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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有關退休公教人員退休再就業所衍生之雙薪爭議，主要在於現行法律規

範，除有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2 條所訂之「褫奪公權尚未復權」或「領受月退休

金後再任有給之公職」之情形，必須停止其領受退休金之權利外，並未規定退

休人員再任民間企業或政府捐助成立之財團法人時，不得支領退休金。然而一

些退休高官轉任公設財團法人之個案，持續受到民眾之關注與批評；他們認為，

目前我國公教人員依法只須年滿 50 歲與具備 25 年年資，即可申請自願退休，

領取平均退休所得率高達八成以上的終身退休俸；與一般勞工或私校教師相

比，公教人員可謂得天獨厚，享有豐厚的退休資源，若退休後再領取雙餉，自

然有違社會正義。而且批評者指出，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設置容易，管理鬆散，

人事作業不透明，往往成為退休公教人員轉任的便利管道；特別是在我國現有

的政治生態下，退休後能到政府捐助的財團法人擔任要職，常與特權黑箱作業

有關，既違公平，對於財團法人之治理亦有不良影響。 

銓敘部乃於 93 年 7 月 30 日通令各機關，規定退休公務人員再任於創立基

金係由政府全額捐助成立之財團法人，且其再任期間待遇全數由政府預算支給

並達委任第 1 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數額（現為新臺幣 31,200 元）

者，應停發其月退休金。立法院亦於審查 95 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時，作成第

十二項通案決議，規定退休公務人員再任於「政府捐助成立之財團法人」（不限

「全額捐助」）時，如該職務之月薪超過 31,200 元時，其實支月薪應依該職務

薪資標準減去其所支領月退休金加上優惠存款利息合計數額，並追溯自 94 年 1
月 1 日實施。行政院已於 95 年 5 月 3 日行文要求各主管機關配合辦理。上述規

範，對於改善退休公教人員支領雙薪的不合理現象，多少有所助益。 

這種公教人員退休再就業的雙薪問題，不僅存在於我國，其他國家也有類

似的現象。本研究發現，儘管各國政府對於退休公教人員再就業的規範並不完

全一致，但有幾項共同的作法：（一）傾向於設定一個「退休所得上限」，若超

過上限，政府有權停發或減發退休金；（二）退休公教人員再就業時，偏好採用

兼職僱用的模式，而且美國、英國和香港等都允許兼職時間未超過一定天數（時

數）或是兼職薪資未超過一定額度時，可以繼續支領退休金；（三）在緊急狀況、

人力嚴重短缺或是需要特殊專業人才的情況下，退休人員回任公職，除了正常

支薪之外，也可以保有退休金；（四）為了因應高齡化社會的來臨，愈來愈多的

國家鼓勵退休人員繼續留在岡位上奉獻心力，相關措施如美國各州的「延退計

畫」、英國的「逐步退休計畫」和日本的「繼續就業計畫」等。 

此外，由退休相關理論的角度來看退休所得限制政策的問題時，可以發現，

若將退休金視為遞延工資，則退休金是過去努力的成果，員工重回公部門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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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捐助成立的財團法人工作，雇主無法片面取消其遞延工資之賦益權，但根據

遞延工資理論的精神，該項工資應至員工退離該組織時才能提領；退休公教人

員再任公職，仍受僱於同一雇主，則暫時停止發放退休年金，應屬合理。誘因

理論則認為，是否准許退休人員在公部門支領雙薪，應視公部門組織人力配置

之需求，機動調整年金給付規定，才能達到應有的誘因激勵效果。社會保險理

論則強調風險分擔的社會互助精神，只要退休金給付金額已能提供應有的老年

經濟保障，則基金之管理者有權制定限制支領雙餉的政策。 

整體而言，我國限制公教人員退休所得的政策符合公平層面的要求，但未

必有利於人力資源配置之經濟效率原則，因為是否限制退休所得並非關鍵，新

職位是否適才適位才是核心；特別是許多公教人員 50 歲左右即已退休，若不繼

續發揮長期培育的豐富經驗與成熟能力，無疑是社會巨大投資的一種浪費。另

由工作自由權的維護角度來看，該項限制所得政策雖未牴觸憲法，但需要修法

給予法律位階的明文規定，以補現今以行政命令規範的立法技術缺憾。至於財

團法人可能以不同支出名目補充薪資上限的取巧方式，實屬於不易規範的執法

技術的問題。 

本研究認為，我國公教人員退休再就業的問題癥結，其實是在於公教人員領

取月退休金的年齡門檻太低、以及所得替代率偏高之故，這兩項年金制度設計的

根本問題，造成我國公教人員提早退休的強烈誘因，也間接提供了退休再就業的

機會。若能適當地調整這兩項制度設計，除了可以有效抑止提早退休的風潮之

外，對於維持公教人員退撫基金的財務安全性以及退休給付公平性，亦頗有助益。 

基於以上之研究發現，本文提出各項短程、中程及長程建議如下： 

一、短程建議 

（一）應立即修改公教人員年金設計，以有效降低提早退休的誘因，但短期

內仍應維持現有限制公教人員退休再就業所得政策，才能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 

（二）有關停發月退休金及暫停辦理優惠存款之措施，屬於限制人民之自由

與權利事項，依憲法 23 條之精神，應以法律明文規定之。故建議修法給予法律

位階的明文規定，以補現今以行政命令規範的立法技術缺憾。 

（三）在維持自願退休條件不變前提下，應延後自願退休人員之月退休金起

支年齡，以降低公教人員提早退休之誘因。自願退休人員如擬領取月退休金者，

應符合下列條件之一：1. 任職滿 15 年以上，且年滿 60 歲者；或 2. 任職滿 30 年

以上，且年滿 55 歲者。 

（四）應搭配展期年金及減額年金之設計，以舒緩延後月退休金起支年齡可

能帶來的副作用  

（五）應保障在職者原有之退休權益 -- 建議在「延後月退休金起支年齡」新

方案實施之前，保障原已符合「任職滿 25 年以上，且年滿 50 歲」之公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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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得採用舊規定領取退休金，不受影響。 

（六）應以漸進方式，推動延後領取月退休金年齡的新方案 –在新方案正式

施行後的前 10 年內，規定退休時欲領取月退休金，除須符合任職滿 25 年及年滿

50 歲之條件外，尚須符合「任職年資 + 年齡 ≧ 退休年度指標數」之「八五制」

原則。 

（七）應修法規範支(兼)領月退休金人員每月退休所得不得超過現職人員待遇

一定比例。 

（八）不宜將退休公教人員轉任私立大專院校亦納入退休所得管制之範疇，

應讓市場機制決定退休公教人員能否進入私校任職。 

（九）應強化公設財團法人之管理與監督，以減少政治酬庸的用人方式。 

 

二、中程建議 

應積極規劃靈活彈性的用人方式，以妥善運用退休公教人員豐沛優質的人力

資源。 

三、長程建議  

    應以縮小公私部門的退休金所得替代率差距為長期努力的政策目標 -- 雙薪

現象引發社會大眾的關注，與公私部門退休金保障有嚴重的落差不無關係。因

此，檢討公教人員退休金合理化的同時，亦應繼續改善私部門的退休金制度。理

想上，同一國度內的公民，不分職業，都應該獲得相同的、完善的公共年金的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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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目的 

