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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日本年金之歷史沿革與舊制概述 

在研究日本的老年年金制度之改革以前，我們必須先對整體的日本老年年金

制度有概略性的認識。因此首先介紹日本老年年金之歷史沿革，瞭解制度一開始

被設立之源起後，其次再介紹日本在制度改革前整個老年年金制度之體系脈絡與

基本架構，接下來才能進一步針對日本所實施之老年年金制度及其歷次重要之改

革做一探討。 

日本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在鞏固的家庭制度下，保存著依靠親戚合力幫

助不幸者的傳統習慣。然而在戰爭過後，這種古老的家庭制度逐漸地瓦解與解

體，而走向所謂的核心家庭。由於農夫們可耕種的土地過於稀少，導致生活無法

維持，往昔歸農的去路被斷絕。因此由農村過濾出來的過剩勞動力，到都市變成

工人而定居下來，轉變為以資本主義與個人主義為基礎的社會，傳統的扶助制度

不但崩潰，而且各人也沒有多餘的經濟能力來幫助他人1。大多數國民多仰靠一

但遭遇傷病、老年、失業等，就可能喪失的所謂工資或薪資等不安定的勞動所得

來過活，所以社會安全制度2的設立乃變成具有絕對的必要性3。 

總體上，觀察日本社會保障與社會福祉制度的發展，可視為是工業社會問題

及傳統社會救助之具體反映。其過程基本上類似西方，但日本的工業革命較遲，

而且其傳統社會型態影響較大，因而社會保障與社會福祉制度具有日本獨有的特

色4。其社會保障制度所保障的範圍與適用的對象相當廣泛，制度的內容複雜分

歧，係由社會保險（Social Insurance） 5、兒童津貼、社會救助（Social 

                                                 
1 日本學者三浦文夫指出此種情形為勞動力之「道德的磨滅」。參見三浦文夫，老人と社會
保障，載：岡村重夫、三浦文夫主編，老人の福祉と社會保障，垣內出版株式会社，1979，
頁 5。 
2 社會安全（Social Security）一詞，日本翻譯為社會保障，而關於社會安全之涵義為何，國際勞
工局 ILO指其意義為「乃社會在其組成份子所遭遇的若干種危險事故方面，經過適當的組織，
給予安全。」；另外根據王金標之解釋社會安全係指：「國家以社會救助、社會保險及公共服務各

種不同之方式，分別組成各種不同之社會安全設施，或綜合的社會安全制度，對其國民之遭逢危

險事故，以致失能、失業、失依因而受有損害者，從事於各項需要之供應，以保障其健康安全，

職業安全及收入安全並從而促進民族健康、全民就業及民生均足，為終極目的。」；謝徵孚則說

明社會安全政策：「乃是運用社會保險、公共救助、兒童保育、家庭津貼、公共醫療、衛生保健、

國民就業及廉價住宅等措施，以提高國民經濟生活，保障生活最低標準，使國民所得再分配獲得

適當調整，促進經濟繁榮，而維持國家長治久安，以達到人民安居樂業，國家富強康樂的理想境

地。」。參閱自王金標，社會安全制度，正中書局，1959，頁 16；江亮演，社會安全制度，
五南，1990，頁 4~6。 
3 曾榮盛，社會安全概論，台閩地區勞工保險局編印，頁 13~18。 
4 行政院經建會，日本之社會保障制度，1992年 6月，頁 5~6。 
5 社會保險係由政府為推行社會政策，應用保險技術，採用強制方式，對於全體國民或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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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istance）、社會福利、公共衛生及醫療、環境政策等部門組成，而各制度間
的給付、負擔、財源有著不少的差距，未來還需重新整合。而社會保險則分成醫

療保險、年金保險6、僱用保險、職業災害補償保險四大部門。至於日本的老年

保障便是依靠其中的年金保險制度予以提供。其他可能的老年收入來源還有老人

的救助金、低所得者扶助等等，但是由於國民年金的全民普遍性，因此領取的人

數不多，並不具代表性7。 

總而言之，日本老年人8所得保障之主要制度便是依靠社會保險制度中的年

金保險制度，而年金保險的種類依保險事故之分別又可分為老年年金、殘廢年金

及遺屬年金等三種。因此如欲以一代表性名詞來形容日本的老年所得保障制度，

則幾乎可以「老年年金」一詞來等同視之，至於企業所給予的一次給付退休金，

在日本老年人的老年收入比重亦不大，參考下圖二－1我們可以看出，目前日本
的老年人收入來源，依靠老年年金9給付的比例相當之高，有 78﹪。從此處亦可
看出日本老年年金制度施行之成功性與正當性，人民的確需要並仰賴著老年年金

給付而生活著。 

圖 二－1：日本退休者的收入來源 

                                                                                                                                            
數國民遭遇生、老、病、死、傷、殘疾失業等特定危險事故時，提供保險給付，以保障其

最低收入安全及基本醫療照顧為目的的一種社會福利措施。引自柯木興，社會保險，中國

社會保險學會，2000，頁 55~56。郭明政則補充指出，所謂的「最低收入安全」，並非指一
般國民基本生活之需求，而是顧及個人原有所得，即「個人生活水準之維持」之目的。參

考自郭明政，社會保險法律關係爭議問題之探討，2003.3，頁 475。社會保險、社會救助及
福利服務為實現社會安全之三大途徑，參照自王金標，社會安全制度，正中書局，頁 4~13。 
6 年金保險係指一當事人（年金受領者），在其終身生存期間或一定期間內按年或定期性提
供一定給付金額的一種保險契約而言，亦即在被保險人的生存期間每年給付一定金額的生

存保險稱為年金保險。引自柯木興，社會保險，中國社會保險學會，2000，頁 177。 
7 日本的社會扶助政策是個補充性的概念，依個人的資產能力和親屬扶養義務為優先考
量，還有優先提供其他相關社會福利法為優先協助。在以上資源都應用之後，仍無法達到

生活保護中所要求的水準時，才會考慮採取社會扶助的做法。依 1998年的生活水準，若是
兩個老人的老年家庭最低生活保障金額約為 149,989日圓。參考自謝秀芬，日本社會救助
政策，載：社區發展季刊，2000.9，頁 154~162。 
8 往後之「老年人」一詞皆係指年齡超過 65歲以上之人民。 
9 在大多數的保險計劃中，關於老年年金的解釋十分的簡單，一切所要說明的就是申請年
金的最低年齡（有資格領取年金的年齡 Pension Age），以及領取金者是否要從他現在的工
作崗位上退休。但是就有資格領取年金的年齡而論，各保險計劃都各有不同規定，而且這

種差異顯示，「老年」的概念並不是簡單的。引自 ILO，社會安全導論，台閩地區勞工保險
局，1984，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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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筆者自製，數據資料來自 Takayama , Noriyuki，Japan’s never-ending 
social security reforms，ISSR，Vol. 55/4，2002，p.16。 

