年以後改為往前15年平均俸額。 

(三) 退休金基數內涵從最後在職本（年功）俸2倍，兼具新舊年資者自109年改為

平均俸額1.6倍；純新制年資者自108年改為平均俸額1.7倍。 

(四) 退撫基金提撥法定費率由12%-15%改為12%-18%；政府與公務人員分擔比例

由65%、35%改為60%、40%。 

(五) 優存利率自106年調降為12%，自110年以後，以臺灣銀行1年期定期存款固定

利率加7%，並以9%為上限。 

請問，前述說明與您對本次改革方案的認知有無差異？ 

答：與原來認知上差異不大。 

第二部分：對本次改革方案的態度 

一、承第一部分五，您對本次改革方案內容有哪一項或哪些項是支持、尚能接受或不

能接受？原因為何？ 

答：較能接受或是支持以前15年平均俸額計算退休金，我覺得這樣很公平，以工

作表現換取退休金，而工作表現可長遠觀察，並非以退休前1年到什麼職位

決定。間接鼓勵公務人員維持工作表現與態度。 

二、現行公務人員至少55歲才可支領月退休金，有學者認為太年輕，主張延後（本次

改革方案延至60歲），您認同這種說法嗎？原因為何？ 

答：我覺得60歲或65歲才退休年紀太大了，因為就算是國人平均壽命延長，也可

能由於個人身體狀況不同而在60幾歲時早已疾病纏身。或許部分公務人員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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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從事公職是礙於現實考量，心中仍有自己的理想希望能在退休後可以實現，

但是如果60或65歲才退休，也許身體狀況已經不允許開發新生活了。在工作

方面，表現也不會比年輕人好。 

三、退休金計算基準改為往前15年平均俸額，基數內涵改為平均俸額1.6倍（具新舊制

年資）及1.7倍（純新制年資），另優存利率改為以9%為上限。前述改革主要係為

降低公務人員退休所得替代率，您認同所得替代率應調降嗎？原因為何？ 

答：基本上所得替代率調降就是會造成退休後所得降低吧，我覺得公務人員應該

都是不認同的，但是如果真的要降低，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可以置喙的餘地，

因為也還沒到馬上要退休的年紀。 

四、退撫基金提撥，政府與公務人員分擔比例由65%、35%改為60%、40%，您認為調

昇個人負擔比例合理嗎？原因為何？ 

答：跟前一題一樣，如果政府非得要調高提撥率，我想公務人員是沒有什麼反對

的餘地，所以沒有太多的想法。 

五、您認為政府為什麼要推出本次改革方案？（例如：舒緩財政壓力、政治考量、永

續發展等），又本次改革方案之目的另一說法係為拉近公務人員與勞工退休所得

之差距，您對這種說法的看法又為何？  

答：舒緩財政壓力和政治考量，我想也是為了拉近公務人員和勞工的退休所得。

但是，拉近彼此退休所得真的有必要嗎？又不是共產國家，既然社會是要自

由發展的，為什麼要拉近？比起這個，我想貧富差距才更應該縮小，才更是

公平正義的表現。 

六、您認為由政府支付的公務人員退休金，與政府整體之社會福利政策推動有何關係？ 

答：我覺得不一定有，因為節省的經費不一定會用在社會福利。 

第三部分：對本次改革方案的評價 

一、如改革方案通過施行，您認為對政府、退撫基金財政有無助益？ 

答：我覺得短期而言是有幫助的，但是長期來說，並不一定；因為退撫基金最大

的問題應該是投資失利。 

二、本次改革方案在信賴保護原則之爭議上，您的看法為何？如有信賴保護之適用，

若改革方案通過施行，您會不會行政救濟？ 

答：這一點我的態度比較消極，在法律觀點應該是有信賴保護原則的適用，但是

政府的施政卻常常沒考慮到這點。像之前退休制度改為85制時，也是說改就

改，但是我不會行政救濟，因為我認為沒有用，公務人員是不能罷工的，在

很多政策上是沒那麼多權利能抗爭的。 

三、本次改革方案在平等原則之爭議上（與勞工之間），您的看法為何？是否能實現

社會（職業間）公平正義？原因為何？ 

答：會演變成這樣有他的道理不是一句公平正義可以強迫改革的，如果強迫拉近

薪資結構是假正義。我覺得職業間本來就沒有所謂的公平正義，像醫生跟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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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的所得也不會是公平正義的，每一個工作都會需要有人做；每一個工作都