一、研究背景 

我國公、教人員退休薪資所得議題，最近幾年屢屢引起爭議。引起爭議的

主要問題有兩項，第一項是部分公教人員所領月退休所得有超過現職同等級人

員月薪資所得的情況，第二項則是部分公教人員退休後，重新投入職場再度就

業，故除了月退休金之外，同時支領新職月俸，躋身「雙薪」階級的退而不休

的情況。 

有關第一項公教人員所領月退休所得有超過現職同等級人員月薪資所得的

現象，導因於民國 84 年 7 月 1 日施行公務人員退撫新制時（教育人員部分則自

85 年 2 月 1 日起實施），由原先完全以公務預算負擔退休金的恩給制，改為公

教人員也需分擔提繳費用的基金制，引起許多公教人員的不滿；加以退撫新制

施行之前，公務人員之實質待遇偏低，退休金給付標準也不若新制為高，因而

在新制推行時，乃允許當時仍在職尚未退休的公教人員，就其在新制施行前公

保養老給付金額，仍得享有 18%的優惠存款利率，以為補償。此一權宜措施卻

造成了部分人員退休所得超過同等級在職人員月薪資所得的奇特情形，此一明

顯不合理的現象，在銓敘部、國防部、教育部以及相關利益團體多方討論及妥

協下，業已於民國 95 年訂定「軍公教人員退休所得合理化改革方案」，並於同

年 2 月開始施行。雖然該方案並不完善，仍有待調整精進之處，但此一爭議已

稍獲緩解1。 

至於第二項爭議 -- 公務人員退休再就業領取「雙薪」的現象，所引起的

批評與討論則方興未艾。較早的討論源自於民國 93 年 7 月監察院的一份調查報

告，該項報告痛批行政院所屬各機關捐助之大批財團法人淪為「政府酬庸退休

高官的養老院」，其董事長與執行長之任用，往往以政治酬庸方式，安排行政機

關高官退休轉任，以致於官設財團法人紛紛淪為「退休高官的養老院」。而且，

這些退休高官不僅只須偶而出席董事會議，即能每月領取數十萬的高薪，部分

                                                 
1
實施「軍公教人員退休所得合理化改革方案」後，此一現象雖已有所改善，但「公務人員退休

法修正草案」（包含退休所得合理化改革方案之法源依據、退休公務人員再任財團法人應停領月

退休金之限制規定等）雖於 95 年 2 月 16 日經考試院送請立法院審議，惟因第六屆立法院委員任

期屆滿前仍未予審議，致使該改革方案欠缺法律明確授權，其有效性與正當性頗受質疑，數次引

發民眾陳情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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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尚且同時支領月退休金，坐享雙薪2。 

此一調查報告在經由傳播媒體廣為報導之後，一時之間，社會大眾議論不

已，紛紛譴責支領雙薪的不公平現象。銓敘部乃於民國 93 年 7 月 30 日通令各

機關，凡退休公務人員再任由政府全額捐助成立之財團法人，而且再任期間待

遇全數由政府預算支給、並達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數額

者（亦即 31,200 元）3，一律停發月退俸及停辦理優惠存款；至於已再任者，

自通令之日起滿三個月後，也應停發月退休金及優惠存款4。 

然而，雙薪爭議並不只發生在官設財團法人之內，高階政府官員退休後，

轉任私立學校擔任教授、教務長或校長等行政人員的情形也一樣引起非議。立

法院預算中心在「97 年度中央總預算案整體評估報告」中即明白指出，政府對

於退休公務人員轉至財團法人再就業的監督，只以政府捐助成立之基金會為範

圍，卻置另一種財團法人 -- 私立大專院校 –於不顧。以 96 年之抽查為例，有

7 位行政院各部會退休之正副首長轉任私校校長、副校長及教授等職，這種情

形並未受到規範。然而政府歷年給予私校的獎助，金額不可謂不大，因此「退

休公務人員再任受政府獎助之私校職務，形同政府直接或間接支應其部分薪

資，有違社會公平正義原則」（立法院預算中心，2007：1209）。立法院預算中

心的這項批評，同樣引起媒體和民眾的關注5。 

平心而論，退休後轉任私校並非卸任高官的專利，公立學校教師也有例可

循。特別是在前幾年廣設大專院校與鼓勵院校升格的教育政策下，許多私立大

學需才恐急，積極敦聘國立大學退休教授前往任教，以期提昇教學與研究品質，

因而產生許多國立大學退休教師炙手可熱的情形。除了大學院校之外，一般公

立小學和國高中之中，也有一些退休教師回流擔任代課老師或至私校任職的情

形，以致於引起許多「流浪教師」不平之鳴，紛紛向政府抗議退休教師排擠掉

年輕人的就業機會6。 

這種退休公教人員領取雙薪的爭議，絕非我國獨有的問題，其他國家亦不

少見。今年七月間 USA Today 即以頭版顯著版面，探討美國各州退休公教人員

支領雙薪的行為，美國人將其稱之為“double dipping＂；該報導指出，美國各

州的教育人員和警察人員最常在退休之後再度就業，甚至於有些退休人員是回

                                                 
2參見 2004 年 7 月 21 日中國時報 A5 版焦點新聞。該調查報告經 2004 年 8 月 4 日監察院審議

通過後，並對行政院提案糾正，調查報告文見 http://www.cy.gov.tw/db2.asp?edoc_no=1&intyear 

=93&page=2 （2008 年 8 月 20 日點閱）。 

3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 14,010 元，專業加給 17,190，二者合計為 31,200 元。 

4銓敘部 93 年 7 月 30 日部退三字第 0932334242 號令。 

5參見 2007 年 9 月 29 日中國時報 A8 版「退休高空轉任私校，輕鬆領雙薪」系列報導。 

6參見 2006 年 2 月 16 日聯合報「流 浪 教 師 代 課，教 局 協 助 」報 導，http://www3.nccu.edu.tw/ 

~ykkao/ epaper/33.htm （2008 年 8 月 30 日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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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原來的岡位上繼續任職，並未更換服務單位，卻能支領月退休俸與月薪。這

種現象引起全美各地一陣撻伐之聲，紐約、紐澤西、佛羅里達、麻省…等地州

政府因而開始修改相關立法，予以必要的限制7。除此之外，香港和英國等地也

都不乏類似的案例。 

在經濟不景氣的大環境裡，退休後支領雙薪的作法，格外容易引起民怨。

如表 1-1 所示，我國自民國 90 年之後，官方所公布的失業率即居高不下，不僅

整體失業率一度突破 5%關卡，大專以上教育程度的民眾也一樣體會到覓職不

易的辛酸。在民間部門就業不易的情況下，公教人員退休後，再占據另一個珍

貴的就業機會，看在失業者及一般勞工眼裡，自是大為反感，深感不平。許多

民眾認為，公教人員已有優渥的退休金保障，若為貪圖第二份所得，而排擠他

人的工作機會，是件不公不義的作為。 

批評者所謂的公教人員已有「優渥的退休金保障」，並未言過其實，優渥的

原因主要是因為我國公教人員退休門檻偏低、以及退休所得替代率較高之故。

目前我國公教人員依法只須年滿 50 歲與具備 25 年年資，即可申請自願退休，

領取八至九成終身退休俸。50 歲正值壯年，經驗與能力皆接近巔峰之時，卻可

由工作單位退離，支領穩定的月退休俸，甚而轉至財團法人、私立學校或其他

民間單位另謀高職，支領雙餉，無怪乎報章媒體認為公教人員的職位在一般人

謀職不易的大環境下，已由「鐵飯碗」升值為「鑽石飯碗」8，人人稱羡。 

 