第一節  日本年金制度之歷史沿革 

日本之國家年金制度一開始是起源於軍公教人員的恩給制度。在二次世界大

戰後，有賴美國的安全保障與積極協助，才從殘敗中渡過慘澹的日子，並使他們

的政治局面、社會秩序、及經濟基礎均能獲得安定，逐漸迅速復興，而發展成為

世界經濟大國。其老年年金制度亦係於戰後仿效英美兩國，加以改革，重新建立

制度10。以下便將日本老年年金制度之歷史發展分為三個階段敘述之。 

壹、 二次大戰前之演進（1945年以前） 

日本現代社會福祉的發展，是與明治時代（1868－1912年）現代政府之建
設同時開始的。西式軍隊的建立，是明治政府早期的任務，亦是退休恩給11制度

首度適用的對象，1875年首先適用於海軍，1882年施行於警察，再於 1884年
適用於文官（公務員）。對一般民眾的救助則較晚開始，雖然專為窮困孩童、身

心殘廢者與老年人開辦的機構也在明治時代開始成立，但其創辦乃是起於基督教

傳師與佛教組織的支持。至於政府的補助金，則於 1909年才訂定救貧法與恤救
規則，首度發給微薄的金額，屬於政府恩惠給予的性質12。 

在邁入二十世紀的工業革命時代之後，工廠工人階級的貧困問題越形加重，

引起社會公眾的關切與組織化的努力，因此乃有民間和政府法人團體共濟組合

                                                 
10 陳國鈞，現代勞工問題及勞工立法（上），正光書局，1985，頁 147~148。 
11 在二次大戰前，日本稱「退職金」為「恩給」。 
12 荒木誠之，社會保障法，青林書院，1988年，頁 5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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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yosai Kumiai，相互保險團體）的相繼設立13。民間共濟組合的代表企業首推

「鐘淵紡績会社」，不但提供了職災、生病、懷孕等無法工作之事故補助金，以

及給予過世勞工之遺屬的救濟金，還包括了年金之提供14。政府方面最先於西元

1907 年設立的是鐵道作業局職員保險法案，亦提供了疾病、傷害、死亡以及老
年保險之給付15。 

日本第一個社會保險立法乃 1922年制定的健康保險法，延至 1927年才實
施，其後經過全面修正，於 1938年涵蓋所有國民的國民健康保險法正式實施16。

至於為一般勞動者樹立年金制度之構思，直到 1939年 7月政府公佈的「勤勞者
厚生保險制度要綱草案」才首度提出，此草案曾遭到企業經營團體之反對，但是

當時戰爭期間之經濟政策需要運用到大量的基金，而勞動者年金保險正是可以累

積國民儲蓄方法之一17。因此 1942 年厚生年金業務（勞動者年金保險）正式開
辦，起初適用對象為 10人以上之工廠、礦場及運輸業之男性體力勞動者。其後
於 1944年修訂並改名為厚生年金保險法，擴大適用對象為 5人以上之企業之事
務勞工以及女性勞工。然而可惜的是此制度之社會安全的意義仍然不大，此時的

厚生年金曾被稱為產業戰士的恩給18，實際意義不如說是動員雇主與工人的保險

基金，轉為政府公營軍需工業的資本基金19。 

貳、 戰後社會安全之幼年期（1945年至 1960年） 

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後，日本經濟陷入極度的混亂，在盟軍佔領期間，由於社

會安全（social security）思想此時正在世界上蓬勃發展，亦幫助日本社會福利
事業予以改革，確立社會福祉的新法律與新觀念，其最明顯的成果首見於日本新

憲法第二十五條20有關生存權之規定：「所有國民均有權利獲得健康而文明的最

低限度的生活。國務須努力在所有的生活層面，提昇與改進社會福祉、社會保障

及公眾衛生。21」日本國民也開始認為推展社會安全是國家重建的根本條件，日

                                                 
13 日本多數學者認為此時所成立之共濟組合乃是基於「經營家族主義」，在主從關係之前提
下，給予為其提供勞務之勞工的一種恩惠性的福利措施。參考自佐口 卓，日本社会保險制

度史，1977，勁草書房，頁 83~84。 
14 佐口卓，1977，頁 51~53。 
15 同上註，頁 61~64。 
16 荒木誠之，社會保障法，青林書院，1988年，頁 108。 
17 佐口卓，1977，頁 273~275。 
18 島田富子著，吳崇權譯，年金之結構與課題，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1993，頁 12。 
19 西崎绿，社會保險の步み，載：橫山和彥、田多英範，日本社會保障の歷史，學文社，

2001，頁 59。 
20 日本憲法第 25條是其實施社會保險制度之精神所在，使全國人民都擁有權利可以獲得最
低生活之保障，亦為其制度合法性立基之處。 
21 原文如下：第２５条 生存権、国の社会的使命 
 （１）すべての国民は、健康で文化的な最低限度の生活を営む権利を有する。 
 （２）国は、すべての生活部面について、社会福祉、社会保障及び公共衛生の向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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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此時雖對社會安全制度有了認識，但其認識程度僅是初步而抽象的。對於如何

樹立社會安全制度之具體計劃並不十分明確，對於建立制度之熱情亦不旺盛22。 

最重要的是政府於 1946 年設置了「社會保險制度調查會」，徵求專家學者
對於善後措施之意見以進行新制度的設計，政府和學界亦開始以貝佛里奇報告書

（Social Insurance and Allied Services reported by Sir William Beveridge，
1942）為藍本，規劃日本的社會保障制度。社會保險制度調查會由三個部會所
構成，第一部會之目的在於研究與重建因戰後之通貨膨脹幾乎喪失機能的厚生年

金、共濟年金，以及健康保險方面的問題，第二部會研究創設失業保險制度，第

三部會則以研究社會安全制度本身的構想、立案為任務。政府根據調查會之研究

報告，對於各種年金制度及醫療制度所面臨之困難講求善後措施23。 

1948年聯合國公佈世界人權宣言（United Nations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第二十二條明文揭示「各人為自己及其家屬的健康及幸福，對
於衣食住、醫療，必要的社會設施等項，得有適當生活水準之權利，而於失業、

疾病、殘廢、寡居、老年等情事，以及由於不可抗力無法維生時，並有接受保障

之權利。」也就是說任何人作為社會的成員，皆享有社會安全的權利（right to 
social security），內文中進一步規定任何人得享有社會安全之權利的事故包括失
業、疾病、失能、鰥寡、老年或其他超乎個人所能控制的情況所造成的生活匱乏。

促使世界各國益加重視社會福利，同年，佔領軍司令部為了協助日本建立社會安

全制度，派遣以萬德爾博士為首的社會安全制度調查團到日本，根據調查團報告

中之建議，也依照最高司令官之命令，日本 1949年制定了「社會保險制度審議
會設置法」，因而有社會安全制度審議會之設立。從此以後日本所有社會安全制

度各部門，均依照審議會之意見為中心，來發表相關制度之構思、草案以及措施

之大綱24。 

然而自從二次大戰後，日本面臨的急劇的社會經濟環境變動，過去老年人所

依靠的家屬扶養比例不斷的下降，家屬連獨立維持生活皆有困難，再加上採取

55 歲強制退休規定，就算老年人仍具有充分之勞動意願與能力，還是被迫從工
作崗位上離職，這些人再就職之機會渺茫，不然就是從事勞動條件與環境低劣之

工作，再則這些老年人自身所儲蓄之資產與退休金金額並不多，在激烈的經濟變

動下，其實質價值又不斷縮水中，使得老年人之生活困難重重。 

                                                                                                                                            
び増進に努め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22 末高信著，邱啟明譯，日本社會安全之發展，載：邱啟明編，社會安全，三民，1976，
頁 406。 
23 同上註，頁 407。 
24 同上註，頁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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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 6月韓戰開打時，美國以日本為供給韓戰軍需及人力資源的中心，
進而促成其國內的高度經濟發展。從此時起，日本政府的國家發展策略，已由初

期全面推動國家經濟發展計劃，逐步兼顧及社會發展均衡配合措施，重視社會福

利，推行社會安全政策，制定各種社會立法，用以保障國民的生活，增進國民的

福祉25。 

社會安全制度審議會於 1950年 10月提出「社會保障制度建議書」，以社會
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及公共衛生四個體系，作為社會保障制度的架構。這

