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果與建議 

近十年來現金餘額計劃廣為美國財富五百大企業（Fortune 500）所採用，

受各界歡迎的程度與日俱增，無論從雇主或員工的觀點，現金餘額計劃都較傳統

退休金計劃具有更多的潛在優勢。 現金餘額計劃雖然在本質上屬於確定給付計

劃，但是在現金餘額計劃之下，員工具有退休金帳戶的可攜性，計劃參與者被賦

予保有當年退休金餘額之權利，當雇佣關係終止後，員工便可將帳戶餘額轉入其

他雇主退休金計劃或個人退休金帳戶，因此現金餘額帳戶較能符合員工流動率的

需求，並吸引優秀員工。另外，在資金籌措的彈性方面，現金餘額計劃雖然具有

顯示每位員工於當年度的個人退休金帳戶餘額的功能，但是雇主在退休資金籌措

方面如同傳統確定給付計劃，仍採全體員工退休基金之集體管理與運用，所以雇

主在退休金資產提撥與運用上與確定提撥計劃相較之下容許有較高的彈性。最

後，本研究採用現金餘額計劃最重要的目的在於執行資產負債管理的便利性。公

務人員退撫基金在人口平均餘命延長與未來人口老化的嚴重現象下，基金負債到

期日的延長，恐有造成基金未來傾向於不足額積蓄狀態，雇主可以利用現金餘額

計劃利息給付依據外部金融市場公認指數為參考依據的特性，到投資市場購買保

證利率給付所依據之證券，以鎖定負債的現金流量與保證利率，達到百分之百免

疫效果，降低利息風險的影響，或者以更新勞動契約退休給付的方式，將當期利

率水準反映在新進人員現金餘額計劃利率給付中，以降低利率風險。 

本研究擬在維持政府現行 3.08﹪退休金提撥率不變的前提下，將公務人員

退休撫卹制度設計為現金餘額計劃兼採確定提撥計劃双層式，並採用民國 92 年

1 月退撫基金領取月退休給付人口數、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之多重脫退機率估

計值、以及各項經濟指標，分別以固定 20、25、30 及 35 年之控管年限、及 5.20

﹪、7.00﹪、9.25﹪利息給付的情境下，模擬超額積蓄與不足額積蓄現金餘額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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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執行資產負債管理所需存續期間，並分析新制下退休所得保障適足性。以下分