表 1-1：失業率－民國 80－95 年度 

年度 失業率 （%） 
教育程度別失業率 —       

大專及以上  （%） 

80 年度 1.51 2.04 

85 年度 2.60 3.13 

90 年度 4.57 3.72 

91 年度 5.17 4.28 

92 年度 4.99 4.09 

93 年度 4.44 4.06 

94 年度 4.13 4.01 

95 年度 3.91 3.98 

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處。 

 

                                                 
7參見 2008 年 7 月 17 日 USA Today 1A 版“States eye cycle of retiring, rehiring; Legislation takes aim at 

double dipping＂報導。 
8參見 2007 年 3 月 23 日經濟日報 A11 版「（軍公教）公務員高薪，鐵飯碗變鑽石碗」。 



公教人員退休再就業問題及對策 
 

 4

然而，由社會整體人力資源運用之角度觀之，五十歲正值壯年，退休後即

無所事事，不再就業，未免浪費大好人力。而且，雖然目前我國人力供過於求，

失業率居高不下，但社會高齡化及少子化現象日益明顯，未來一旦經濟復甦之

後，必然要面對人力不足的缺口，屆時公教人員退休再就業是宜多加鼓勵或予以

限制，恐有不同之答案。 

再者，同為中華民國之國民，民間部門人員退休後，並無退休再就業後支

領薪資所得之限制，何以公教人員必須受到較為嚴苛的法規限制？其理論與法令

依據為何？是否合宜？這些相關問題，在輿論一片撻伐議論之際，實須冷靜客觀

予以深究。 

針對這些問題，本研究團隊初步瞭解發現，我國公教人員再就業造成社會

觀感不佳的癥結在於退休門檻過低、以及所得替代率偏高等結構性的制度設計，

故正本清源之道在於檢討整體公教退休金制度機制，瞭解實際狀況，再配合修改

年齡資格與給付等退休條件，轉任問題自然可迎刃而解。因此，本研究以下將全

面性探討我國公教退休金制度，並參酌外國經驗，對公教人員再就業的根源與困

境進行分析比較後，再提出對應的政策建議。 

二、研究目的 

承接前文對於公、教人員退休再就業議題的背景探討，本計畫之研究目的

包含下列四項： 

首先，本研究將就我國現行公務人員和教育人員退休金制度的沿革發展、

內容規定與運作情形，進行扼要的敘述和討論，並擴及公教人員與我國一般勞

工及私立學校教職人員退休金制度的差異比較。雖然公部門與私部門適用不同

的退休金制度、各有不同規範的作法，在世界各國均屬常見，亦有相當的理論

支持，惟公私部門之間對於員工的退休保障若差距過大，那麼所牽動的不只是

退休前公私部門人力資源配置的效率性與公平性而已，亦會影響到退休後公教

人員再就業的選擇，因此有必要以客觀公平的學術角度，進行剖析比較。 

其次，將觀察先進國家公教人員年金制度之設計與運作現況，並歸納其公

教人員退休再就業之法令規範。初步瞭解，目前世界一半以上的國家有專為公

教人員設置的年金制度（Palacios & Whitehouse，2006），其制度設計有何主要

特徵？運作狀況如何？是否規範公教人員退休再就業之所得上限？而在面對社

會高齡化及少子化的共同趨勢及可能產生的人力缺口時，各國政府處理公教人

員退休再就業的政策立場為何？具體言之，本研究將彙整國際資訊，歸納各國

公部門年金體系的特色，並介紹美國、英國、日本與瑞典等國的年金制度相關

規定，以做為往後幾章評析公教人員再就業之合理性的礎石，以及未來我國改

革公教年金體制的參考。 

第三，本研究將進入核心主題，有系統地介紹我國公、教人員再就業的類

型及相關法令規範（包含修正案方向），再由不同角度依序評估現行限制公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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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再就業規定之合理性，擬切入評估之層面包括：（一）退休金理論層面，包括

賞金理論、人力折舊理論、激勵誘因理論、遞延薪資理論、以及社會保險理論

等；（二）公私部門間之衡平性、以及其他代際內與代際間各種衡平性之探討；

（三）整體社會人力資源運用之經濟效率層面；（四）技術可行性；以及（五）

憲法所保障的工作自由層面。 

最後，本研究將深入檢視造成公教退休人員再就業爭議的關鍵原因，亦即

公教年金制度設計中領取月退休金年齡門檻過低以及所得替代率偏高等相關議

題，並提出因應方案，以期對建構完善的公教年金制度，有具體之貢獻。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以我國公務人員和公立學校教師退休後再就業之相關法令規範為