會有不一樣的薪資，可能是基於當時選擇工作時的努力或其他原因，所以這

樣是不是能夠平等呢？我覺得是有待商榷的。那這次施行改革後還是不平等

呢？還要再改嗎？ 

四、您認為政府對本次改革方案之宣導方式及規劃過程是否妥適？ 

答：我覺得政府沒有什麼宣導，因為如果不是人事人員不會很清楚，我也不是人

事人員，所以也不清楚。大概資訊只能從新聞媒體得到，但是媒體本來就可

能是片面的報導，並不會以全面的角度；也許媒體都比較支持勞工，所以在

公務人員的立場，我覺得宣導方式或規劃過程不妥適。 

五、本次改革方案係受政黨、勞工及媒體等多方利益團體影響下的產物，對此您的看

法為何？ 

答：臺灣社會很多東西本來就是在政黨等多方利益壓力下的產物，況且這樣的改

革本來就是一直在強調勞工與公務人員之間的差異，應該是說降低了公務人

員的保障去迎合勞工團體。 

第四部分：本次改革方案對公務人員之影響 

一、退休所得減少等本次變革內容，對您個人的自願退休意願與生涯規劃有無影響？

是否在未來會對您的家庭經濟或生活造成改變？ 

答：因為退休一定會撐到年紀到，所以生涯規劃一定會有改變，因為現在可能變

成60歲才能退休，這樣子的差距其實對一個人的人生或身體狀況到時都可能

已經有不同改變，要重新規劃退休生活。 

二、為何選擇當公務人員，原因為何？您會鼓勵子女或親朋好友投入嗎？原因又為何？ 

答：當初會選擇公務人員是有一些經濟的考量，如果是親朋好友年紀跟我差不多

的，我會鼓勵他們，但是如果是我的小孩，我希望他們能做自己會快樂的工

作；如果只是因為經濟的壓力或是生活的穩定，我覺得是沒必要的，只要能

快樂的養活自己就好。本次改革之後，我覺得更不會鼓勵自己小孩放棄理想

而投身公職，除非他的理想就是當公務人員」。 

三、您認為如公務人員之整體所得（在職及退休所得合計）不較企業界優渥，對政府

用人或社會職場生態會產生何種影響？ 

答：我覺得對於現有政府體系的人員是不會有太大影響，因為只要一踏進公務界，

基本上是不太會離開，因為從事公務人員之後也許跟業界會有脫節，再回去

民間可能會不適應，業界也不見得會願意選擇這樣的人員，以法官的社會地

位演進為例，很多法官都是教職轉任的，但是現在因為法官社會地位高，所

以法律人都想當法官。相對的，因為現在公務人員福利不錯，所以很多人想

投身公職，如果未來退休後的給付條件變差了，當然會失去吸引人的誘因，

而讓很多人覺得繼續留在民間，未來轉職的競爭力也會比較好，而且高階職

位的待遇也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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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您認為如果公務人員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再次延後，對政府機關的人力運用方面，

將造成何種影響？ 

答：我覺得這樣會造成機關人力老化，因為現代人用眼過度，可能40歲時就已經

開始老化了；到60歲時可能連電腦都看不清楚。而且年資長者薪資高，為什

麼不任用比較少薪資而又工作效率高的員工？這樣改會讓年輕人進不來公

務機關。 

第五部分：您對本次改革方案在內容、過程或改革方向等有何期許與建議？ 

答：我本來就是比較消極的人，事實上，我對改革方案究竟要改什麼已經沒有意

見了，因為我覺得這不是一般公務人員能使上力的。但是我覺得改可以，但

是不要一直改，這樣會讓公務人員喪失信心。 

訪談紀錄八 

壹、 受訪者基本資料 

一、受訪者代號：H 

二、 目前官等：□委任■薦任□簡任 

三、 現任職務：■非主管職務□主管職務 

四、符合現行自願退休條件等 

(一) 符合自願退休資格：□是 ■否 

(二) 符合自願退休及月退休金起支年齡資格：□是 ■否 

五、是否有優存：□是 ■否 

貳、 對銓敘部2013年「公務人員退休改革規劃方案」（下簡稱本次改革方案）訪談大

綱： 

第一部分：對本次改革方案的認知 

一、您對本次改革方案的內容是否了解？ 

答：不是很了解。 

二、本次改革「延退」部分，從俗稱85制改成90制，您知道何謂90制？又何謂月退休

金起支年齡？ 

答：90制是年齡加年資等於90，例如工作30年；年滿60歲。 

三、本次改革「少領」部分，因退休金計算基準及基數內涵之修改，退休所得至少減

少15%；另若有優存，利率更是直接從18%降為以9%為上限。您了解前述「退休

金計算基準等」之改革內容嗎？能否說明？ 

答：不知道，本身對公務人員相關法令沒研究，而且沒有優惠存款，應該影響不

大？ 

四、本次改革「多繳」部分，提高公務人員退撫基金提撥率及自費比率，以退撫基金

費率12%、6職等本俸1級計算，每月約須增加305元撥繳費用。您了解本項改革內

容嗎？能否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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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不知道，只知道繳的變多。 