別就資產負債管理及退休所得替代率之模擬結果及建議說明如下： 

一、資產負債管理之模擬分析： 

（一）以更新勞動契約方式降低利率風險： 

現金餘額計劃在利息給付 9.25﹪下，可提供退休之女性員工舊制下雇主提

撥保證之所得替代率，但參考民國 85 年到 91 年退撫基金平均已實現收益率為 7

﹪之情況下，要求基金達到 9.25﹪利息給付實為困難之舉，故為了滿足退休所

得最低投資報酬率的要求，並降低退撫基金利率風險，雇主可參考當期利率水

準反映在新進人員現金餘額計劃利率給付中，不僅對員工的退休所得擁有最低

保證報酬率而且同時可降低基金不足額積蓄的風險。 

（二）幫助員工在確定提撥制之下獲取適當退休所得： 

由於員工從確定給付制轉換到確定提撥制之下，增加了投資標的物選擇權同

時也承擔了過去在確定給付制之下無需顧慮的投資風險，此意謂著員工退休時所

獲得之所得替代率波動性也隨之上升，為了減少員工退休時所得替代率不足的風

險，雇主可透過專業投資機構的資源源給予員工基本投資教育或由政府保證最低

投資報酬率
1
或以稅付優惠方式鼓勵員工購買商業年金保險（如確定給付年金

(Life Annuity with Period Certain)、退還年金(Refund Annuity)等，獲得最

低保證利率並轉嫁生存風險
2。 

（三）以現金餘額計劃利息給付及年限控管投資標的： 

根據彭愛蘋（2001）針對 84 年到 88 年市場平均資料所計算資產存續期間，

                                                 
1 新加坡於 1955 年針對所有受雇員工建立中央公積金制度（Central Provident Fund），制度的投資計劃

中，政府保證最低投資報酬率項目包括新加坡政府公債、政府法定債券及新加坡政府保證之債券。（白郁婷，

2000）另外美國對於公務人員所建立的聯邦節約儲蓄計劃 （Federal Thrift Saving Plan）中，員工可以

選擇的投資基金項目包括美國聯邦政府保證的美國政府公債投資基金 （Government Securities 

Investment Fund）。 

 
2 確定給付年金給付年金年數有一最低確定保證年數，若受領人未到確定年數即中途死亡，則繼續給付予

受益人直至到期為止。退還年金保證年金受領人所領取年金額度最少等於所繳保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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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受益憑證存續期間 15.85 年已超過本研究所模擬出現金餘額計劃負債存續