主要研究範圍，並擴及退休人員再就業領取雙薪之結構性因素。雖然軍人也有

同樣的雙薪問題，且其衍生問題可能更為嚴重，但因不在委託單位要求之研究

範圍之內，故本研究不予處理。 

在此必須提出說明的是，在蒐集資訊與分析探討本研究各項主題時，吾人

將對於一般公務人員和教師年金制度的差異性，給予適當的區隔處理。畢竟教

師之退休再就業問題與一般公務人員並不全然相同，前者有其獨特性，不宜全

然混為一談。例如，大部分的國小、國中及高中教師初任教職時年齡較輕，因

此退休年齡較一般公務人員為早，故所領取之月退休金期間較長，領取雙薪的

影響程度自然更為顯著；又如國小、國中學童年幼不成熟，教師的心力和體力

負擔相對較重，年紀較長之資深教師往往力不從心，故若強制延長退休年齡，

可能會影響到教學品質，容易遭致學生及父母之反對；第三則是在公教人員退

休再就業人員當中，國立大學退休教師占有不低的比例，然而不論是基於其豐

富之教學經驗、抑或是崇隆之學術地位，私立大學為求提昇教學品質與學術形

象，往往爭相網羅國立大學退休教師前往任教，此一再就業問題之本質與一般

公務人員前往財團法人基金會再就業之情形亦有若干差異之處。 

此外，為能提出具體可行之對策，徹底解決再就業所引發之問題，吾人也

將研究探討美國及其他 OECD 國家的經驗，以期做為參照標竿，藉以提升本研

究的說服力與貢獻。 

二、研究方法 

為使研究內容周延完整，本研究同時採用下列數項研究方法 -- 文獻分析

法、學者專家座談會、線上討論、以及深度訪談等。以下扼要說明如下： 

首先，以文獻分析法蒐集必要的背景資料和理論文獻，包括我國公、教人



公教人員退休再就業問題及對策 
 

 6

員退休再就業問題的起源及演變、公私部門年金制度之內容與對於退休再就業

之影響、以及退休金理論和各國制度規範等參考文獻。近些年來，公教人員之

年金制度往往是各國政府的重要改革標的，因此制度之修訂與實際運作情形，

變動甚大。各國年金制度規範原本極已龐雜多元，不易瞭解，近來又常修訂調

整，因此若僅仰賴國內流通之中外書籍或紙本期刊，恐未能窺得全貌。故本研

究特別注重網際網路與政府網站資料之蒐尋，以期能獲得最新有用之文獻。 

其次，本研究舉辦學者專家座談會一場，總共邀請十位對於公教人員年金

制度有深厚素養的學者專家與會，就事先擬就之研究題綱發表意見，進行交流

及腦力激盪。該次座談討論熱烈，探討範圍廣泛而專業，欲罷不能，收穫豐碩，

會議紀錄詳見附錄一及附錄二。 

第三，本研究團隊藉由行政院研考會所建置的「國家政策網路智庫」系統，

透過線上討論的方式，從事網路上的政策對談。此一網路對談可使過去一些隱

而未顯的民眾意見呈現於平等交流的溝通管道。進行對談之前，吾人將研究過

程中所發現的重要議題轉化為比較淺顯易懂的文字，供一般民眾上網閱讀及廣

泛討論，最後再彙集各界意見，將其納入研究報告之中（參見附錄三），以補強

前述學者專家座談時偏重專業菁英意見的研究方式。 

第四，則是運用政策評估最常使用的深度訪談法進行研究。吾人希望透過

與受訪者的互動過程，重新釐清問題，確認該議題發生的背景因素，並借重受

訪者豐富的實務經驗或深刻的親身體驗，讓研究內容的延伸性更為深廣、研究

發現更有可信度。研究團隊共計參訪八人，包括退休公務人員兩人、現職公務

人員三人（含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監理委員會組長）、退休教師兩人、及現任

教師一人（即全國教師會理事長吳忠泰先生），除了兩位匿名不公開之受訪者之

外，其餘受訪者之訪談紀錄請參見附錄四及附錄五。 

第三節 年金基本理論 

    以定義來看，所謂的退休金或年金（pension），指涉的是一種定期性的持續

支付方式，而「年金保險」即是透過保險方式提供定期性給付金額的保險制度，

如果年金保險是由政府所經營、管理或籌劃者，就稱之為「公共年金」（public 

pension），其為社會安全與社會保險制度的一環（陳雲中，2008: 403-407）。 

    年金之性質為何，學者們從各種角度加以研究，因而產生不同的概念及理

論。國內外人事行政學者在此領域之論述頗豐（葉長明，1996；柯木興，2002；

隋杜卿，2003；沈新添，2005），本文綜合各家學說，歸納其中五項核心理論：

賞金理論、人力折舊理論、遞延工資理論、誘因理論與社會保險理論，分述於下，

提供本研究各章評估退休公教人員再就業政策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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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賞金理論（gratuity theory） 

    以賞金理論來解釋君主時代或威權時代政府官員所領取的退休金的性質，頗

為合適。該理論主張員工所領取的退休金乃是君主或統治者給予員工的酬勞或賞

金，是長官對於忠誠盡職者的特別報償，用以酬庸部屬長期在職服務的辛勞貢

獻。因此，退休金給付的決定權掌握在雇主手上，而且退休金的多寡和給付方式

隨著雇主的財務狀況及其意念之變化，由雇主決定，員工無權置喙。 

    然而，隨著時代的演進，在現今民主化的社會，以賞金理論來說明退休金的

性質的作法，已不合時宜。特別是公務機關中長官與部屬的的權利義務關係，皆

已制度化，並非長官或雇主所能任意更動，因此，賞金的概念已很難用來解釋現

今公教部門退休金計畫的存在與內涵。 

二、人力折舊理論（human depreciation theory） 

    人力折舊理論認為員工個人人力的價值就像廠房、機器一般，長期的工作之

後，人力資源必然逐漸耗損而須予以折舊。換言之，廠房和機器設備需要攤提折

舊，逐年分擔成本，人力資源亦應如此，須逐年攤提退休金，以便員工在退休之

後，喪失繼續賺取所得的能力之際，能領取事先攤提的退休金，作為老年的經濟

保障。因此，員工的退休金，如同機器折舊費用一般，是企業必要的成本支出，

也是員工應有的賦益權。 

此一說法強調退休金是企業必要的營運成本，支付退休金是雇主無可逃避的

責任。不過，此一理論隱含著退休即是個人人力的衰微、個人價值已然耗盡的假

設，這種假設意涵對於許多退而不休的人員而言，並不全然適用；對於退而不休

的人們來說，退休往往代表另一段更有價值的生涯的開始，另一種潛能的發揮。

此外，退休基金可能是由雇主與員工共同提撥儲存的，並非只由雇主繳納累積，

不全然是企業負擔的成本；換言之，共同繳費的退休基金制不符合人力折舊理論

的內涵。 

三、遞延工資理論（deferred wage theory） 

    遞延工資理論認為，退休給付乃是實質工資的一部份，雇主未在員工任職時

按月全部發給，其目的在於增強員工退休後的經濟保障，故於在職時代為扣留一

定比例的薪資，直至年老離職時，再將延遲發給的薪資奉還。員工暫不領取目前

工資的一部分，犧牲目前的消費，目的在於儲蓄養老。由此觀之，退休金為工資

之一部分，退休時領取這份遞延工資乃是退休人員的權利，也是雇主對於退休人

員應履行的義務或債務。 

遞延工資理論是相當流行的一項理論，不論是在學術界或實務界，應用此一

理論時，旨在強調員工付出長期勞力之後，應有的退休金權利，雇主不應規避償

付的責任。 

四、誘因理論（the incentiv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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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誘因理論認為員工的退休金乃是給予表現優良的員工的獎勵，其主要目的在

於激勵員工提供長期性的服務，傳承經驗，以提高組織內人力資源的投資報酬

率，並減少員工流動過於快速時產生的蒐尋、僱用和培訓等交易成本；因此，機

關應承諾員工於服務一定期限之後離職時，即可獲得一定的退休保障。儘管金錢

不是唯一的激勵因素，但對於大多數人而言，養兒防老未必能夠保障自已晚年生

活之需求，因而雇主承諾的退休金仍是吸引多數人謀職或轉業時重要的考量因素

之一。換言之，良好的退休金設計，可以提供良好的誘因，吸引優秀的員工投入

組織，安心工作，為組織奉獻心力。 

五、社會保險理論（social insurance theory） 

    社會保險最重要的目的是「風險分擔」與「財富重分配」，為了達成這兩項

目的，社會保險制度必須具有強制參加的特徵，並且在保費繳付與利益給付的設

計上，具備財富重分配的效果。現代許多國家的退休金制度的設計，完全符合社

會保險的精神，規定由員工與雇主共同分擔保費，將個人退休後的經濟風險轉嫁

給退休體系內的全部參與者共同分擔，進而取得定期退休给付的權利。這種藉由

互助方式，達到風險分擔的制度設計，即符合社會保險的理論原則。 

    綜上所述，學者們由不同的角度研究年金的性質，因而產生不同的理論，各

個理論各有其適用性，並無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論述，目前國際社會裡主流觀點

首推遞延薪資理論與社會保險理論。以歐美社會而言，自 1980 年代起，勞工及

雇主將退休金視為一種遞延給付的工資，業已逐漸成為一項共識。再者，歐洲聯

盟的歐洲司法法庭（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在 1990 年時明白表示，職業性的

退休金應解釋為遞延給付的工資，此舉更明確的界定了勞工退休金的性質（符寶

玲，1999：20）。 

世界銀行則在 1994 年的報告中，呼籲各國應建立一個至少有三個支柱或三

層保障的年金制度，包括了位於底層的由政府負責的基礎支柱、第二層職業雇

主所負責的養老支柱、以及頂層的個人自願儲蓄或購買保險的退休金支柱

（World Bank，1994）；換言之，世界銀行所倡導的是由政府提供的退休基金、

雇主提供的職業年金和個人自願建立的退休基金三者所共同組成的一套社會安

全體系，其目的在於以政府、雇主和員工的力量，合力分擔風險，提供全民良

好的老年經濟保障。此一制度設計，不僅廣為各國所重視，也符上述社會保險

理論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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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國公私部門之退休金制度 