就是通稱的「一九五○體制」。其特徵可分為以下三點：（一）確立最低生活保障

的政府責任（二）強調平等保障的權利（三）重視醫療保障制度26。 

1952年 ILO公佈了第 102號社會安全最低基準（Social Security (Minimum 
Standards) Convention, 1952）公約，宣示了各國需致力於提供人民最低之生活
保障之所需，日本政府即積極推動新的社會保險制度。日本人認為遵守國際 ILO
國際公約基準乃理所當然之事，所以年金制度亦要符合其規範，改善制度之設計
27。首先於 1953 年制定「國家公務員共濟組合法」。新的厚生年金保險法亦於
1954年 5月第十九屆國會中正式通過定案，一般薪水階級受雇者的年金保障雛
型至此既定，主要修正內容如下28。 

一、 給付方式由所得比例制改採定額與所得比例雙層制。 
二、 投保薪資由3,000日圓至 18,000日圓分 12級。 
三、 給付年齡一般男性為60歲，女性及礦工為 55歲。 
四、 40歲以上男性、35歲以上女性及礦工的投保期間為 15年。（其餘適

用對象仍維持 20年） 
五、 財務方式採取每五年調高一次保險費率之修正累積基金。 
六、 國庫負擔率為5﹪，礦工為 20﹪。 

1955年 10月，鳩山內閣決議出「第一次五年經濟計劃」（1956~1960），根
據此計畫，計算出五年內所需的社會保障費用。也就是所謂的「社會保障五年計

劃」。其中的重點之一便是在老年年金保險方面，日本政府於 1957 年設置「國
民年金委員會」，1958年設置「國民年金籌備委員會」，1959年公佈「國民年金

                                                 
25 黃癸楠，日本社會保險制度概要，載：中國勞工，1995年 9月，頁 14。 
26 蔡宏昭，英美日社會福利政策與措施，載：中華民國社區發展研究訓練中心，1990，頁
102。 
27 佐藤進，年金改革の理念と改正法の問題點，載：年金改革と老後生活，有斐閣，1984，頁
32。 
28 參照自蔡宏昭，日本的國家老年年金制度，載：先進國家年金保險制度，內政部編印，
1994，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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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29。將國民年金制度分為全由國庫負擔之非繳費制福利年金30以及繳費制國

民年金，國民年金制度之重要內容介紹如下。 

一、 適用對象為20 至 59 歲的農林漁牧業者、自營作業者及其他未適用
厚生年金或共濟組合之國民。 

二、 保險費採定額制（35歲以下每月 100日圓；35以上為 150日圓）。 
三、 投保期間為25年，最少 10年，最高 40年。 
四、 給付年齡為65歲。 
五、 給付水準為月額2,000日圓，最少 800日圓（投保 10年者），最高

3,200日圓（投保 40者）。 

繳費制國民年金是專為從事商業之自營商人、農、林、漁業者，以及零售業、

自由業、無業者、失業者、在 5人以下企業工作的勞工等未適用厚生年金制度之
人士所設立的，就其發生老年、殘障、死亡等事故時，提供年金給付的一種制度。

過去這些階層的人們，或依賴家屬、親屬之援助，或對其本身不幸之生活認為是

命運不佳，無力謀求改善之道。但是因為戰後家庭結構之急速變化、各人之所得

雖然在經濟快速成長之下仍不足以扶養老人及幼兒、這些階層的人們也開始希望

自己能擁有像公務員以及受雇者一般的年金制度來加以保障，加上有些地方自治

體已經以敬老年金之名義對於 70歲以上之老人支付小額年金制度，因此，創設
國民年金之社會背景已逐漸成熟所致31。 

然而此時社會安全之發展重點是放在制度之形式與保障對象的增加，對於給

付內容及水準並無多大的改善。繳費制國民年金方面，投保年資二十五年者每月

給付 2,000日圓，投保年資四十年者每月給付 3,200日圓，對於單身老人來說這
是相當低的生活標準。況且制度開辦二十年後才始需支付的年金額，用此金額來

保障老年人之退休後生活，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可見當時立案者認為只需創設國

民年金制度即可，至於其內容對老年人能否實際發生效用並不怎麼關切。免繳費

制之福利年金則是經過一定資產調查後，對於 70歲以上的老年人支付每月 1,000
日圓之年金，如此一個金額更不可能維持老年人生活開銷，因此被譏為「糖果年

金」32。 

 

                                                 
29 田多英範，分立型國民皆年金體制の確立，載：橫山和彥、田多英範，日本社會保障の
歷史，學文社，2001，頁 140。 
30 繳費制之國民年金因為有加保年齡限制以及繳交保險費的合格年限等規定，使得部份高齡者
無法符合，以及殘障者、低收入戶等弱勢族群皆無法參加繳費制國民年金，因此政府為保障他們，

規劃了非繳費制福利年金。 
31 末高信著，1976，頁 411。 
32 同上註，頁 409~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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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經濟發展下之社會安全成長期（1960年至 1980年） 

此時是日本高度經濟成長階段，每年幾乎都以 10﹪的成長率快速成長，其
社會福利制度亦有所充實和提昇，因此等同於是社會保險開始擴張的時期。1961
年 4月正式開始實施繳費制的國民年金制度，同年 11月復制定通算年金通則法
33，於是從此而後所有國民皆為某種公共年金涵蓋而受到保障，而達成了「全民

皆年金」之目標，而自成立國民年金籌備委員會到達成全民皆年金的結果，只費

時三年即完成，相當地有效率及快速。 

1962 年日本創設了適格年金制度，此企業年金制度設置之起源為 1950 年
代初期，日本經營者聯盟要求政府針對退休給付實施稅賦優惠，為因應此要求，

日本政府遂於 1952年修改稅法，使得雇主得以將退休給付自稅基中扣除，因此
造成一次給付之退休金普及於各大大小小企業之中。而後大企業又對於一次給付

之減稅方案不滿意，因為大企業中終身雇用已成慣例，因此一次給付之退休金對

於大企業較為不利，故日本經營者聯盟又提議將一次給付改為年金給付34，以減

輕一次退休金之鉅額負擔，並要求政府能對企業的年金基金給予優惠稅賦待遇，

以平抑企業每年的支出。這個構想一開始是遭到厚生省反對，但最終於 1961年
接受，並於 1962年修改稅法，其後雇主依照適格年金計畫所提撥之年金基金，
前提是交由信託銀行或保險公司所管理，就得以免稅。 

因戰後厚生年金制度即將逐漸擴充其給付水準，對於企業單位來說，機能與

負擔皆已與退休金重複之厚生年金，如再提高保費，擔心造成經營上的雙重負擔
35。因此，1966 年36又設立了厚生年金基金制度（或稱調整年金），目的在於調

整兩者，並予以制度化37。雇用員工在五百人以上之企業，在勞資雙方皆同意之

前提下，且經厚生大臣許可後，可設立厚生年金基金38。制度背後的推手正是日

本經營者聯盟，他們極力堅稱凡設有相當於厚生年金制度之年金計畫的公司，應

該得以選擇退出厚生年金與收入相關的那一部分，而且還應該獲准建立自己的受

                                                 
33 通算年金制度之適用對象包括國民年金、厚生年金、船員、私校與農林漁牧團體共濟組合等
五種民間年金制度，與公務系統之三種年金制度：國家公務員共濟組合、地方公務員共濟組合、