期間。 

就民國 84 年到 88 年市場平均資料所計算各項投資工具存續期間而言，超額

積蓄基金利息給付 5.2﹪、7﹪及控管年限 25 年情境下，目前的資本市場投資標

的存續期間能夠滿足基金之所需存續期間執行資產負債管理；不足額積蓄現金餘

額計劃在相同的利息給付之下，可控管年限則縮短為 20 年。 

超額積蓄基金在控管年限 25 年內、5.2﹪及 7﹪的利息給付情境下，執行資

產負債管理所需存續期間分別約為 8.71 年及 12.28 年；不足額積蓄基金在控管

年限 20 年內、5.2﹪及 7﹪的利息給付情境下，執行資產負債管理所需存續期間

分別約為 4.68 年及 6.14 年。 

（二）超額積蓄基金有利於資產負債管理： 

當基金提撥狀態越接近超額積蓄時，負債與資產的比例較不足額積蓄基金

低，故資產負債管理所需期間較短，顯示超額積蓄基金投資標的物選擇性較多，

對於基金能夠控管的年限也越長。 

故基金經理人可設法使基金提撥狀態越接近超額積蓄，例如增加現金餘額

計劃基金實際投資報酬率(如以委託外部投資信託公司或投資顧問公司投資基

金，增加退休基金長期報酬率)，使其超過雇主保證的利息給付讓退休基金趨於

超額積蓄狀態。 

（三）採用現金餘額計劃百分之百免疫策略： 

對於退休金贊助者財務較健全且基金積蓄率亦較高的退休基金而言，因為

基金的盈餘較高，故在短期內可承擔較高的盈餘風險，基金投資策略可將股票

等高風險高報酬之標的物投資比重增高；反之，當基金積蓄率較低且退休金贊

助者財務較不健全的退休基金而言，便應將投資重點置於免疫策略。 

公務人員退撫基金在人口平均餘命延長與未來人口老化的嚴重現象下，預

 53



期領取月退休金的人口比重仍會上升，在退休金提撥率、投資報酬率不變情形

下，恐有造成基金未來傾向於不足額積蓄狀態，故建議以現金餘額計劃規避風

險。 

現金餘額計劃除了在市場中找尋符合所需求存續期間條件的標的物作長期

投資外，針對基金盈餘較低的基金，我們可以將現金餘額退休基金視為不同到

期日債券的組合，利用現金餘額計劃利息給付依據外部金融市場公認指數為參

考依據的特性，到投資市場購買保證利率給付所依據之證券，以鎖定負債的現

金流量與保證利率，達到百分之百免疫效果，降低利息風險的影響。 

（四）提供 9.25﹪利息給付，以使退休所得保障同於舊制： 

若要使現金餘額計劃退休所得保障同於舊制確定給付之下雇主提撥保證

45.5﹪之所得替代率（70%所得替代率×65%雇主提撥率），則現金餘額計劃必須提

供 9.25﹪利息給付，超額積蓄退休基金在 9.25﹪利息給付、控管年限 20 年情形

下，所需存續期間為 0.39 年；不足額積蓄退休基金所需存續期間為 8.31 年，雖

然提供 9.25﹪利息給付，可以使現金餘額計劃退休所得保障同於舊制，但 9.25

﹪利息給付已超越過去公務人員退撫基金自民國85年到91年平均已實現收益率

7﹪的水準，依照過去投資報酬率恐不能達到 9.25﹪利息給付的要求，故在現金

餘額計劃之下應附加確定提撥計劃，透過第一層確定給付制由政府提撥退休金準

備並管理基金，保障基本投資報酬率及利於執行資產負債管理；第二層確定提撥

計劃由員工提撥並選擇提撥額及投資標的物，利用投資彈性及投資期間長期複利

累積效果獲取額外退休所得，同樣可達到双層式計劃退休所得保障同於舊制的效

果。 

（五）低利率環境下應保持超額積蓄狀態： 

當基金經理人預測未來利率將下降的情況下，必須保持負債現值與負債存續

期間乘積小於資產現值與資產存續期間乘積的超額積蓄狀態，即以使未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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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 x DL－At x DA＜0 

率下降的同時，資產現值上升額度超過負債現值上升額度以增加退休基金財富。 

故本研究建議超額積蓄退休基金在控管年限 20 年及利息給付 5.2%情境下，

投資資產存續期間至少要超過-1.71 年；利息給付 7%情境下，投資資產存續期間

至少要超過-0.87年；利息給付9.25%情境下，投資資產存續期間至少要超過0.39

年，以使未來利率下降同時增加退休基金財富。 

二、退休所得替代率之模擬分析：      

整體上而言，双層式退休金計劃提供所得替代率之情境模擬可得下列結論： 

（一）採用確定提撥制之自動選擇提撥率（Default Rate）與自動選擇投資基

金（Default Fund）策略： 

根據 Choi 等人（2002）針對美國私部門企業 401（K）確定提撥計劃的自 

動成為會員機制對於員工儲蓄行為的影響發現，多數員工提撥率集中在自動選

擇提撥率、投資行為集中在自動選擇投資基金上，故整體而言，多數員工對於

退休金提撥率與投資行為採取被動態度，若雇主將自動選擇提撥率與自動選擇

投資基金採取保守投資策略，則不足以為員工增加額外足夠的財富累積。 

若以公務人員退撫基金原有提供 70%所得替代率為最低所得替代率保障水

準，本研究建議採行新制後，在現金餘額計劃利息給付 5.2﹪情況下，45 歲以下

的公務人員，可採行自動選擇投資基金為高風險投資基金，自動選擇提撥率為每

月薪資 5.08﹪，使退休後一個月薪資$42,289 元的男女性員工第一個月分別可領

取$37,490 元與$34,234 元，其所得替代率並超過現行制度所提供 70%所得替代

率保障水準，如表 5-1 所示。 

在現金餘額計劃利息給付 7﹪情況下，45 歲以下的女性公務人員，除了規定

自動選擇投資基金採取高風險投資策略外，自動選擇提撥率應維持 5.08﹪；45

歲以下的男性公務人員，自動選擇提撥率可下降為 3.08﹪以使得所得替代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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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現行制度所提供 70%所得替代率保障水準。 

表 5-1 現金餘額計劃利息給付 5.2﹪下確定提撥計劃之投資策略 

45 歲以下的女性公務人員 

投資策略 

45 歲以下的男性公務人員 

投資策略 

性別分 

 

 

現金餘額 

利息給付 

自動選擇 

投資基金 

自動選擇 

提撥率 

自動選擇 

投資基金 

自動選擇 

提撥率 

5.2﹪ 每月薪資 

5.08﹪ 

每月薪資 

5.08﹪ 

7﹪ 
每月薪資 

5.08﹪ 

每月薪資 

3.08﹪ 

9.25﹪ 

 

高度風險基金 

每月薪資 

3.08﹪ 

 