五、本次改革方案就現職人員而言，主要內容簡述如下： 

(一) 月退休金起支年齡由任職滿25年、年滿60歲及任職滿30年、年滿55歲；分別

延後為65歲及60歲。 

(二) 退休金計算基準從106年起從最後在職本（年功）俸改為往前10年平均俸額；

至111年以後改為往前15年平均俸額。 

(三) 退休金基數內涵從最後在職本（年功）俸2倍，兼具新舊年資者自109年改為

平均俸額1.6倍；純新制年資者自108年改為平均俸額1.7倍。 

(四) 退撫基金提撥法定費率由12%-15%改為12%-18%；政府與公務人員分擔比例

由65%、35%改為60%、40%。 

(五) 優存利率自106年調降為12%，自110年以後，以臺灣銀行1年期定期存款固定

利率加7%，並以9%為上限。 

請問，前述說明與您對本次改革方案的認知有無差異？ 

答：原以為只會影響到未來新進人員，現在知道連現職人員都會受到這麼大的影

響，經過說明後，是比之前的認知清楚多了。 

第二部分：對本次改革方案的態度 

一、承第一部分五，您對本次改革方案內容有哪一項或哪些項是支持、尚能接受或不

能接受？原因為何？ 

答：優惠存款調降是支持的，畢竟較不合理；退休年齡再次延後不能接受，工作

總不能讓我們做到死吧？雖然人們的年齡延後，但是還是應該多些退休生活

的規劃，而不是一直工作壓榨。 

二、現行公務人員至少55歲才可支領月退休金，有學者認為太年輕，主張延後（本次

改革方案延至60歲），您認同這種說法嗎？原因為何？ 

答：現行制度會太年輕就退休嗎？我不認同。月退休金支領年齡如果延後至60歲，

就算能早一點退休，如果不能領月退休金；又該如何生活？ 

三、退休金計算基準改為往前15年平均俸額，基數內涵改為平均俸額1.6倍（具新舊制

年資）及1.7倍（純新制年資），另優存利率改為以9%為上限。前述改革主要係為

降低公務人員退休所得替代率，您認同所得替代率應調降嗎？原因為何？ 

答：要能達到一定水準，讓退休後的老年生活能過的較寬心。 

四、退撫基金提撥，政府與公務人員分擔比例由65%、35%改為60%、40%，您認為調

昇個人負擔比例合理嗎？原因為何？ 

答：調高是合理的，因為聽說現行的提撥率是不足夠的。 

五、您認為政府為什麼要推出本次改革方案？（例如：舒緩財政壓力、政治考量、永

續發展等），又本次改革方案之目的另一說法係為拉近公務人員與勞工退休所得

之差距，您對這種說法的看法又為何？  

答：我認為是有政治因素的種種考量，應該是在野黨的壓力吧？依這種變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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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出的結果，顯然就是把公務人員的退休所得和勞工作一定程度的拉近。 

六、您認為由政府支付的公務人員退休金，與政府整體之社會福利政策推動有何關係？ 

答：公務人員的人事經費應該說算是政府運作的必要成本，應該與社會福利政策

無關，例如：現在很多人詬病的健保黑洞；是與醫療資源的浪費有關，而不

是因為公務人員的退休金造成。 

第三部分：對本次改革方案的評價 

一、如改革方案通過施行，您認為對政府、退撫基金財政有無助益？ 

答：我認為不見得，政府每年還是支付高額的社會福利經費，有些都不是花在刀

口上。這次改革方案通過，不過是減少部分政府的支出，還是有很多不必要

的支出沒被檢討。 

二、本次改革方案在信賴保護原則之爭議上，您的看法為何？如有信賴保護之適用，

若改革方案通過施行，您會不會行政救濟？ 

答：適用信賴保護，但是不會行政救濟，因為很花時間；最後可能是不了了之。

公務人員還是會配合政府政策的吧。 

三、本次改革方案在平等原則之爭議上（與勞工之間），您的看法為何？是否能實現

社會（職業間）公平正義？原因為何？ 

答：社會間的公平正義有很多面向，各種職業間的公平應該是最難達到的，何況

這次改革的議題就是把公務人員和基層勞工作對比；實際上有很多待遇優渥

的勞工，卻不在這次的討論之列，例如：聽說修車的技工待遇就不錯，其他

如之前聽說的許多餐飲業年終獎金發好幾個月等，這些都比公務人員所得優

渥，是否也能一併探討公平與否？因為工作內容的不同，硬是要探討公平本

來就是不恰當的。 

四、您認為政府對本次改革方案之宣導方式及規劃過程是否妥適？ 

答：宣導的不夠，資訊多是從媒體得知，但是我認為既然改革的對象主要是公務

人員，政府機關應該可以更細膩的直接宣導改革細節，讓同仁們能更安心；

規劃的過程常常是隨著輿論起舞，我認為規劃過程不適當。 

五、本次改革方案係受政黨、勞工及媒體等多方利益團體影響下的產物，對此您的看

法為何？ 

答：無意見，臺灣的政治生態就是這樣。 

第四部分：本次改革方案對公務人員之影響 

一、退休所得減少等本次變革內容，對您個人的自願退休意願與生涯規劃有無影響？

是否在未來會對您的家庭經濟或生活造成改變？ 

答：影響太大了，不管是退休的年齡延後；還是退休所得減少。本身現在還有房

貸壓力，每月幾乎一半以上薪水都付在上頭，所以幾乎沒有存款，如果退休

後的所得相差太多，一定會考慮延後退休時間，多一些收入，對於未來的人

生規劃一定會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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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何選擇當公務人員，原因為何？您會鼓勵子女或親朋好友投入嗎？原因又為何？ 

答：不會鼓勵別人投入公職，因為福利越改越差，連退休金都要縮水了。 

三、您認為如公務人員之整體所得（在職及退休所得合計）不較企業界優渥，對政府

用人或社會職場生態會產生何種影響？ 

答：多少會影響人才加入政府機關，我想以後可能會較少人考公務人員考試吧。 

四、您認為如果公務人員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再次延後，對政府機關的人力運用方面，