公共企業體職員共濟組合。通算年金通則法乃是規範不同年金保險制度間通算之辦法。 
34 新川敏光，The Structure and Transformation of Pension Policy in Japan：A Study of Policy 
Determinants，載：勞動政治、工會運動與社會安全制度－台灣與日本的對話 國際研討會論文，
勞委會以及台灣勞動與社會政策研究協會主辦，2001.3，頁 16。此外，過去企業難以估計員工退
休後生活費之多寡，因此乾脆給予一次給付，隨著公共年金制度之實施，企業開始有如何設定生

活費額度之基準可供參考，故對於企業來說亦較過去容易實施年金制度。 
35 村上清，年金の知識，日本經濟新聞社，1990，頁 163~164。 
36 1966年 ILO「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對社會權有更細膩之規定。 
37 財團法人 生命文化保險研究所，企業年金，1993，頁 51。 
38 厚生年金基金之給付含有厚生年金制度之所得比例部分，以及企業自主加額部分，因此
亦具有半公共年金性質。另有退保以及死亡之一次給付。如果由有厚生年金基金之企業轉

到無厚生年金基金之企業，則可將個人的年金基金轉移到厚生年金基金聯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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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者年金基金39，為了改善厚生年金之福利條件，並經過勞資政的長期溝通，這

套厚生年金基金計畫最終於 1966年制定。 

配合厚生年金基金之設置，厚生年金於 1965 年大幅提高投保薪資之上下
限，將投保薪資上限由 3,000日圓提高為 6,000日圓；上限則由 3萬日圓提高為
6 萬日圓。並增加年金給付水準，達成「一萬日圓年金」的目標。其後於 1969
年再度提高年金給付之水準，至「二萬日圓年金」，並增設在職（on the job）老
年年金制度，凡 65 歲以上繼續工作之勞工，其厚生年金給付額減少 20﹪，60
至 64歲之在職勞工則減額 20﹪至 80﹪不等40。而歷年來厚生年金標準年金給付

額之演進整理如下表以供參考。 

表格 二—1 ： 厚生年金標準年金給付額之各項指標 

改革年度 標準年金給付額 
男性每月平均

薪資（a） 

老人夫婦每月

的平均現金支

出（b） 

生活保護基準

（c） 

1965年 5月 
10,000日圓 

（投保 20年之年金額）
27,725日圓
（36.1﹪） 

21,746日圓 11,371日圓

1969年 11月 

19,997日圓 
（此時投保期間男性平

均為 24年 4個月，所領
之年金額） 

44,851日圓
（44.6﹪） 

31,180日圓 19,882日圓

1973年 11月 
52,242日圓 

（同上，平均投保 27
年） 

84,801日圓
（61.6﹪） 

52,560日圓 34,670日圓

1976年 8月 
90,392日圓 

（同上，平均投保 28
年） 

141,376日圓
（63.9﹪） 

83900日圓 58,804日圓

1980年 7月 
136,050日圓 

（同上，平均投保 30
年） 

201,333日圓
（67.5﹪） 

124,000日圓 88,329日圓

註：a）男性之每月平均薪資自每年之 4月起計算至隔年 3月末。 
    b）老人夫婦（夫 65歲以上，妻 60歲以上）之平均現金支出之數據資料來

自於厚生行政基礎調查。 
    c）生活保護基準乃老人夫婦（夫 72歲以上，妻 67歲以上）之最低生活水

準，資料來自厚生省年金局之調查。 

                                                 
39 新川敏光，2001.3，頁 17。 
40 王靜怡，日本勞工退休金制度之發展變遷暨其省思，載：企銀季刊，2002/07，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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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整理自橫山和彥、田多英範，日本社會保障の歷史，學文社，2001
年，頁 191。 

於 1970年，65歲以上人口佔總人口的比率首度達到 7﹪，而正式邁入高齡
化社會（aging society）41。此時，日本的社會安全制度雖幾乎已涵蓋所有人民，

但是國民年金與厚生年金之給付水準不高，由上表可看出男性平均投保期間為

24 年 4 個月，所領之厚生年金給付額度只比最低生活基準 19,882 日圓多出一
些，與領取共濟年金的公務員相比更是有所差距，可謂制度仍然發展尚未成熟42。 

隨著國民水準之逐漸提升且一般社會期望能確立老人對策，使老人家能安心

渡其餘年，尤其對於保障老年時期的年金制度，各世代國民均表示空前高度的期

待43。為應諾其國民熱切的期待，再加上面對來自在野黨勢力之壓力與挑戰44，

以及為了縮減公私部門員工領取年金水準之差距。當時的執政黨－自由民主黨不

得不採取因應措施，自 1973年 1月 1日起，大幅改善老人年金制度。 

為維持社會保險給付對國民經濟之相對水準，使不致因通貨膨脹而減損社會

保險給付的購買力，厚生年金自 1973 年 11 月 1日起採用隨消費者物價指數調
整的「物價波動自動調整制」（slide system），其辦法為：如果全國消費者物
價指數在一年內變動超過五﹪時，其次年度基本年金額，須依照政府按物價

變動為基準所訂定的調整率自動調整之（厚生年金保險法第 34條）45。另外

實施年金基金的還元融資政策，過去年金基金一向被用於政府公共投資的融資，

自 1973年起則大規模用於改善被保險人福利的融資，例如，休閒中心的建造、
被保險人的住宅貸款等46。 

                                                 
41 聯合國定義之高齡化社會係指 65歲以上人口佔總人口比率超過 7﹪。 
42 所謂社會安全制度之成熟，係指不僅有多數制度之存在以及國民多數被納入制度成為被保險
對象，其內容應有相當之厚度，而被有需要的全體國民所享受，這種狀態始謂之成熟。而表示社

會安全制度之成熟度，第一種指標是被保護人員與受領給付人員之比率；第二種指標是給付的厚

度；第三種指標是社會安全總費用在國民所得中所佔之比率。參考自末高信，1976，頁 413~414。 
43 末高信，1976，頁 422。 
44 雖然自由民主黨十幾年來一直執政，但是其選舉的得票率越來越低，社會主義黨卻在選
戰屢有斬獲，特別是在都市的地方選舉中，左派幾乎成為多數黨，某些省或廳，開始從地

方實施政策，直接在社會事務方面對抗中央政府。引自 Arthur Gould 著，吳明儒、賴兩陽，
資本主義福利體系：日本、英國與瑞典之比較，巨流，1999，頁 37。 
45 學者村上清認為物價波動調整制的太晚引入，乃是厚生省失職之處。物價膨脹導致過去時期
低水準年金給付之額度與基準變得失去了意義，為了調整為實質真正的年金額度，給付的乘率大

幅上升，在 1973年年金的物價波動調整制引進，才重新評價過去的報酬（包含薪資水準），年金
額度因此一次異常的膨脹。而過去從歐洲各國之經驗看來，其很早就開始實施物價波動調整制，

日本較英美國家遲了許多，乃是先進國家之中最晚實施的。參見村上清，日本の年金制度と改革

への提言，載：涉谷博史、井村進哉、中浜 隆，日米の福祉國家システム，日本經濟評論社，
2000，頁 101~102。 
46 蔡宏昭，1994，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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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變革最重要的措施是厚生年金的給付水準（加保 27年者）達成「五萬
日圓年金47」之目標，約佔標準報酬的 60﹪左右，高出了 ILO 第 128號有關殘
廢、老年及遺屬給付公約公約（Invalidity, Old-Age and Survivors' Benefits 
Convention, 1967）所規定的 45﹪許多。此外，國民年金的給付水準亦預定自
1974年 1月 1日起提高，保險費調高為 1,100日圓，給付金額調高為 7,500日
圓。 