    本章旨在介紹我國公務人員和公立學校教職員之退休金制度，敘述其沿革發

展、基本特徵與運作現況，作為下一章分析公教退休人員再就業問題之背景資

料。但同時也必須說明一般勞工和私校教職員之退休金制度內容，才能進一步比

較公私部門退休金制度之差異性，也才能瞭解何以一般社會民眾普遍對於公教人

員退休後再任公職或財團法人有所疑慮和不滿。因此，第一節敘述我國公教人員

退休金制度之內容，第二節探討一般勞工與私校教師之退休金制度，第三節則歸

納公教人員之退休及請領退休金現況。 

第一節 我國公教人員退休金制度內涵 

本節扼要歸納我國公、教人員現行退休養老給付之基本規範與運作結果。

大體而言，我國公、教人員之老年經濟照護共有兩層架構，第一層架構的法令

依據為「公務人員退休法」與「學校教職員退休條例」，第二層的法令依據則是

「公教人員保險法」。此外，退休金優惠存款政策亦為公教退休金制度之一環，

本節亦概要描述之。 

一、公務人員退撫給與 

    我國公、教人員老年經濟照護最重要的是公務人員退撫給與體系，該制度

濫觴於民國 32 年，直至民國 84 年改制之前，50 餘年來均維持由政府於員工退

休時編列公務預算給付退休金之「恩給制」，因此公務人員毌須提撥任何退撫經

費。然而由於退休人員人數快速成長，財政不堪負荷，政府遂於民國 84 年 7

月 1 日將其改成「基金制」，亦即由政府與軍公教人員共同提撥一定比例的金

額，納入「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9，一起負擔財務責任。 

一般公務機關人員適用此一退撫體系最基本的法源依據為「公務人員退休

法」，公立學校教職員之法源依據則是「學校教職員退休條例」，該條例之適用

對象為各級公立學校教師、以及不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之學校職員（不包括私

立學校人員），至於公立社會教育機構或學術機關服務人員若不具公務人員身分

者，亦準用該條例。 

                                                 
9政府在民國 82 年 12 月由立法院完成退撫新制的修法程序，規定公務人員自 84 年 7 月 1 日開

始施行，教育人員部分自 85 年 2 月 1 日起施行，而軍職人員則延至 86 年 1 月 1 日才實施。儘

管軍公教人員之退休金皆納入同一退撫基金內，共同管理運用，但軍公教三類人員之退休規範

各有獨立法源，特別是軍職人員之退休給付條件與內容與公、教人員差異處較大，因而偶有軍

公教人員之退撫基金應各自獨立經營管理之呼籲，但因軍人之退休給付不在本文之研究範圍

內，故不予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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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適用對象的差異以外，「學校教職員退休條例」與「公務人員退休法」

之內容規定其實十分相似。民國 84 年 7 月 1 日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制度由恩給制

改為基金制之結構性調整，亦反映於「學校教職員退休條例」中，不過由於該

條例之審議時間較晚，故公立學校教職員之退休撫卹新制較一般公務人員延後

半年，於民國 85 年 2 月 1 日才開始實施。 

不可諱言的，由恩給制改變為基金制，對於原已在職的公、教人員有不利之

影響，為了化解新制推行的阻力，政府不得不給予現職人員若干優惠措施。例如，

在制度設計上提高退休金給付的基數內涵；根據新制之規定，每年年資應給與兩

個本俸2%的月退休金，換言之，每年年資相當於本俸4%的月退休金，但對於舊

制年資的前15年，則每年年支給與本俸5%的月退休金；此一措施造成了恩給制

與基金制交替過程中，部分公教人員領取的月退休金偏高的問題。 

以下本文依據「公務人員退休法」之規定，針對現行公務人員的退休條件、

退休金给付類型與退休金给付的內涵，簡單歸納公務人員退休金制度的特徵。

由於「學校教職員退休條例」與「公務人員退休法」之規定大體相似，這些特

徵亦可引申適用於公立教職人員之退休金制度。 

第一，在退離機制上，現制共有自願退休、命令退休及特定年齡離職申請發

還撥繳基金費用等三種選擇。其中「自願退休」須符合下列三項條件之一：（一）

為任職 5 年以上年滿 60 歲者；（二）或是任職滿 25 年者；以及（三）擔任具有

危險及勞力特殊性質職務酌予減低年齡者。「命令退休」則應符合任職 5 年以上

年滿 65 歲、或是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不堪勝任職務、或擔任具有危險及勞力特

殊性質職務酌予減低年齡的條件。至於公務人員於年滿 35 歲或年滿 45 歲時自願

離職者，則得申請發還本人及政府撥付之基金費用。 

第二，在退休金给付的類型上，採一次退休金與月退休金並行方式。依照退

休人員任職年資多寡，以決定其選擇領取退休金之類型。基本上，任職 5 年以上，

但未滿 15 年者，只能領取一次退休金。任職 15 年以上之人員，得選擇領取一次

退休金、月退休金或二者兼領。此外，年齡未滿 50 歲、具有工作能力而自願退

休者，或是年滿 65 歲而延長服務者，只能領取一次退休金，惟在民國 84 年 01

月 28 日該條文（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6 條）修正公布前已核定延長服務有案之人

員，仍能選擇領取月退休金或二者兼領。 

第三，現行退休金之给付方式，為確定給付制（defined benefit system），以

參加人員退休時的退休年資及薪點依一定的公式組合而定。且因現仍處於退撫

新舊制度交替期間，退休金的計算屬舊制年資者，按舊制規定計算，屬新制年

資者，則按新制規定計算。亦即公務人員若於民國 84 年 7 月前進入公務體系，

該分界點之前的服務年資所衍生的退休權益給與全數由國庫支出，84 年 7 月其

後的服務年資衍生的退休金才由退撫基金支出，並由政府擔負最後支付保證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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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教人員保險養老給付 

公、教人員的第二層養老保障是民國 47 年 9 月即已開辦的「公教人員保險

（以下簡稱公保）」中之養老給付10，此一強制性保險的保險對象不侷限於一般

公務人員或公立學校之教職員，私立學校教職員亦涵蓋在內11。被保險人依法退

休、資遣或繳付保險費滿 15 年並年滿 55 歲而離職退保者，即可獲得公保之養

老給付。 

根據公教人員保險統計資料顯示，民國 96 年度參與公保的公教人員共有

525,532 人，當年的養老給付則有 13,520 件，平均單件金額為 141 萬元（參見

表 2-1、表 2-2）12。 

表 2-1：公教人員保險被保險人數 

單位：人 

年別 總計 
各級公務人員部分合計 

（含公立學校教職員） 
各級私立學校教職員部份合計 

93 年 617,260 555,851 61,409

94 年 591,158 528,106 63,052

95 年 589,237 524,929 64,308

96 年 590,808 525,532 65,276

資料來源：臺灣銀行公保服務網頁，http://www.bot.com.tw/NR/rdonlyres/ 3387CCC1-9F43- 4C44- 

B03B-355372C5CCC7/0/gei_ST_first.pdf 。 

表 2-2：公教人員保險現金給付件數及金額 

金額單位：新臺幣元 

年別 

 

養老 

件數 金額 
平均金額 

（養老金額/件數） 

93 年 20,837 29,538,911,029 1,417,618

94 年 26,924 36,274,085,115 1,347,277

95 年 14,929 21,009,265,280 1,407,279

96 年 13,520 18,921,039,224 1,399,485

                                                 
10公教人員保險除養老給付之外，尚有殘廢、死亡及眷屬喪葬等三項給付。 

11公教人員保險法第 2 條：「本保險之保險對象包括下列人員：一、法定機關編制內之有給專

任人員。二、公立學校編制內之有給專任教職員。三、依私立學校法規定，辦妥財團法人登記，

並經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核准立案之私立學校編制內之有給專任教職員。」 
12 參見臺灣銀行公教人員保險服務網頁 http://www.bot.com.tw/NR/rdonlyres/FAC1B9D0-9B6D 

