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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之背景與動機

台灣近數十年來，隨著經濟的成長，國民所得提高，社會持續穩定的發展，

再加上醫學科技的進步與公共衛生環境的改善，台灣地區之死亡率逐年下降，使

得國民的平均餘命逐漸增加當中，依據聯合國的定義，一個地區六十五歲以上人

口佔總人口比例超過7％時，稱之為「高齡化社會」。而依據聯合國定義，台灣地

區在1993年時即已邁入「高齡化」的社會型態。到了2007年底時台灣地區老年人

口占人口比例更達10.2％（內政部，2007）。而根據台閩地區2007年簡易生命表

可以得知男性平均餘命為75.46歲，女性為81.72歲，平均78.38（內政部，2007），

由上述數據可以得知，台灣已邁入高齡化社會型態，並且國民的平均餘命也同時

在增加中，台灣已是呈現老人國的型態，因應台灣進入高齡化及少子女化社會，

如何讓勞工安享在60歲以後平均有20多年無工作收入的老年生活，已成為當前最

重要問題。

表 1-1：81 年至 96 年 65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率%

年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比例 6.8 7.1 7.4 7.6 7.9 8.1 8.3 8.4 8.6 8.8 9.0 9.2 9.5 9.7 10.0 10.2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表 1-2：86 年至 95 年簡易生命表平均餘命表

年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男性 72.97 73.12 73.33 73.83 74.07 74.58 74.77 74.68 74.50 74.86 75.46

女性 78.61 78.93 78.98 79.56 79.92 80.24 80.33 80.75 80.80 81.41 81.72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自民國 39 年即開始辦理勞工保險，其制度設計屬綜合保險，但隨著全民健

康保險與就業保險的實施，目前給付項目主要有老年給付、職災給付、以及死亡

與殘廢給付等。其中與老人經濟安全關係最為密切者當屬老年給付。由於勞工保

險投保薪資「以多報少」的情況十分普遍，平均每月投保薪資約只占實際薪資的

五至六成。導致以此為基礎所計算出來的老年給付亦相對偏低，根據勞工保險局

的統計，96 年勞工保險被保險人請領老年給付平均年齡為 57.76 歲，平均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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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給付金額僅 107 萬餘元，實不足以保障勞工退休後平均 20 年或更長久之老

年生活所需，另一次給付方式亦使老年給付之保障功能隨勞工壽命延長或通貨膨

脹而降低。

勞工保險開辦迄今逾 58 年，已邁入成熟期，致近年來保險給付金額呈大幅

成長趨勢，尤以老年給付為甚。根據勞工保險局 96 年委託川誠精算顧問有限公

司辦理勞工保險普通事故保險費率精算及財務評估精算，在開放式團體下，若以

一次給付方式支付，費率應為 11.2266%，是為現行費率 2 倍之多，而依據勞工

保險局近 6年實際給付平均折合費率 6.27%，致連續 6年發生收支逆差情形，若

費率不調整，預估基金將於民國 105 年破產。而存在勞工保險基金長期準備不

足問題，主要是勞工保險屬長期社會保險，透過強制加保方式，藉世代間移轉作

用，為減輕當代勞資保費負擔，其財務處理方式採「部分提存準備」方式，與商

業保險不同，世界各國社會保險年金制度均是如此。

因此，為能增進勞工退休權益，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年金制納入修法條文中，

並考量勞工保險已實施 50 多年，甚多資深勞工已符合或將符合老年給付條件，

且國人多具「入袋為安」之傳統觀念，在兼顧勞工權益及制度穩定之原則下，採

現制一次給付與年金制併行方式，原有保險年資並均有效承認的有利條件下，賦

予現有被保險人於退職時選擇請領現制或新制之權利，讓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年金

制之修法減少阻力，並於 97 年 7 月 17 日順利完成「勞工保險條例」修正案立法

院三讀程序，並於預計 98 年 1 月 1 日正式施行。

由於國民年金法於 96 年 8 月 8 日經總統公佈，並明訂於 97 年 10 月 1 日施

行，又原國民年金法第七條規定，未滿 65 歲國民於國民年金開辦前已領取勞工

保險老年一次給付者，應參加國民年金保險，且無論加保期間之長短，年滿 65

歲即可享有老年年金基本保障 3 千元，但因勞工保險條例修正將於 98 年 1 月 1

日施行，因此，國民年金法配合於 97 年 8 月 13 日完成修正案，於第 7條第二項

加入但書「勞工保險年金制度實施前請領勞工保險老年給付者，不受年資之限

制」，賦予被保險人於國民年金法 97 年 10 月 1 日實施及勞工保險條例修正實施

98 年 1 月 1 日間，領取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尚可加入國民年金之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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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者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年金制即將實施，對於是否選擇請領勞工保險老年給