因此，自 1973年起，老年年金制度之保障在經過大幅度擴充之後，日本的
老人福利制度正式達到了國際水準，這就是日本所謂的「福利元年」。其後 1975
年國民年金保險費再調升為 1,400日圓，給付金額更調升為 12,000日圓。1976
年又修改國民年金政府之負擔方式，由原本的負擔 1/2 的保險費，更改為負擔
1/3之給付費用。其後在 1977年至 1979年之間，主要的改革措施皆在提高年金
給付水準、調高在職老年年金的所得限制以及提高國民年金之保險費48。 

總而言之，日本的社會福利制度在 1970年代已漸趨成熟階段，且其社會福
利的目標亦由全民的最低保障，邁向全民生活素質的提昇。 

第二節  日本年金舊制之概述 

日本老年年金制度有其獨特之處，它包含了部分英國式的基礎均等年金，亦

有學習自德國給付與所得成比例之作法，存在於厚生年金與共濟組合之中。除此

之外還為了因應日本內部經社文化與傳統習俗，保留部分的部分的制度，甚至是

規劃一些創新的措施，以符合民情。 

一開始年金制度之設立乃是從企業退休金開始發展，之後輾轉演變為如今的

企業年金制度，至 1980年代為止有厚生年金基金與適格年金計畫之設立。而公
共年金制度方面則可分為三種：依照 1959年所訂定之國民年金法而設立的國民
年金制度，給予無法參加其他年金制度之國民保障；依照 1941年所頒布之厚生
年金保險法而設立的厚生年金制度，強制所有的民營企業勞工參加；以公務員、

公營事業機構員工以及其他團體為對象的共濟組合。 

日本公共年金制度的中央主管機關十分紛歧，國民年金、厚生年金、厚生年

金基金是由厚生省年金局負責規劃和協調，而由厚生省社會保險廳負責管理和運

作；共濟組合則分由大藏省（財政部）、運輸省（交通部）、郵政省、自治省（內

                                                 
47 係指一對夫婦每月可以領取之年金給付額度。 
48 蔡宏昭，1994，頁 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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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文部省及農林水產省（農業部）掌管49。 

除共濟組合年金之基金獨立運作外，日本公共年金之基金運用方式主要為財

政投融資制度。財政投融資制度創始於 1953年，由大藏省（財政部）資金運用
部掌握公共部門之民間長期資金（如郵政儲金、國民年金、厚生年金及簡易保險

金），透過國家之制度與信用，配合政府經濟政策來作各項公共建設之投資與融

資50，用途包括住宅建設、交通運輸建設、社會福利事業等。資金運用部的長期

信託利率，於 1984 年規定為 7.1﹪。此外，資金運用部並將部份資金作為福利
事業的融資（還元融資），以及民間投資事業的融資（自主運用事業融資）。 

由於日本公共年金制度一開始乃是採取部分提存準備之方式，再加上每年財

務收支相抵過後所累積之基金，金額可想而知相當龐大，而此累積基金乃全國國

民所共同提撥而來，所有權屬於全體國民，因此其運用方式不可不謹慎處理。 

壹、 公共年金制度： 

一、 國民年金制度 

國民年金法第一條說明了設置國民年金制度之目的：「國民年金乃基於日本

憲法第二十五條第二項所規範之理念，當國民之安定生活，因年老、身心障礙或

重大親屬死亡事故而有所危害時，國家應負起保障全體國民每一個人的責任，予

以防止，期能達到維持並提升健全國民生活之目的。」而所謂國民年金係指為達

成第一條之目的，對年老者、身心障礙者、或發生重大親屬死亡事故者，進行必

要的輔助與給付。（國民年金法第二條） 

國民年金事業由政府主管（國民年金法第三條），制度之保險人為政府，中

央由社會保險廳營運業務，並得將部份業務委由都道府縣等地方政府辦理。凡居

住在日本國內 20歲以上，未滿 60歲之國民，除已適用其他公共年金制度者外，
一率強制加入此保險，失業者亦包括在內。此制度將適用對象分為三類，第一類

被保險人是不在第二、三類被保險人範圍內者，例如自願加入的自營作業者。第

二類被保險人是薪資受雇者，第三類則是薪資受雇者之配偶。（國民年金法第七

條） 

國民年金一開始是保有部分儲備金之隨收隨付制，主要財源來自於三方面，

                                                 
49 蔡宏昭，1994，頁 41~42。 
50 陳雲中等，日本國民年金保險法制之研究，內政部委託報告，1997，頁 7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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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與雇主（透過厚生年金制度）所繳交之保險費，另外政府國庫51亦負擔

三分之一之年金給付額，以及負擔全部的行政管理費用52。 

國民年金屬於均等制（flat-rate pension system），每位被保險人都繳納相同
的保險費，亦領取相同的年金給付額度。但會視個別被保險人之繳費期給予不同

比率之定額年金。在保險費的規定方面，制度創立之初，至 1970年止，係按年
齡區分保險費，未滿 35 歲者每月繳交 100 日圓，35 歲以上者則按月繳交 150
日圓。其後隨年金給付額逐漸調高而調整。至 1970年後，將原本依年齡區分保
費之方式廢止，改成一率繳 450日圓，而後又於 1976年修訂為按照物價指數作
調整，並規定每年 4月為保費之調整月份53。而國民年金修訂至 1980年為止，
保險費額度提高到了 3,770日圓整。另外被保險人向都道府縣知事申請後，得每
月另繳 400日圓的附加保險費，以獲得額外的附加年金。 

國民年金之給付內涵大致可分為老年年金、殘障年金、遺屬年金三種。而在

老年年金發放方面，被保險人已繳納保險費期間與免繳期間合計 25年以上者，
不分男女均從 65歲起支付其老年年金，直到被保險人死亡為止。至於年金額計
算方式如下： 

年金額＝（1680日圓×已繳納保險費期間月份數＋1680日圓×免繳保險費期間月
份數×1/3）×物價變動調整率（1981年為 1.078） 

而每月保險費多繳 400 日圓者，則依其已繳納保費期間之長短，按月老年
基礎年金多支給 200日圓之加給老年年金。在 1961年 4月 1日制度開創當時，
已年滿 50歲未滿 55歲者，可以自由任意參加（十年年金），又依 1969年及 1973
年之修正，並准許繳納保險費滿五年者即給予老年年金（五年年金）54。五年年

金給付額為 30萬 4,300日圓（月額 25358日圓）55。 

至於有關免繳費的福利年金方面，1961年 4月 1日國民年金實施時已滿 50
歲，未成為繳費制年金對象者，為保障其經濟生活之安定及提高其福利而制定的

年金制度，從 70歲開始支給老年福利年金，1984年福利年金的年金額為 30萬
                                                 
51 Estienne, Jean-Francois and Murakami , Kiyoshi，The Japanese experience of review and 
reform of public pension schemes，Social dialogue and pension reform，Edited by Reynaud  
Emmanuel，ILO，2000，p.50。 
52 此時創設之國民年金制度主要適用對象為自營作業者及其他無法加入厚生年金制度者，其負
擔能力本來相對於一般受雇者為低，再則加上沒有雇主的相對分攤，政府考量此點之故，是以制

度設立之初，國庫負擔比率較其他受雇者年金保險制度高。 
53 陳雲中等，1997，頁 51。 
54 此涉及期待保障權（vested right）之概念，加入年金保險制度之後並非一定要到滿足退
休要件所須之投保年數才可請領老年年金，乃是值得台灣現制學習之處。 
55 曾榮盛，日本社會保險制度概要，台閩地區勞工保險局編印，1986，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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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0日圓（月額為 25,600日圓）。國民年金開辦至 1981年 4月 1日以後即無
新個案產生之可能性，1984年 3月止計約有 235萬人受領此項年金，比起前一
年度減少 25 萬人56，而往後請領人數必定會越來越減少，直至歸零，因此本文