-49D6-992F-CA85261AFEBA/0/gei_ST_cash1.pdf （ 2008 年 8 月 30 日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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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臺灣銀行公保服務網頁，http://www.bot.com.tw/NR/rdonlyres/ 3387CCC1-9F43-4C44- 

B03B-355372C5CCC7/0/gei_ST_first.pdf。 

三、公務人員優惠存款利息所得 

在進入下節討論公務人員退休金制度實際運作狀況之前，亦應討論公教優

惠存款政策，才能窺得公教退休金制度之全貌。畢竟公教人員 18%優惠存款之

利息收入也是退休人員老年經濟保障之一環；特別對早期的退休人員而言尤其

重要，因其優惠存款利息所得約占全部退休所得三成左右，比例不低13。 

優惠存款利率政策的產生背景與現今社會大不相同，其時因公務人員支領

之一次退休金偏低，政府乃於民國 49 年修正「公務人員退休法施行細則」第

31 條（現為第 32 條），允許依法退休的公務人員所支領的一次退休金得辦理優

惠存款。早期的優惠方式是比照一年期存款利率加計 50%，至民國 72 年底時，

改以 18﹪的下限保障取代 1.5 倍的浮動利率優惠，此一方式二十餘年來沒有改

變。另於民國 63 年底時，規定除了退撫給與之一次退休金之外，公保養老給付

亦得比照辦理優惠存款
14。 

及至民國 84 年退撫新制實施時，公教人員的退休待遇已經改善許多，故規

定除了舊制年資之外，新制實施後的任職年資所能領取之一次退休金及公保養

老給付，均不得再辦理優惠存款。 

如同上節所述，退撫新舊制之退休金計算方式有所不同，以致於過渡期間， 

具有跨制年資之退休人員，其月退休金因得隨同現職公教人員待遇調整而調

整，加上其退休時所支領之公保養老給付金額得依規定辦理 18%的優惠存款，

造成某些公教人員退休所得（月退休金及公保養老給付優惠存款利息）高於現

職人員薪資所得之現象，違反代際內衡平性的原則。民國 95 年 2 月 16 日，政

府毅然決然施行「軍公教人員退休所得合理化改革方案」，以防堵此一不合理的

現象。 

「軍公教人員退休所得合理化改革方案」規定支領月退休金人員的每月退

休 

所得，不得超過依最後在職同等級人員現職待遇計算之退休所得上限百分比15，

                                                 
13參見 2005 年 8 月 5 日中國時「軍公教退休比在職高薪」，  

http://forum.frontier.org.tw/hef/viewtopic.php?topic=4113&forum=1&start=75 （2008 年 5 月 10 日

點閱）。 
14
現行規定分別為「退休公務人員一次退休金優惠存款辦法」及「退休公務人員公保養老給付

金額優惠存款要點」。因此，優惠利率辦法僅是依據母法下之施行細則所頒布的行政命令，並

非法律層級。又目前適用優惠存款制度之人員，尚包括國防部、內政部之軍職人員、卸任資深

民意代表、縣市長、鄉鎮縣轄市長等公職人員，及教育部主管之教育人員。 
 
15

退休所得上限百分比之計算方式如下：〈一〉公務人員部份：核定退休年資 25 年以下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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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具體作法為維持 18﹪優惠存款利率不變，但減少支（兼）領月退休金人員公

保養老給付得辦理優惠存款的金額，惟此一金額一經核定不再變動。此外，凡

支領一次退休金之公教人員，因其退休所得替代率並無偏高現象，不受該方案

之規範。另外，僅具有舊制年資之退休人員或是僅具新制年資之退休人員，均

不受影響。 

由此可知，未來隨著新制年資之增加，公教人員退休優惠存款政策之影響

力將逐漸式微，最後終將走入歷史。 

第二節 我國民間勞工退休金制度內涵 

    我國民間企業的一般勞工的老年退休保障有兩項，一項是勞工退休金，另一

項則是勞工保險（簡稱勞保）的老年給付。勞工退休金是一種強制雇主應分擔勞

工養老責任的職場退休金，類似公教人員之退休撫卹新制，現有舊制與新制之

分；而勞保則是勞工自行參與的社會保險，類似公保之養老給付。除此之外，私

立學校教職員退休金制度、以及將於97年10月 1日正式開辦的國民年金亦是保障

私部門勞工的重要年金制度。 

一、勞工退休金部分 

    政府於民國 73 年 7 月公佈實施「勞動基準法」（以下簡稱勞基法），以該法

第 6 章第 53 條到 58 條之條文，規範我國私部門勞工之退休金制度。然而此一

體系下的勞工工作年資不具可攜帶性，勞工往往因為轉換工作或因服務單位關

廠歇業，年資即告中斷；此外，亦常有雇主不依規定提撥勞工退休基金，不少

勞工好不容易熬到年資符合退休要件時，卻無法順利依法領取應有的退休金，

常常因而產生勞資糾紛。依據民國 90-92 年統計，舊制下真正領得退休金的勞

工只佔 0.7﹪，有超過 99﹪勞工領不到退休金
16。 

為了解決在退休舊制下，眾多勞工缺乏老年經濟安全的問題，立法院乃於

民國 93 年 6 月通過「勞工退休金條例」，改採所謂的「勞退新制」。勞退新制於

94 年 7 月正式施行，其內涵係以「個人退休金專戶」為主、「退休金保險制」

為輔。同時政府為了不損及勞工既有的權益，允許新舊兩制並行，亦即新制施

行前已適用勞基法之勞工，於「勞工退休金條例」施行後仍服務於同一事業單

位者，得自行選擇繼續維持勞動基準法之退休金規定（即舊制）或改採新制；

                                                                                                                                            
85%為上限；核定退休年資超過 25 年者，每增一年，上限增加 1%，最高增至 95%。滿六個月

以上未滿一年之畸零年資，以一年計。〈二〉中小學教師部份：任職 25 年者，上限百分比 85

％，每增加 1 年，增加 1％，最高 35 年，上限百分比 95％；符合增核退休金給與者，自第 36

年起，每增加 1 年，增加 0.5％，最高 40 年，上限百分比 97.5％。 

 
16參見 http://epaper.hilearning.hinet.net/images/cla/download/0523.ppt （2008 年 9 月 2 日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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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於離職後再受僱時，則應適用新制。由於新制為「確定提撥制」（defined 

contribution system），舊制為「確定給付制」（defined benefit system），新舊兩制

並存的結果，目前我國勞工退休金制度同時有確定給付與確定提撥兩大體系，

以下扼要敘述新舊兩制之規定。 

（一）勞工退休舊制17 

舊制之勞工退休分為「自請退休」與「強制退休」兩種。凡勞工在同一事業

單位工作15年以上、年滿55歲者，或工作25年以上者，有權隨時請求退休，雇主

應依規定發給退休金，此為「自請退休」。至於「強制退休」之要件必須是年滿

65歲18、或為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不堪勝任工作者，惟勞工如擔任具有危險性、