將造成何種影響？ 

答：可能會發生想退休的人離不開；想做公務人員的人進不來的情況，我認為或

許會舒緩退休金給付壓力，但是長期來說對於政府的用人方面是不利的。 

第五部分：您對本次改革方案在內容、過程或改革方向等有何期許與建議？ 

答：也不是只有這次改革啦，以後這種改革應該多聽聽相關人員的意見，重點是

彼此之間要有共識。 

訪談紀錄九 

壹、 受訪者基本資料 

一、受訪者代號：I 

二、 目前官等：□委任■薦任□簡任 

三、 現任職務：■非主管職務□主管職務 

四、符合現行自願退休條件等 

(一) 符合自願退休資格：□是 ■否 

(二) 符合自願退休及月退休金起支年齡資格：□是 ■否 

五、是否有優存：□是 ■否 

貳、 對銓敘部2013年「公務人員退休改革規劃方案」（下簡稱本次改革方案）訪談大

綱： 

第一部分：對本次改革方案的認知 

一、您對本次改革方案的內容是否了解？ 

答：以不變應萬變。資訊都是之前從新聞得知，似懂非懂。 

二、本次改革「延退」部分，從俗稱85制改成90制，您知道何謂90制？又何謂月退休

金起支年齡？ 

答：年齡和年資合，符合資格才能退休。 

三、本次改革「少領」部分，因退休金計算基準及基數內涵之修改，退休所得至少減

少15%；另若有優存，利率更是直接從18%降為以9%為上限。您了解前述「退休

金計算基準等」之改革內容嗎？能否說明？ 

答：大概就是少領，18%優惠存款砍半。 

四、本次改革「多繳」部分，提高公務人員退撫基金提撥率及自費比率，以退撫基金

費率12%、6職等本俸1級計算，每月約須增加305元撥繳費用。您了解本項改革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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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嗎？能否說明？ 

答：對提撥多少這方面不清楚，只知道這些每月都是混在勞健保裡面扣除，我沒

去細分。 

五、本次改革方案就現職人員而言，主要內容簡述如下： 

(一) 月退休金起支年齡由任職滿25年、年滿60歲及任職滿30年、年滿55歲；分別

延後為65歲及60歲。 

(二) 退休金計算基準從106年起從最後在職本（年功）俸改為往前10年平均俸額；

至111年以後改為往前15年平均俸額。 

(三) 退休金基數內涵從最後在職本（年功）俸2倍，兼具新舊年資者自109年改為

平均俸額1.6倍；純新制年資者自108年改為平均俸額1.7倍。 

(四) 退撫基金提撥法定費率由12%-15%改為12%-18%；政府與公務人員分擔比例

由65%、35%改為60%、40%。 

(五) 優存利率自106年調降為12%，自110年以後，以臺灣銀行1年期定期存款固定

利率加7%，並以9%為上限。 

請問，前述說明與您對本次改革方案的認知有無差異？ 

答：經過您說明後清楚多了 

第二部分：對本次改革方案的態度 

一、承第一部分五，您對本次改革方案內容有哪一項或哪些項是支持、尚能接受或不

能接受？原因為何？ 

答：退休金計算基準改為平均俸額、調整退撫基金提撥比率及優惠存款利率調降

是能支持的，其他項目頂多還能接受。原因是這樣改較合理吧！也能增加政

府的財政收入。 

二、現行公務人員至少55歲才可支領月退休金，有學者認為太年輕，主張延後（本次

改革方案延至60歲），您認同這種說法嗎？原因為何？ 

答：如果順應世界潮流，是應該把退休年齡延後。 

三、退休金計算基準改為往前15年平均俸額，基數內涵改為平均俸額1.6倍（具新舊制

年資）及1.7倍（純新制年資），另優存利率改為以9%為上限。前述改革主要係為

降低公務人員退休所得替代率，您認同所得替代率應調降嗎？原因為何？ 

答：這題沒意見。 

四、退撫基金提撥，政府與公務人員分擔比例由65%、35%改為60%、40%，您認為調

昇個人負擔比例合理嗎？原因為何？ 

答：聽說多年來是偏低，我覺得能調高。 

五、您認為政府為什麼要推出本次改革方案？（例如：舒緩財政壓力、政治考量、永

續發展等），又本次改革方案之目的另一說法係為拉近公務人員與勞工退休所得

之差距，您對這種說法的看法又為何？ 

答：主要是政治考量吧！那段期間輿論壓力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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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您認為由政府支付的公務人員退休金，與政府整體之社會福利政策推動有何關係？ 