以後便不再贅述福利年金，總而言之福利年金可謂是政府為高齡者而設立的過渡

性補充性制度，所需經費全由政府負擔。 

二、 厚生年金制度： 

厚生年金法第一條說明厚生年金制度之實施目的為，提供勞動者關於老年、

身心障礙、重大親屬死亡事故等之保險給付，安定勞動者或其遺屬之生活，並提

升其福利。可見得與國民年金不同的是，國民年金乃是防止危害人民生活，厚生

年金則是除了安定人民生活之外，更期許能提升人民的福利水準。 

凡受雇於除農林漁業以外，超過五人以上之民間事業單位，六十五歲以下勞

工均為投保對象（厚生年金法第九條），而因適用對象的性別以及職業性質等不

同，將被保險人區分為四類：第一類為坑內工以外的男性被保險人；第二類為所

有女性被保險人；第三類為從事坑內工作的被保險人；第四類為保險年資在十年

以上，為等待領取老年給付，而自願繼續參加保險的已退休被保險人。厚生年金

保險之被保險人總人數不斷地增加，由初創時之 340萬人，到了 1957年超過 1
千萬人，1969年超過 2千萬人，到了 1983年底為止約為 2千 6百多萬人57。 

厚生年金制度初始為定額－薪資相關制 58（ two-part formula pension 
system），即計算公式中，一項為定額年金，一項為薪資相關年金，兩項相加而
得59。至於定額年金之給付額於 1965 年時為 1 萬元日圓，於 1969 年修法提高
為 2萬日圓60，四年時間就整整增加了一倍。 

厚生年金給付條件：被保險人投保滿 20 年（坑內工為 15 年）以上，年滿
60歲（女性及坑內工為 55歲）退休時，可領取老年年金。不過 40歲以後才投
保的被保險人，只要投保滿 15年（坑內工為 11年 3個月），於年滿 60歲（女

                                                 
56 因為福利年金全由國庫負擔，故福利年金當然會有所得限制之規定：福利年金受益人，
如與其配偶二人合計在前一年的所得超過 248萬日圓者，即自當年八月至翌年七月停止支
付年金；亦或是福利年金受益人如另外領有其他公共年金，而該年金額又超過 51萬 5千日
圓時，即停止支付全部福利年金，如低於上述金額，福利年金即支付兩者的差額。參考自

曾榮盛，日本社會保險制度概要，台閩地區勞工保險局編印，1986，頁 121~124。 
57 曾榮盛，1986，頁 73~76。 
58 厚生年金與所得相關之制度之構想源起於德國，係以德國之年金制度當作典型的參考依
據。參考自田近榮治等著，日金の經濟分析 保險の觀點，東洋經濟新報社，1999，頁 167。 
59 新的厚生年金制度則在給付方面全部皆屬於薪資相關年金制。 
60 曾榮盛，1986，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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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及坑內工為 55歲）退休時61，亦可領取老年年金。 

原則上老年年金係保障退休後生活，因此退休是請領老年年金要件之一，然

而日本並非屆齡可退休之年齡後卻無退休者就不能領取年金給付。厚生年金制度

規定如果年齡 61歲到 65歲仍在職，而所得在一定標準以下者（1980年之標準
為 150,000 日圓），得支給減額年金；如年齡 65 歲以上仍在職者，亦得支給部
分或全部年金，詳細數據可參考下表。 

表格 二—2 ： 減額年金之給付 

年           齡 標準報酬月額 減額年金比率 
45,000－92,000 80﹪ 
98,000－126,000 50﹪ 
134,000－150,000 20﹪ 

60－64 

160,000以上 0﹪ 

150,000以下 100﹪ 
65以上 

160,000以上 80﹪ 

資料來源：OKA , Shinichi，pension and employment policy for the aged 
inactive society-suggestion from Japanese experience-，dissertation of 
Leuven university，1986，p.66。 

厚生年金給付標準：基本年金額＝定額部分＋報酬比例部分 

至於上述公式中，定額部分及報酬比例部分的計算方式如次： 

定額部分（年額）＝2050日圓×保險年資（月數）×物價變動調整率（1981
年為 1.078） 

報酬比例部分（年額）＝標準報酬月額62×（7.5/1000~10/100063）×保險年

資（月數）×物價變動調整率（1981年為 1.078） 

                                                 
61 同上註，頁 82。 
62 年金給付金額如果以每個個人實質的薪資水準來計算將耗費驚人的行政成本，故為了使制度
運作更有效率更快速，厚生年金制度訂定了一套標準月投保薪資供被保險人選擇，1980年 10月
修訂為從最低 45,000日圓至最高 410,000日圓之間分為 35級，而每隔幾年，最常不超過五年，
標準會重新修正以符合時勢。 
63 「7.5/1000」為所謂「支給乘率」，隨出生年月的先後而遞減，其上限與下限分別為「10/1000」
(適用於 1927/4/1以前出生者)與「7.5/1000」(適用於 1946/4/2以後出生者)。參見本沢一善，日本

年金制度 家族法社會保障視野，學文社，1999，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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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生年金財務來源：年金給付所需費用來源係依靠保險費收入、準備金運用

收入以及國庫負擔來維持。厚生年金保險費由勞雇負擔各半，從一開始設立時的

3﹪，費率逐漸地提高，到了 1973年時增加為 7.8﹪64，至 1980年時男性提高
到 10.6﹪，女性為 9.3﹪65，坑內工作者為 11.8﹪。因此保險費之計算公式如下： 

保險費＝標準報酬月額×保險費率 

財務處理方式：起初，厚生年金乃是建立在完全基金準備基礎上的確定給付

制，因此最初甚至曾被誤認為是為了防止物價膨脹所設立的強制儲蓄計畫66，其

後改為部分提存準備制，因此歷年所積存之準備金，其運用是否得宜，對於整個

保險財源有重大的影響。直到最近幾年厚生年金才漸漸轉型為隨收隨付67制度。 

主管及執行機關：主管機關為厚生省，透過其年金局進行監督。執行機關則

由社會保險廳負責全國性之行政業務，都、道、府、縣福利部門的保險單位負責

地區性保費與給付之行政業務，地方則為社會保險事務所。 

三、 共濟組合： 

所謂共濟組合，是以公務員、公營事業機構員工以及其他團體的職員為對象

的一種相互扶助組織68。日本很多機關團體的從業人員，早自明治時代以來，便

組織共濟組合負責團體同仁間相互保險的業務，形成日本現代綜合社會保險體制

的先驅。共濟組合最早起源於 1905 年官辦的八幡製鐵所，1907 年又設立了帝

                                                 
64 Takayama , Noriyuki，Pension Arrangements in the Oldest Country－The Japanese Case，載：
Welfare Policy and Labour Markets，published by Stockholm University，2004，p.196。 
65 由於日本社會傳統習慣女性在結婚之後就要在家料理家務並照顧家庭，直到社會保險制度開
辦後，此社會現象仍然普遍存在，女性通常在畢業後進入勞動市場短短幾年後，就結婚並辭職走

入家庭，因此繳納保費年資根本不夠符合老年領取年金之資格，無法領取老年年金給付，故政府

決定降低女性被保險人保險費率。 
66 Takayama , Noriyuki，2004，p.196。 
67 公共年金之財務處理方式可分為三種類型，所謂的財務處理方式係指支付社會保險給付所需
費用（財源）如何予以調度，所採用的財務計畫籌措方式而言。引自柯木興，社會保險，中國社