堅強體力等特殊性質之工作，依照勞基法之規定，得由事業單位報請中央主管機

關酌予降低強制退休年齡，但不得少於55歲。 

舊制採用所謂的「確定給付制」，該制度的設計原則在於先確定退休時所能

領取的退休金給付標準，而其退休金的計算公式則決定於退休時的最後薪資（或

平均薪資）、服務年資與退休年齡的變數。決定退休給付標準後，再反推出每位

員工每月所需提撥的退休金或相對於其薪資的提撥率。 

依舊制規定，雇主每月必須按勞工工資提撥 2％至 15％做為勞工退休準備

金，雇主提撥之退休準備金，由政府代為保管及運用，勞工請領退休金時，需經

由雇主辦理。多年來我國企業多數僅按最低比率 2％提撥，以致於退休準備金提

撥比率偏低，基金成長相當緩慢。 

（二）勞工退休新制 

    相對於舊制，勞退新制最大的特色在於個人帳戶制的可攜性，亦即勞工更換

事業單位時，個人年資及其退休金仍然能夠繼續在其名下累積，而且即使日後雇

主經營不善倒閉時，退休金皆已實際撥入勞工名下的個人退休金帳戶，故勞工不

必再背負領不到退休金的風險。相關內容進一步說明如下： 

第一，勞退新制採用「確定提撥制」，亦即參加退休金制度的員工及雇主，

每月均依薪資提撥一定百分比之費用至個人帳戶，待員工達一定退職年齡時，

再提領其個人帳戶中所儲存的基金收益本息，作為退休養老之用。依現行勞工

退休金條例第 14 條 規 定：「雇主每月負擔之勞工退休金提繳率，不得低於勞

工每月工資百分之六。…勞工得在其每月工資百分之六範圍內，自願另行提繳

退休金。勞工自願提繳部分，得自當年度個人綜合所得總額中全數扣除。」雇

主應提繳部分與個人自願提繳部分，均儲存於勞保局設立之勞工退休金個人專

戶。 

                                                 
17 關於勞退新制與舊制之詳細介紹可參見行政院勞委會網頁

http://www.cla.gov.tw/cgi-bin/SM_theme?page=434c87b1（2008 年 8 月 20 點閱）。 
18 97 年 5 月 14 日修正施行之勞動基準法第 54 條條文規定，將勞工強制退休年齡，由原先規

定之 60 歲延後至 65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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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勞工退休金新制請領條件為年滿60歲，即可向勞保局申請領取退休金。

其工作年資之計算不以同一事業單位為限，故不因離職轉換工作或事業單位關

廠、歇業而領取不到退休金。 

退休金請領方式包括請領月退休金或一次給付退休金。欲請領月退休金，必

須勞工年滿60歲，工作年資滿15年以上。至於勞工年滿60歲，工作年資未滿15年

者，僅能給予一次給付退休金。其中月退休金以個人退休金帳戶的本金和累積收

益為基礎依據平均餘命及利率等因素計算，一次給付退休金則是一次領取勞工個

人退休金專戶之本金及累積收益。 

由上述基本介紹可知，勞退新制有工作年資愈長，領得愈多的特徵。舊制是

依工作年支給予基數，但設定上限為45個基數。新制除了要求雇主提撥至個人退

休帳戶的數額每月不得低於6%的工資外，並無上限，此外，個人亦得自願提繳

至個人帳戶，不過在60歲退休之前都不得動用，屬於強制性儲蓄之性質。 

民國94年7月勞退新制開始施行，迄今已滿三年，但根據中華民國退休基金

協會的調查，有高達76%的勞工認為，退休金新制無法成為主要退休收入來源，

而國內參加勞退新制勞工高達440萬人，也只有不到一成的比例願意在雇主提撥

退休金之外，再自行提撥更多的薪資進入個人帳戶，交由政府投資管理。這項調

查的結果顯示，勞工普遍認為政府提供的保證收益率太低，而且對於政府管理勞

退基金的信心亦顯不足（鄧欣怡，2007）。勞退新制未來在保障勞工的老年經濟

安全方面，能夠發揮多大的成效，尚待進一步的觀察。 

（三）勞工保險老年給付 

勞工除了參與舊制或新制之勞工退休金制度之外，仍可辦理勞工保險（以下

簡稱勞保）之老年給付。勞工退休金是一種強制雇主應分擔勞工養老責任的職場

退休金，類似公教人員之退休撫卹新制；而勞工參加勞保核給之老年給付，類似

公保之養老給付。 

勞保亦有新制與舊制之分，舊制勞保係一次給付，給付金額按照勞保年資與

退休前三年的平均投保薪資來計算；統計資料顯示，96 年度勞保被保險人請領

老年給付平均年齡為 57.76 歲，平均每件老年給付金額為 107 萬餘元
19
。 

新制則將於民國 98 年 1 月 1 日開始實施，以與民國 97 年 10 月 1 日開辦的

國民年金相互銜合。銜合的運作方式為勞工有工作時，應加入勞保，無工作時則

參與國民年金保險，二者不能任意選擇，亦不可同時加保。但勞工一旦年滿 60

歲，且保險年資滿 15 年者，或是勞工擔任具有危險、需要堅強體力等特殊性質

工作滿 15 年，且年滿 55 歲並退保者，即可自由選擇請領一次勞保退休金或按月

領取勞保年金。 

                                                 
19參見勞保局全球資訊網之「勞保年金給付介紹」http://www.bli.gov.tw/sub.asp?a=0014038 （2008

年 8 月 5 日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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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金制度20 

（一）現行保障 

    現行私立學校教職員之退休金制度與公立學校教育人員屬於不同的體制，亦

與民間部門之勞工有所不同。 

    首先，民國 69 年 8 月，政府公布「私立學校教職員保險條例」，其內容完

全比照「公務人員保險法」，亦即其主管機關、承保機關、保險權利義務、給付

項目、給付方式、給付條件均與公保相同，故私校教職員享有與公保相同條件之

養老給付。其後為了精簡保險法規與整合保險制度，立法院於 88 年 5 月將「公

務人員保險法」和「私立學校教職員保險條例」合併，重新修正為「公教人員保

險法」。 

    惟單獨的公保養老給付福利無法提供足夠的老年經濟保障，政府復於民國

80 年時，修正「私立學校法」之相關規定，使私校得以共同籌集基金，以辦理

其教職員退休撫恤資遣事宜。隨後政府復於 81 年 8 月 1 日輔導私校成立「私立

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基金（簡稱私校退撫基金）」，由各個私立學校提撥學生

學費 2%的金額，連同各私校董事會相對提撥學費之 1%，納入基金，以為私校教

職員之退休金財源。該退撫基金目前係由「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立學校教職員工

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統籌管理。私校退撫基金成立至今，會員學校已達

357 所學校，教職員工人數則超過 75,000 人，基金餘額至 96 年 6 月底止，約為

一百億元
21。 

（二）「私立學校教職員工退休資遣離職給與撫卹條例」草案 

依據民國 84 年 8 月公布之教師法第 24 條之規定，教師之退休應採儲金方

式，由學校與教師共同撥繳費用，以建立退休撫卹基金方式支付之。因此，我

國公立學校教職員早於 85 年 2 月 1 日建立退休撫卹基金。但是，反觀私立學校

卻一直未能實施儲金制度。再者，我國於今年（97 年）10 月 1 日開始實施國民

年金，勞工保險年金則訂於明年（98 年）1 月 1 日上路；換言之，軍人、公務

人員、公立學校教師以及一般民間事業雇員未來都可以享有月退俸，只有為數

約六萬餘人的私校教職員工被排除在年金制度之外，顯見其不合理之處。  

為了解決此一不公平待遇，教育部已積極規劃「私立學校教職員工退休資

遣離職給與撫卹條例」草案，希望能於 2009 年 2 月提送立法院審議。如能順利

通過，最快可於 2009 年 7 至 8 月實施。而依據教育部 2008 年 11 月 7 日所發布

                                                 
20摘錄自葉至誠，「私校退撫制度改進方案」，世新大學網頁，http://www.shu.edu.tw/a50/a50_5c.htm

（2008 年 8 月 23 日點閱）。 
21 可參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立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網頁

http://www.t-service.org.tw/index-1.htm（2008 年 8 月 23 日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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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離職資遣條例草案說帖」，該