答：我覺得應該無關，政府的社會福利政策常常是遇到選舉就大開支票，我很懷

疑我們國家是否真有那麼多錢來發放，應先檢討是否有不必要的社會福利措

施，而非又拿公務人員開刀。 

第三部分：對本次改革方案的評價 

一、如改革方案通過施行，您認為對政府、退撫基金財政有無助益？ 

答：這樣減少支出；增加收入，當然會對政府和退撫基金財政有助益。 

二、本次改革方案在信賴保護原則之爭議上，您的看法為何？如有信賴保護之適用，

若改革方案通過施行，您會不會行政救濟？ 

答：之前媒體的報導，信賴保護原則不一定在每種情況下都是適用的，我只希望

政策不要一直在變，如果改革方案真的經過立法院三讀通過，我只能接受，

不會行政救濟。 

三、本次改革方案在平等原則之爭議上（與勞工之間），您的看法為何？是否能實現

社會（職業間）公平正義？原因為何？ 

答：應該還是回歸探討公務人員的退休金所得替代率是否合理，而不是去跟勞工

的退休制度作比較，畢竟兩者的雇主是不相同的，這樣作比較是不公平的。 

四、您認為政府對本次改革方案之宣導方式及規劃過程是否妥適？ 

答：多宣導安撫公務人員情緒，規劃過程讓大家都能知道修改之目的及是否合理。 

五、本次改革方案係受政黨、勞工及媒體等多方利益團體影響下的產物，對此您的看

法為何？ 

答：各界都有權利表達自己的看法，無意見。 

第四部分：本次改革方案對公務人員之影響 

一、退休所得減少等本次變革內容，對您個人的自願退休意願與生涯規劃有無影響？

是否在未來會對您的家庭經濟或生活造成改變？ 

答：會造成影響，但這是不可避免的，政府應該給緩衝期；讓大家事先規劃。 

二、為何選擇當公務人員，原因為何？您會鼓勵子女或親朋好友投入嗎？原因又為何？ 

答：年輕時在私人公司從事秘書工作，錢不多，晚上又常須陪老闆應酬。考上公

務人員後，遇見現在的老公，朝九晚五的工作，生活是正常多了。我會鼓勵

有心想考公職的朋友，因為就目前的大環境而言，就算退休制度改革後；當

公務人員還是不錯的。 

三、您認為如公務人員之整體所得（在職及退休所得合計）不較企業界優渥，對政府

用人或社會職場生態會產生何種影響？ 

答：如果公務人員退休金下降，可能會減少良好人才選擇進入公務機關的人數，

政府機關中沒有好的人才，政策的規劃或執行就容易有問題。 

四、您認為如果公務人員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再次延後，對政府機關的人力運用方面，

將造成何種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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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機關的人力會老化，工作效率可能會大受影響。 

第五部分：您對本次改革方案在內容、過程或改革方向等有何期許與建議？ 

答：宣導的不夠，或是內容太難讓人聽不太懂，重點是政府的政策不能隨媒體起

舞，要有連貫的施政。 

訪談紀錄十 

壹、 受訪者基本資料 

一、受訪者代號：J 

二、 目前官等：■委任□薦任□簡任 

三、 現任職務：■非主管職務□主管職務 

四、符合現行自願退休條件等 

(一) 符合自願退休資格：□是 ■否 

(二) 符合自願退休及月退休金起支年齡資格：□是 ■否 

五、是否有優存：□是 ■否 

貳、 對銓敘部2013年「公務人員退休改革規劃方案」（下簡稱本次改革方案）訪談大

綱： 

第一部分：對本次改革方案的認知 

一、您對本次改革方案的內容是否了解？ 

答：不了解。 

二、本次改革「延退」部分，從俗稱85制改成90制，您知道何謂90制？又何謂月退休

金起支年齡？ 

答：85和90都是指年齡和年資加起來是多少。 

三、本次改革「少領」部分，因退休金計算基準及基數內涵之修改，退休所得至少減

少15%；另若有優存，利率更是直接從18%降為以9%為上限。您了解前述「退休

金計算基準等」之改革內容嗎？能否說明？ 

答：不知道，只是當初從中華電信轉任過來就是為了公務人員的月退休金，沒想

到現在將有這麼大的改變。 

四、本次改革「多繳」部分，提高公務人員退撫基金提撥率及自費比率，以退撫基金

費率12%、6職等本俸1級計算，每月約須增加305元撥繳費用。您了解本項改革內

容嗎？能否說明？ 

答：因為本身在做出納的工作，所以對這方面較了解，退撫基金的法定提撥率是

12%，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14條規定，法定費率是12%到15%，現行12%，政府

與公務人員分擔比例為65%及35%；改革後可能改為60%及40%，公務人員負擔

將增加5%。 

五、本次改革方案就現職人員而言，主要內容簡述如下： 

(一) 月退休金起支年齡由任職滿25年、年滿60歲及任職滿30年、年滿55歲；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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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後為65歲及60歲。 