會保險學會，2000，頁 372~376。即： 
一、 隨收隨付制度（Pay-As-You-Go）：係指當年度的保險費收入，用之於當年度之保險給付，
此種方式完不需提存準備，僅保有行政費用以及一小部分用於支應臨時性財務流量所需之準

備金（Contingencies Reserve）即可。 
二、 完全提存準備方式（Full Funding）：係指將來老年給付所需費用均是事前就予以提存準備，
以平準保險費率（Level Premium）累積將來給付之準備金。亦即每一代被保險人需完全提存
準備其自身未來老年所需之費用。  

三、 修正混合方式（Partial Funding）：以完全提存準備為前提來處理保險財務，保有一定的責
任準備金；若因基金不足支應老年給付支出時，則採階梯式的保險費率來補救其不足額，而

不必完全從保險費中提存準備，其部分費用可由後代被保險人來負責分攤。 
68 曾榮盛，1986，頁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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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鐵道廳在職員工共濟組合，這是現有國鐵共濟組合的前身。由於在 1970年代
初期以前，厚生年金之給付水準偏低，保障不足之情況下，造成了雖然厚生年金

已於 1944 年開辦，但 1950 年代與 1960 年代共濟組合仍舊脫離厚生年金先後
設立之現象69。下文則分項介紹國家公務員等共濟組合、地方公務員等共濟組

合、私立學校教職員共濟組合與農林漁牧團體職員共濟組合。 

（一） 國家公務員等共濟組合： 

國家公務員等共濟組合於 1948年開始實施，是以國家公務員為適用
對象，包括國家公務人員等共濟組合聯合會之會員、國鐵共濟組合（JR
共濟）之會員、電信電話共濟組合（NTT共濟）之會員、菸草專賣共濟組
合（菸草共濟）之會員70。所負擔之保險費率為 15﹪左右，其中依照會員
種類之不同而有些許差別，但都由被保險人與政府折半負擔。給付項目除

退休共濟年金與退休共濟年金特別給付外，尚有殘障共濟年金、殘障津貼

以及遺屬共濟年金三種。退休共濟年金給付金額之計算方式分為所得比例

（相當於厚生年金）與職域年金（相當於企業年金）兩部分： 

1. 所得比例：平均投保薪資月額×7.5/1000×會員期間 

2. 職域年金：平均投保薪資月額×1.5/1000×會員期間 

（但會員期間未滿 20年者則適用 0.75/1000） 

（二） 地方公務員共濟組合： 

地方公務員共濟組合法於 1962年 9月制定，同年 12月實施，地方公
務員共濟組合則是以地方公務員為適用對象，包括地方公務人員等共濟組

合聯合會之會員以及地方職員共濟組合之會員。地方公務員共濟組合之給

付項目、給付條件以及給付金額的計算公式與國家公務員共濟組合皆相

同。政府負擔比例亦皆為保險費之一半與全部行政事務費用。 

（三） 私立學校教職員共濟組合： 

私立學校教職員共濟組合與農林漁牧團體職員共濟組合則是先後脫離

厚生年金保險而單獨成立，私立學校教職員共濟組合法於 1953 年 8 月制
定，1954年 1月實施，適用對象為私立學校教職員共濟組合之會員，保險

                                                 
69 新川敏光，2001/3，頁 16。 
70 蔡宏昭，1994，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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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由被保險人與學校折半負擔，給付項目、給付條件以及給付金額的計算

公式與國家公務員共濟組合相同，政府並負擔部分行政事務費用。 

（四） 農林漁牧團體職員共濟組合： 

農林漁牧團體職員共濟組合法於 1958年 4月制定，1959年 1月實施。
適用對象包括農業協同組合之會員、森林組合之會員、漁業協同組合之會

員與農業共濟組合之會員。保險費率由會員與所屬組合折半負擔，給付項

目、給付條件以及給付金額的計算公式與國家公務員共濟組合相同，政府

並負擔部分行政事務費用。 

下圖簡單的描繪出此時日本整個公共年金制度實施之全貌。 

圖表 二－2 ： 日本公共年金制度 

 
            針對自營作業者等非受雇者 

                 
                

針對民間一般受雇者 
                   
                

            針對公務員等特定團體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如上所述，日本之老年年金保險制度面臨了重大的難題，今後為減輕年金保

險財政的逐步惡化，必須致力於研擬採取提高保險費率，增加國庫負擔，以及提

高開始給付年金之年齡，並隨著物價波動自動調整率的修正等，各式各樣的年金

改革策略，以玆因應。但是，年金改革的目標，並非僅單純的追求此種年金財政

之安定化，而是尚需包括思考在高齡化社會，如何維護每一位國民，在年老之後

皆能獲得所得保障措施方面，也納為政策研議的重點71。下個章節將簡介最近二

十年來，日本關於年金制度之改革。 

                                                 
71 田近榮治等著，1999，頁 151。 

日本

公共

年金

制度 

國民年金（1961年開始實施）

厚生年金（1944年開始實施）

國家公務員等共濟組合（1948年開始實施）
地方公務員等共濟組合（1962年開始實施）
私校等共濟組合（1954年開始實施） 
農林漁團體職員共濟組合（1959年開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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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企業年金制度： 

日本退職金制度之起源乃是給予員工的一種報酬，員工在事業單位工作了相

當長一段時間之後可領得的一筆退職金，屬於雇主所給予其的恩惠。但是如今此

退職金的性質有了轉變，對於員工的來說可以提供其老後的生活保障，而雇主們

也很難避免掉這項「義務」。其後隨著企業本身的老化、給付之計算基準逐年上

升以及員工退休年齡延後，一次給付之退職金之負擔越來越加重。再加上厚生年

金的給付水準也在急速上升，企業所須負擔之保險費額度也在增高。由於上述原

因，之後才逐漸演變成企業年金制度72。 

此時日本的企業年金又可分為厚生年金基金制度、適格退休年金制度、與對

中小企業發揮同樣功能的中小企業退職金共濟制度、特定退職金共濟制度等。中

小企業退職金共濟制度係由中小企業事業團為經營主體，以無力獨資設置退職金

制度之中小企業員工為對象，由企業雇主之相互共濟與國家的援助，而支給退職

金的制度。特定退職金共濟制度則是由工商會等設立特定退職金共濟團體，對於

無法獨資設置退職金制度之中小企業員工，支給退職金73。以下則介紹較為重要

且最為普遍實施的兩個制度：厚生年金基金、適格退休年金。 

一、 厚生年金基金（或稱調整年金） 

厚生年金基金為獨立法人，主管機關為厚生省。其以大企業的受僱勞

工為對象，只要超過 500 位以上勞工的企業單位，單獨或二者以上都可以
設立厚生年金基金。於 1966年 10月開始實施，公司可選擇退出厚生年金
中與所得相關的部份，然後自己建立一套符合某些必要條件的年金基金，

代行老年厚生年金之給付，並給予比厚生年金更為優渥的給付。而政府之

所以同意基金設立乃是基於某些勞工可因此享受到更高額的保障之立場。

此一制度之主要內涵敘述如下74：  

（一） 必須委託信託銀行或人壽保險公司辦理75。 

（二） 所代理之所得比例部分必須超過厚生年金的 30﹪。 

（三） 厚生年金保險費率中所得比例部分（男性為 6.4﹪中的 2.6﹪；女
性為 4.8﹪中的 2.2﹪）由勞資雙方折半負擔76。此外，再由資方

                                                 
72 財團法人 生命文化保險研究所，企業年金，1993，頁 6~21。 
73 田近榮治等著，1999，頁 171。 
74 整理自蔡宏昭，1994，頁 35、52~53。 
75 自 1990年 4月起，開始開放委託投資顧問公司運用及自行運用，所謂自行運用係指厚生年金
基金自行運用其年金資產。 
76 此為制度設立之初之費率，直至 1980年提高為男性為 10.6﹪中的 7.4﹪；女性為 9.3﹪中的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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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勞資雙方依協商結果負擔附加保險費，以提高給付水準。 