高度風險基金

每月薪資 

3.08﹪ 

在現金餘額計劃利息給付 9.25﹪情況下，45 歲以下的男、女性公務人員，

自動選擇投資基金應採取高風險投資策略外，自動選擇提撥率均可維持現行提撥

率 3.08﹪，以使得所得替代率超過現行制度所提供 70%所得替代率保障水準。 

對於風險趨避程度較保守而採取中低風險投資策略的員工而言，雇主可在

確定提撥計劃中考慮附加相對提撥機制，鼓勵員工提高退休金準備，增加退休金

最後達到適當所得替代率的機率；而對於所得水準較低之員工而言，雇主可以增

加負擔提撥率的方式，幫助員工提撥足額退休準備以滿足適當退休所得水準。 

2、以生命循環模型定義之所得替代率衡量双層式計劃退休所得適足性： 

假設員工 25 歲開始工作，65 歲強制退休，活到 80 歲死亡，生命循環模型

定義之所得替代率應為 72.73%，才能使個人在退休後花費與退休前相同的消費

水準，並且在退休期間剛好用盡所有積蓄。 

故在此最低所得替代率標準之下，建議在現金餘額計劃利息給付 5.2﹪情況

下，45 歲以下的公務人員，除了規定自動選擇投資基金採取高風險投資策略外，

自動選擇提撥率等同於現行 3.08﹪提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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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以生命循環模型定義所得替代率為最低保障水準之投資策略 

45 歲以下的女性公務人員 

投資策略 

45 歲以下的男性公務人員 

投資策略 

性別分 

 

 

現金餘額 

利息給付 

自動選擇 

投資基金 

自動選擇 

提撥率 

自動選擇 

投資基金 

自動選擇 

提撥率 

5.2﹪ 每月薪資 

3.08﹪ 

每月薪資 

3.08﹪ 

7﹪ 
每月薪資 

3.08﹪ 

每月薪資 

3.08﹪ 

9.25﹪ 

 

高度風險基金 

每月薪資 

3.08﹪ 

 

高度風險基金

每月薪資 

3.08﹪ 

（二）應設法增加所得替代率： 

為了達到最低所得替代率 70%的保障水準，除了上述自動選擇提撥率與自動

選擇投資基金規定外，在双層式退休金計劃下第一層確定給付制雇主除了利息

給付的提升外，仍可視員工個別資歷及年齡調整薪資給付；第二層確定提撥計

劃方面，雇主可以相對提撥的機制鼓勵員工增加具有稅賦優惠的退休金提撥

額，同樣能增加所得替代率並滿足最低所得替代率保障水準。 

（三）目標所得替代率設定應考量員工特性： 

擬定最低所得替代率保障水準，應同時考量員工性別與薪資的差異性，女

性員工因為平均餘命較同年齡男性長，故最低所得替代率保障水準應該比較

低，否則在第一層確定給付制之下會出現男性員工退休金提撥補貼女性員工的

現象，最後導致退休基金趨向不足額提撥的結果。另外，薪資所得越高的員工，

因為在退休前月薪較高，故最低所得替代率保障水準應該比較低。 

 

第二節  後續研究建議 

一、 本研究計算資產與負債相關存續期間時，假設利率期間結構為平坦結構，

故未來可估算利率隨機變動模式下進行退休金資產負債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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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研究所假定之基金人口結構為封閉型態，未來可將基金人口結構假設為

動態變動結構進行現金餘額計劃資產負債管理模擬。 

三、 未來可考慮不同年資員工在現行確定給付制轉換到現金餘額退休金計劃在

退休財富累積方面的影響。 

四、 本研究為確定給付與確定提撥双層式退休金計劃，未來可考慮不同年齡層

及年資員工在現行確定給付制轉換到双層式後，確定提撥計劃選擇權價值對員工

退休財富累積的影響。 

五、本研究探討所得保障適足性僅包括雇主提供退休金制度部分，未來可加入整

合國民年金給付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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