(二) 退休金計算基準從106年起從最後在職本（年功）俸改為往前10年平均俸額；

至111年以後改為往前15年平均俸額。 

(三) 退休金基數內涵從最後在職本（年功）俸2倍，兼具新舊年資者自109年改為

平均俸額1.6倍；純新制年資者自108年改為平均俸額1.7倍。 

(四) 退撫基金提撥法定費率由12%-15%改為12%-18%；政府與公務人員分擔比例

由65%、35%改為60%、40%。 

(五) 優存利率自106年調降為12%，自110年以後，以臺灣銀行1年期定期存款固定

利率加7%，並以9%為上限。 

請問，前述說明與您對本次改革方案的認知有無差異？ 

答：本來是不知道這些的，說明後知道的比較多。 

第二部分：對本次改革方案的態度 

一、承第一部分五，您對本次改革方案內容有哪一項或哪些項是支持、尚能接受或不

能接受？原因為何？ 

答：退休金基數內涵改為平均俸額1.6或1.7倍減少太多，不能接受；優惠存款利

率調降及退休金計算基準改平均支持；其他算是還能接受。 

二、現行公務人員至少55歲才可支領月退休金，有學者認為太年輕，主張延後（本次

改革方案延至60歲），您認同這種說法嗎？原因為何？ 

答：如果太年輕就退休，國家又要養很久，是可以延後退休時間；多工作，不用

這麼早就想退休了。 

三、退休金計算基準改為往前15年平均俸額，基數內涵改為平均俸額1.6倍（具新舊制

年資）及1.7倍（純新制年資），另優存利率改為以9%為上限。前述改革主要係為

降低公務人員退休所得替代率，您認同所得替代率應調降嗎？原因為何？ 

答：優惠存款利率的調降我是支持的，退休金的計算從最後在職薪水改為往前數

年平均值，也滿合理的；但是計算的基數內涵改為1.7倍，真的減少很多，

我不能接受，我覺得公務人員就是希望退休時能有不錯的退休金供生活，為

何所得替代率一定要降低呢？ 

四、退撫基金提撥，政府與公務人員分擔比例由65%、35%改為60%、40%，您認為調

昇個人負擔比例合理嗎？原因為何？ 

答：如果能對政府或是退撫基金有幫助，我覺得能適度調高提撥率，也能負擔重

一些。 

五、您認為政府為什麼要推出本次改革方案？（例如：舒緩財政壓力、政治考量、永

續發展等），又本次改革方案之目的另一說法係為拉近公務人員與勞工退休所得

之差距，您對這種說法的看法又為何？  

答：我認為這次改革方案有多種功能，您剛剛說的我覺得都涵括在內，從延後退

休金發給年齡、退休金計算基準等改變；看起來是有舒緩財政壓力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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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或許是為了退休金制度永續發展，但是也真的拉近了公務人員和勞

工間退休金給付金額的距離。 

六、您認為由政府支付的公務人員退休金，與政府整體之社會福利政策推動有何關係？ 

答：這個無關吧！社會福利政策是要幫助需要的人，公務人員是國家機器的運行

者，應該沒有此消彼長的關係。 

第三部分：對本次改革方案的評價 

一、如改革方案通過施行，您認為對政府、退撫基金財政有無助益？ 

答：應該是會有幫助，但是長遠下來可能又會因為新的政策而改變。 

二、本次改革方案在信賴保護原則之爭議上，您的看法為何？如有信賴保護之適用，

若改革方案通過施行，您會不會行政救濟？ 

答：政府施政本來就該讓人民信任，不應該初一十五不一樣，如果改革方案的結

果，真的造成我金錢上的大損失；當然會響應公務人員團體所發起的行政救

濟活動。 

三、本次改革方案在平等原則之爭議上（與勞工之間），您的看法為何？是否能實現

社會（職業間）公平正義？原因為何？ 

答：又不是共產國家，那種國家才能做到職業間所得是公平的。這種議題是被媒

體炒作的。 

四、您認為政府對本次改革方案之宣導方式及規劃過程是否妥適？ 

答：宣導方式有點像政令宣導，公務人員沒有太多能反對的餘地，規劃過程粗糙，

感覺上很短的時間就作出改革方案。 

五、本次改革方案係受政黨、勞工及媒體等多方利益團體影響下的產物，對此您的看

法為何？ 

答：這個是自然而然的，新聞就是這樣才有人看，我沒深入的意見。 

第四部分：本次改革方案對公務人員之影響 

一、退休所得減少等本次變革內容，對您個人的自願退休意願與生涯規劃有無影響？

是否在未來會對您的家庭經濟或生活造成改變？ 

答：會有影響，現職的薪水並不高，還要養兩個孩子，退休金如果真的大縮水，

應該會考慮多做幾年，如果有多餘的金錢，將會多作些投資理財。 

二、為何選擇當公務人員，原因為何？您會鼓勵子女或親朋好友投入嗎？原因又為何？ 

答：當初選擇公務人員就是穩定，改革後誘因還在，如果有人願意；還是能鼓勵。 

三、您認為如公務人員之整體所得（在職及退休所得合計）不較企業界優渥，對政府

用人或社會職場生態會產生何種影響？ 

答：我覺得一定會影響加入公部門的意願，但是像前陣子考公務人員的學子就太

多了，也是一種亂象。如果這改革能讓大家想進入公機關的意願變低，應該

能讓政府和民間的人力資源較平衡。 

四、您認為如果公務人員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再次延後，對政府機關的人力運用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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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造成何種影響？ 