付，再加入國民年金，至 65 歲再領取國民年金老年給付，或係選擇將來領取勞

工保險老年給付年金制，一般的勞工被保險人，顯得非常的徬徨，雖然政府一再

地宣導，並製作相關文宣資料，告知民眾請領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年金制對民眾較

有利，惟相關資料的比較，係很大略性的比較，完全忽略時間價值、投保年資及

物價膨脹率等因素，對勞工選擇的影響，因此，藉由本文的撰寫，讓大多數的勞

工可以做選擇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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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在高齡化及少子化、無子化，年輕人口迅速萎縮的趨勢下，加上每個人平均

餘命正逐漸增加中，在傳統的社會結構下，老年人口在其老年時期的經濟來源大

多數是仰賴家庭資源間的代間移轉，然而，近年來在社會型態的轉變下，家庭結

構已不同於以往的家庭形式，慢慢的走向以「核心家庭」為主要家庭的趨勢，且

傳統的家族、大家庭型態也已慢慢的變成小家庭模式，因此，老年人口在老年時

期的經濟來源也慢慢的產生了變化，不再是以家庭代間移轉為主。

現行勞工退休制度除以雇主責任給與的勞工退休金外，另一則是採社會保險

制辦理的勞工保險及國民年金老年給付。因此勞工保險制度的實施，對 889 萬多

(資料來源：勞工保險局 97 年 10 月份統計月報)參加勞工保險勞工而言，其攸關

勞工老年退休生活保障甚鉅。

年金給付若與一次給付相較，就長期而言，一次給付對於財務之負擔較輕，

但就保障面而言，一次給付卻具有容易受到經濟變動因素及通貨膨脹之影響，而

勞工領取一次給付後則必須另外承擔財務管理的風險，倘若其投資失敗或遭逢其

他重大事故，易使其資金消耗殆盡而無法維持老年生活。

因此，當一個人在 60 歲即將邁入聯合國定義的老年人口年齡時，而面臨勞

工保險老年給付修正即將於 98 年 1 月 1 日實施，使得勞工於退休時擁有一次給

付或年金制選擇權力的時候，希望藉由本文的撰寫，讓即將辦理退休的勞工能夠

更明確更瞭解兩種退休給付的不同，並做正確的選擇，以確保退休生活品質。

因此，本論文之研究目的如下：

一、了解我國勞工退休金制度與國外之差異。

二、我國勞工退休金、勞工保險老年給付新舊制的差異。

三、勞工辦理退休時如何正確選擇勞工保險老年年金制或維持舊制一次給付，以

追求勞工老年給付極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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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及方法

一、研究範圍

我國老年經濟安全保障體系，包含勞工體系、公務人員體系、教職員體系、

農民體系、軍職體系等，本次研究範圍僅就勞工體系探討，包含勞工退休金新、

舊制度、國民年金、勞工保險新、舊制等部分作為探討主軸，有關公務人員體系、

教職員體系及農民體系等未列為本研究範圍內。另本研究所探討的對象是以我國

勞工老年經濟安全為主，因此在探討勞工保險、國民年金、勞工退休金制度時，

只對勞工老年給付(退休金)部分加以探討。

二、研究方法

(一)文獻整理法：就國內外有關勞工老年經濟、退休金制度的理論及文獻，分析

其內容及採行之理由。

(二)個案分析法：針對個案加以分析探討，勞工退休時如何選擇退休給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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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架構及流程

一、研究架構

第一章 緒論

旨在闡釋本論文之研究動機、研究目的，並定義出研究範圍及所採

取的研究方法，及提出研究架構以說明各研究流程。

第二章 相關文獻探討

本章對於勞工退休金概念、理論、給付類型，作歸納整理與介紹。

第三章 我國勞工退休制度分析

本章對於勞工退休金新、舊制、國民年金及勞工保險老年給付一次

給付與年金制等分析比較。

第四章 國外勞工退休制度分析

介紹近代世界各國退休金制度發展之背景及改革原因，並就美國、

日本、德國三國退休金制度予以介紹，同時針對世界銀行提出的「多

重之退休金制度」之原理予以介紹。

第五章 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年金制與一次給付之選擇分析

針對個案加以分析探討，讓即將退休之勞工得以了解，在不同假設

下，選擇最有利的退休方式。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綜合上述各章節之研究結果並提出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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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流程

研究動機與目的

文獻探討

世界銀行

國際勞工老年經濟安全保障我國勞工老年經濟安全保障

美國 日本 德國

比較分析

結論與建議

職業退休金 社會保險

勞動基準法 勞工退休
金條例

勞工保險法 國民年金法

一次給付 年金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