（四） 政府負擔給付費用的 17.5﹪。 

（五） 企業所繳納之保險費可享優惠稅制。 

政府對於厚生年金基金之稅賦特惠待遇較之於適格年金還有增無減，

因為政府對於適格年金基金課以 1﹪的特別法人稅，但在厚生年金基金這套
制度下，唯有所替代的福利超過 2.7倍時，才會被課以上述所謂的特別法人
稅。只要企業擁有足夠的員工數量得以成立基金，大型企業都偏好設立厚

生年金基金計畫77。其具有四項特色78： 

（一） 減輕雇主的負擔，加重企業的自主權（民營化）。 
（二） 創造民間資金，減少國家資金（民有化）。 
（三） 採用所得比例給付，降低所得重分配效果（自由化）。 
（四） 只要勞資雙方同意，可增加年金給付種類（多樣化）。 

圖表二－3： 厚生年金基金制度之內涵 

 
    ︵ 
    企                              ︵ 
    業                              厚 
    ︶                              生 

                            年 
                            金 
                            基 
                            金 

                            ︶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生命文化保險研究所，企業年金，1993，頁 51。 

 

                                                                                                                                            
﹪，乃勞雇雙方共同負擔。而其餘的 3.2﹪與 2.9﹪費率，為企業可免繳之報酬比例部分保險費率，
其保險費可移充基金財源外，亦可由勞資雙方自訂費率增加負擔。 
77 新川敏光，2001.3，頁 17。 
78 整理自蔡宏昭，1994，頁 35、66。 

退職一次給付 
適格退休年金 
其他企業年金 

 
 
厚 生 年 金 

【附加部分】 
 

 
  【代行部分】 
基 本 部 分 

 
加 算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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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生年金基金之給付原則上等於是上圖所顯示之基本部分，包括代行

社會保險中厚生年金給付之部分，以及法令規定企業之給付額度需比厚生

年金給付水準高，所產生之附加部分，基本部分之財源為勞雇負擔各半之

保險費。如果企業本身主動再提供更高額之年金給付，則稱為厚生年金基

金加算部份之給付，此加算部分之財源則全由雇主所負擔。同時厚生年金

本身的修正標準報酬之物價波動自動調整制度，厚生年金基金得不予適用
79。基金所支給的年金給付之財源來自於企業以及員工共同提撥的保險費，

這樣一來被保險人的保險費內可扣除所對應的報酬比例部分的保險費，脫

離基金或是死亡則會給予一次給付80。 

厚生年金與厚生年金基金是緊密關聯的，因為厚生年金基金代為管理

一部分的厚生年金（公共年金）的積累金81。因此，即使基金是企業年金，

仍然具備半公共性質而且可以享受稅收的優惠待遇，但是同時，也為政府

所嚴格地規範82，由厚生省負責監督這些基金，確保資產，以避免企業濫用

基金與經營不善，導致影響被保險人利益之情形發生。 

二、 適格退休年金 

適格退休年金乃是從 1962年所開始施行的制度，而所謂「適格年金」
之用語，乃是模仿自美國 Qualified Pension制度，並針對日本內部進行若
干設計而成，在此稅制之下，就符合一定要件的退休年金，其雇主所繳納

的款項以及對員工的給付，皆可予免稅83。主要以中小企業員工為對象。沒

有獨立的法人格，而以信託或保險契約方式創立，契約實際運作方式可參

考下圖二－3，最低成員為 15人，主管機關為大藏省，適用法律為公司稅
法。在此制度之下，雇主可以利用所繳交之保險費作為企業支出費用之方

式，並可以 100﹪抵除繳稅額度。 

 

 

                                                 
79 財團法人 生命文化保險研究所，企業年金，1993，頁 51。 
80 同上註，頁 51。 
81 阿藤 誠，日本的社會保障制度簡介，NIPSSR，2002.12，頁 11。 
82 National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Research，Social Security in Japan 
2002-2003，網址：http://www.ipss.go.jp/English/Jasos2002/Jasos2002.html。 
83 村上清，1990，頁 16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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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二－4 ： 適格退休年金之契約型態 

    立契約者（委託者）                     保險者（受託者） 
                      適格退休年金契約 
 
                           提撥保險費 
         退職年金章程 
                           支付年金或       申請核准適    核准 
                              一次給付金    格退休年金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生命文化保險研究所，企業年金，1993，頁 40。 

與厚生年金基金相比起來，此制度完全地自由，不受政府的控管，運

作上較為靈活，操作上也較為簡單，業務通常由公司派員處理即可，乃是

除了一次給付之退休金以外，第二普遍的私人退休制度。此項制度之下的

年金大多是有限定請領期限的（典型是十年），與其他終身年金不同，平均

每月的給付是 58,499日圓，然而，此項制度計劃將在十年內逐步淘汰84。 

至於厚生年金基金與適格退休年金制度的比較可參考下表二－3。 

表格 二—3：日本厚生年金基金與適格退休年金制度的比較 

 厚生年金基金 適格退休年金 
創設時間與法律依據 1965年 10月 1日 

厚生年金保險法 
1962年 4月 1日 
法人稅法 

制度目的 為因應員工的退休金所需

資金，根據一定要件，事業

單位繳納退休年金基金可

列報費用支出，並延於受領

年金時課繳個人所得稅。 

替代國家支付厚生年金中

的老年厚生年金部分給

付，並在此之上設置獨立基

金提供附加給付，以安定受

雇者老年生活，增進其福

祉。 
監督行政機關 厚生省 大藏省（財務部） 
實施主體 厚生勞動大臣認可的厚生各企業事業單位 

                                                 
84 National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Research，Social Security in Japan 
2002-2003，網址：http://www.ipss.go.jp/English/Jasos2002/Jasos2002.html。 

企     業 人 壽 保 險 公 司 
信 託 銀 行 

勞      工 
年金受領者 國       稅      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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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金基金（企業雇主所設置

之特別法人） 
企業單位規模 （單獨設立）勞工 500人以

上；（聯合設立）合計超過

800 人；（綜合設立）合計
超過 3000人 

若生命保險契約則 15 人以
上，信託投資銀行契約 100
人以上 

委託經營機關 信用銀行、人壽保險公司或

信託投資公司 
信用銀行、人壽保險公司、

全國共濟農業協同組合連

合會 
契約方法 與個別基金簽約 個別企業的適格年金契約 
年金之型態 原則上為終身年金 定期年金或終身年金皆可 
支付水準 有最低限制 無限制 

企業之繳費 保險費全額列損失處理，不

計入繳稅範圍 
同左 

個人之繳費 保險費從收入中扣除，不納

稅 
同左 

積存金 超過代行部分之 2.7倍相當
額部分應課 1﹪之特別法人
稅 

積存金之全部應課 1﹪之特
別法人稅 

稅 

制 

上 

之 

處 

理 

給付 給付之全額列為所得課稅 
˙年金為其他所得 
˙一次給付金為退休所得 

本人繳費扣除後之差額列

為所得課稅 
˙年金為其他所得 
˙一次給付金為退休所得 

厚生年金之一部分代行 必要條件 無 

資料來源：整理自島田富子著，吳崇權譯，年金之結構與課題，財團法人保

險事業發展中心，1993，頁 137；吳凱勳，日本年金保險制度的探討，載：先
進國家年金保險制度，內政部編印，1994，頁 2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