答：這樣用人的彈性可能更會喪失，有些人不想做到屆齡退休，而想自願退休都

會受到影響，因為年齡的延後，政府機關裡面可能平均年齡變得較高。 

第五部分：您對本次改革方案在內容、過程或改革方向等有何期許與建議？ 

答：多宣導，政府和公務人員之間建立更多互信機制。 

訪談紀錄十一 

壹、 受訪者基本資料 

一、受訪者代號：K 

二、 目前官等：■委任□薦任□簡任 

三、 現任職務：■非主管職務□主管職務 

四、符合現行自願退休條件等 

(一) 符合自願退休資格：□是 ■否 

(二) 符合自願退休及月退休金起支年齡資格：□是 ■否 

五、是否有優存：□是 ■否 

貳、 對銓敘部2013年「公務人員退休改革規劃方案」（下簡稱本次改革方案）訪談大

綱： 

第一部分：對本次改革方案的認知 

一、您對本次改革方案的內容是否了解？ 

答：不是很了解，但是之前電視看到很多介紹。 

二、本次改革「延退」部分，從俗稱85制改成90制，您知道何謂90制？又何謂月退休

金起支年齡？ 

答：年齡加年資就是能退休，領退休金的條件。 

三、本次改革「少領」部分，因退休金計算基準及基數內涵之修改，退休所得至少減

少15%；另若有優存，利率更是直接從18%降為以9%為上限。您了解前述「退休

金計算基準等」之改革內容嗎？能否說明？ 

答：退休金以後不是本俸乘以2，而是乘以1.6還是1.7？也不是用退休時的薪水

去計算，而是用退休前15年的平均值，說真的，這樣真的是改變太大了。優

存利率調降就還好。 

四、本次改革「多繳」部分，提高公務人員退撫基金提撥率及自費比率，以退撫基金

費率12%、6職等本俸1級計算，每月約須增加305元撥繳費用。您了解本項改革內

容嗎？能否說明？ 

答：不清楚。 

五、本次改革方案就現職人員而言，主要內容簡述如下： 

(一) 月退休金起支年齡由任職滿25年、年滿60歲及任職滿30年、年滿55歲；分別

延後為65歲及6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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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退休金計算基準從106年起從最後在職本（年功）俸改為往前10年平均俸額；

至111年以後改為往前15年平均俸額。 

(三) 退休金基數內涵從最後在職本（年功）俸2倍，兼具新舊年資者自109年改為

平均俸額1.6倍；純新制年資者自108年改為平均俸額1.7倍。 

(四) 退撫基金提撥法定費率由12%-15%改為12%-18%；政府與公務人員分擔比例

由65%、35%改為60%、40%。 

(五) 優存利率自106年調降為12%，自110年以後，以臺灣銀行1年期定期存款固定

利率加7%，並以9%為上限。 

請問，前述說明與您對本次改革方案的認知有無差異？ 

答：差不多，但是現在比較清楚。 

第二部分：對本次改革方案的態度 

一、承第一部分五，您對本次改革方案內容有哪一項或哪些項是支持、尚能接受或不

能接受？原因為何？ 

答：在職時的薪水就沒有跟一般勞工差多少，甚至比很多勞力的勞工還少，進入

公務機關就是希望未來退休時能維持一定的生活水準，就是希望能有不錯的

月領退休金，但是如今福利越改越差，基本上只有延後退休年齡、提撥率調

高還尚能接受，其他都不能接受；至於優惠存款利率調降是支持的。 

二、現行公務人員至少55歲才可支領月退休金，有學者認為太年輕，主張延後（本次

改革方案延至60歲），您認同這種說法嗎？原因為何？ 

答：55歲是年輕些，如工作氣氛好，服務久點也沒有關係；但是不能一改再改，

讓生活無法規劃。 

三、退休金計算基準改為往前15年平均俸額，基數內涵改為平均俸額1.6倍（具新舊制

年資）及1.7倍（純新制年資），另優存利率改為以9%為上限。前述改革主要係為

降低公務人員退休所得替代率，您認同所得替代率應調降嗎？原因為何？ 

答：退休金所得如果比在職時高，的確不合理，但是我本身是純新制，並沒有18%

優惠存款，現在的薪水也頂多同一般上班族，所以，我只贊成調降優惠存款

利率，其他如直接變動退休金的基數內涵等；我是不贊同的，現在的所得替

代率我認為是合理的。 

四、退撫基金提撥，政府與公務人員分擔比例由65%、35%改為60%、40%，您認為調

昇個人負擔比例合理嗎？原因為何？ 

答：需要的話能提高，因為多繳多領。 

五、您認為政府為什麼要推出本次改革方案？（例如：舒緩財政壓力、政治考量、永

續發展等），又本次改革方案之目的另一說法係為拉近公務人員與勞工退休所得

之差距，您對這種說法的看法又為何？ 

答：我認為政府的主要目的是舒緩財政；次要目的是拉近公務人員和勞工退休金

給付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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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您認為由政府支付的公務人員退休金，與政府整體之社會福利政策推動有何關係？ 

答：社會福利政策面項很多，比如說公益彩券也是。政府應該整體規劃，而不是

亂花錢後；拿公務人員開刀。 

第三部分：對本次改革方案的評價 

一、如改革方案通過施行，您認為對政府、退撫基金財政有無助益？ 

答：多少是有幫助的。 

二、本次改革方案在信賴保護原則之爭議上，您的看法為何？如有信賴保護之適用，

若改革方案通過施行，您會不會行政救濟？ 

答：我想，公務人員的權益應該有信賴保護原則的適用，因為很多人是為了公務

人員的退休金制度而投身公軄，如果這次改革法案真的通過施行，我會加入

公務人員協會等團體，集合大家力量行政救濟。 

三、本次改革方案在平等原則之爭議上（與勞工之間），您的看法為何？是否能實現

社會（職業間）公平正義？原因為何？ 

答：現在都是講求立足點的平等；而不是齊頭式平等，我認為這次改革離實現社

會公平正義還很久，無法達成目的。 

四、您認為政府對本次改革方案之宣導方式及規劃過程是否妥適？ 

答：資訊被幾家媒體壟斷，規劃過程太急促，應該能多聽聽大家的意見後再作出

決議。 

五、本次改革方案係受政黨、勞工及媒體等多方利益團體影響下的產物，對此您的看

法為何？ 

答：我是認為還是該就事論事，改革方案不是人多說的就是對的，還是應該仔細

規劃，推出的方案才能符合社會大眾的期待。 

第四部分：本次改革方案對公務人員之影響 

一、退休所得減少等本次變革內容，對您個人的自願退休意願與生涯規劃有無影響？

是否在未來會對您的家庭經濟或生活造成改變？ 

答：影響可大了。重點是未來還會不會再改變？只求退休後能穩定收入就好，不

求有太多錢。 

二、為何選擇當公務人員，原因為何？您會鼓勵子女或親朋好友投入嗎？原因又為何？ 

答：之前父親叫我考，沒想到就考上了，但是當時也沒想要繼續考高考，所以職

等和薪水都是很一般。我的小孩書都讀的不錯，我是鼓勵他們考大學是選系

不選校，將來出社會比較好找工作，因為近年來公務人員的福利常被拿來當

箭靶，這次改革幅度又這麼大，所以，我認為小孩當公務人員並不會比較好。

我傾向鼓勵小孩多充實自己，再專業領域中發展，我想沒有不景氣、只有不

爭氣。 

三、您認為如公務人員之整體所得（在職及退休所得合計）不較企業界優渥，對政府

用人或社會職場生態會產生何種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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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福利變差，人才當然會減少當公務人員之意願。 

四、您認為如果公務人員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再次延後，對政府機關的人力運用方面，

將造成何種影響？ 

答：機關人事老化，成為一灘死水。當然，這是不好的情況，好的方面是高階人

員能多貢獻心力。但畢竟這方面與我無關，我也升不上去。 

第五部分：您對本次改革方案在內容、過程或改革方向等有何期許與建議？ 

答：我還是期望本次改革方案有信賴保護原則的適用，我們已經在職的人員應該

不受影響，而只影響未來的新進人員。 

訪談紀錄十二 

壹、 受訪者基本資料 

受訪者代號：L 

貳、 對銓敘部2013年「公務人員退休改革規劃方案」（下簡稱本次改革方案）訪談大

綱： 

第二部分：對本次改革方案的態度 

五、您認為政府為什麼要推出本次改革方案？（例如：舒緩財政壓力、政治考量、永

續發展等），又本次改革方案之目的另一說法係為拉近公務人員與勞工退休所得

之差距，您對這種說法的看法又為何？ 

答：公務人員退休福利太好，很多人又有優惠存款，不管是公務人員調降；或是

勞工調升退休所得，總之，拉近彼此間的差距是合理的。 

六、您認為由政府支付的公務人員退休金，與政府整體之社會福利政策推動有何關係？ 

答：公務人員的退休金如果領太多；社會福利政策一定會造成衝擊，到時候會變

成強者愈強的社會，希望政府除了照顧公務人員之外，也要對廣大勞工多照

顧。 

第三部分：對本次改革方案的評價 

三、本次改革方案在平等原則之爭議上（與勞工之間），您的看法為何？是否能實現

社會（職業間）公平正義？原因為何？ 

答：公務人員的退休制度中有一些不合理之處，如果能利用這次改革作一次改進，

對於個職業間的公平是有幫助的。 

五、本次改革方案係受政黨、勞工及媒體等多方利益團體影響下的產物，對此您的看

法為何？ 

答：我認為也不能都算是利益團體的壓力，公務人員的退撫基金和勞工的勞保基

金已經面臨很大的財務危機，這次改革方案主要是為了化解危機而推出來的。 

訪談紀錄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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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受訪者基本資料 

受訪者代號：M 

貳、 對銓敘部2013年「公務人員退休改革規劃方案」（下簡稱本次改革方案）訪談大

綱： 

第二部分：對本次改革方案的態度 

五、您認為政府為什麼要推出本次改革方案？（例如：舒緩財政壓力、政治考量、永

續發展等），又本次改革方案之目的另一說法係為拉近公務人員與勞工退休所得

之差距，您對這種說法的看法又為何？ 

答：公務人員的退休金相較於勞工的勞保給付有投保金額上限的屋頂限制，實在

好多了，我認為這次改革具有國家永續發展及拉近公務人員和勞工退休所得

2項主要目的。  

六、您認為由政府支付的公務人員退休金，與政府整體之社會福利政策推動有何關係？ 

答：雖然我是勞工身分，但我覺得公務人員的退休金與社會福利政策不能混為一

談，政府對於社會福利政策的推出是沒有體系的；不斷加碼，這才是財政吃

緊的主因。公務人員的退休金所得替代率如果合理，我想對於社會福利政策

應該無直接影響。 

第三部分：對本次改革方案的評價 

三、本次改革方案在平等原則之爭議上（與勞工之間），您的看法為何？是否能實現

社會（職業間）公平正義？原因為何？ 

答：我認為說職業間的公平正義太嚴肅了，主要是這樣改革對勞工的情感是比較

好的，不要讓大家覺得政府獨厚公務人員。 

五、本次改革方案係受政黨、勞工及媒體等多方利益團體影響下的產物，對此您的看

法為何？ 

答：政府的政策需要社會各界不同的力量去監督或支持，我覺得各利益團體捍衛

各自的利益是正常的，但是如果碰到很大的分歧時；應該放下各自的本位主

義，坐下來理性的思考，尋求有共識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