草案之重點有以下幾點： 

1. 改採確定提撥制：未來私校退撫儲金制，將類似勞工退休金新制，由教

職員、學校及教育主管行政機關，按月提撥儲金。 

2. 儲金經費來源：私校退撫儲金制經費來源，係按每位教職員本薪二倍之

10％，每月提撥至教職員個人帳戶，教職員及政府負擔比例分別為 35％、19.5

％，學校則負擔約 45.5％。 

3. 分戶立帳、專業管理儲金：未來之私校退撫儲金制度，將以教育部為主

管機關，成立財團法人儲金管理會，負責基金之管理及運用。原私校退撫基金

及其管理機構，於儲金制建立後併入儲金管理會，但有關儲金制建立前之退撫

基金，則分別立帳，不相互流用。 

4. 新進人員與現職人員同時適用新制，另現職人員改制前之舊制年資仍依

改制前規定核給退休金。 

5. 定位為可攜式退休金：教師轉任其它學校或民間機構時，其累積的退休

金可跟隨移轉，並繼續累積，不損失原服務年資所取得的給付權益。 

6. 選擇定期退休給付：草案如經採行，參照勞保年金標準推估，每月可領

取約 2 萬元。 

三、國民年金制度
22 

    我國國民年金制度之規劃，起源甚早，屢屢在大選期間成為兩黨重要的政

見。終於在歷經十餘年的規劃之後，於 96 年 7 月間完成「國民年金法」，業已於

97 年 10 月 1 日起開始施行。 

在此之前，政府只針對一般勞工及軍公教人員提供勞保與軍公教保險等福利

制度，並於民國 94 年 7 月起採行勞退新制，強制企業雇主提撥員工退休金至個

人專戶內。但對於沒有正式進入勞動市場的人民 -- 包括家庭主婦、無法納入勞

保的攤販、打零工者以及失業族群等，並未提供任何的養老保障。根據官方統計
23
，目前我國 25 歲至 64 歲的國民中，約有 350 萬人未參加任何公共年金保險，

不能享有老年經濟安全保障；「國民年金法」即是針對這些原本無法享受任何公

共年金福利的族群而設計，使其能被國民年金納入保障範圍；當投保者年滿 65

歲或發生身心障礙時，即能按月領取一筆年金，獲得最基礎的老年經濟保障。 

    國民年金開辦第一年，以基本工資 17,280 元為月投保金額，費率 6.5%，保

險費 1123 元中，由政府負擔四成，民眾負擔六成（即月繳交 674 元）。每兩年費

                                                 
22 國民年金之詳細規劃緣起與歷程介紹，可參見內政部社會司網頁：

http://sowf.moi.gov.tw/09/new09-2.htm（2008 年 8 月 23 日 4 點閱） 
23 參見內政部社會司 http://sowf.moi.gov.tw/09/new09-2.htm（2008 年 8 月 23 日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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率會提高 0.5%，上限為 12%。依規定，國民年金之財源來自於公益彩券的盈餘、

提高營業稅徵收率 1%及國庫之補貼等。因考量部分人士可能無力負擔，將採取

所謂的「柔性強制」加保方式，亦即不加保沒有罰則，只是不能享有保障。下表

簡要歸納國民年金制度的重要規定。 

表 2-3：國民年金重要內容 

對 

象 

年滿 25 歲~未滿 65 歲，未參加軍公

教及勞保、農保者。 

民國 97 年 10 月強制納入國保，不

參加不罰，但滿 65 歲不能領 3000
元基本年金 

措 

施 

保費 初期月繳 674 元 

國保給付（滿 65 歲後） 繳滿五年，可月領 3561 元，滿十五

年 4684 元，滿 40 年 8985 年 

年金給付計算公式 

國民年金的老年年金給付方式，年滿 65 歲的被保險人或曾經參加國民年金保

險，年資滿十年者（可併計勞保年資），可選擇以下兩種公式計算： 

 1.月投保金額×0.65％×保險年資＋3000 元（適用於 24 歲至 64 歲，無法繳滿

40 年者） 

 2.月投保金額×1.3％×保險年資（適用於 24 歲以下，可繳滿 40 年者） 

資料來源：聯合報，2007.07.21。 

第三節 我國公教與民間勞工退休金制度比較 

    綜合上述兩節對於我國公私部門員工不同退休金制度的介紹，以下簡單比

較它們的老年經濟保障程度的差異。 

一、公教人員與一般勞工之比較 

    公務人員退休再就業造成民怨的原因之一，在於人民普遍認為政府獨厚公教

族群，使其享有相對較為豐厚的退休資源。表 2-4 比較公教人員與一般勞工的退

休金所得替代率，在市場利率為 2%的假定之下時，公教人員的退休金的所得替

代率的確高於一般勞工。以支領月退休金的女性公教人員為例，其月退俸與公保

養老給付二者的所得替代率為 69.5%（56.1%與 14.4%之和），女性勞工在舊制勞

退制度下，其勞工退休金和榮保給付的替代率則只能達到 35.8%（17.9%與 17.9%

立和），二者差距為 33.7%。至於男性人員之比較，支領月退休金公教人員的所

得替代率是 81.9%，勞工為 38.8%，差距達到 43.1%。另一項較新的研究則合併計

算男女勞工之退休所得替代率，指出勞退新制之所得替代率為 24.8%，公保老年

給付有 16.0%，二者合計共為 40.8%（吳容明，2006：15）。不論是那一份研究，

可以得知公教人員的所得替代率大約是一般勞工的兩倍，公教人員獲得高於 70%

的理想所得替代率，然而一般勞工的所得替代率則距離理想尚有一大段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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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公教人員與勞工的所得替代率比較表 

任職 30 年 所得替代率（％） 

項目 利率 2％ 利率 4％ 

公教人員 

退撫基金 

一次給付 
男性 19.4 24.6 

女性 17.9 23 

月退給付 
男性 56.4 71.4 

女性 56.1 72 

公保 
男性 15.5 19.7 

女性 14.4 18.4 

勞工 

舊制勞基法勞工退休金 
男性 19.4 24.6 

女性 17.9 23 

勞保 
男性 19.4 24.6 

女性 17.9 23 

資料來源：王儷玲（2003）。 

二、與私校教育人員之比較 

    基於國家教育政策發展之需要，我國目前有為數可觀的私立學校。依教育

部民國 96 年的統計資料顯示24，在校數比例方面，私立高中占我國高中總校數

的 44%，私立高職佔高職總校數的 41%，私立專科佔專科總校數 80%，私立獨

立學院佔獨立學院總校數的 80%，私立大學則佔大學總校數的 58%。而在學生

數方面，專科階段私校學生人數近總額九成，獨立學院中私校學生數則達 84%，

大學中私校學生人數亦超過六成。此外，私立專科、獨立學院及大學，在師資

方面的人數亦占有可觀的人數，以 96 年度為例，各級公立學校專任教師人數為

275,501 人，私校專任教師人數則為 65,247 人，後者比率為全體公私立學校專任

教師之 23.7%
25。 

    臺灣社會裡擁有如此龐大的私校人力，是公私合夥治理機制的良好指標，

然而但不可諱言的，整體來說，其退休待遇遠不如公立學校。有關公私立教職

員退休金制度的重要發展請參見表 2-5。私立學校教師雖然與一般公立學校的教

育人員一樣，參加公保，但無法參加「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私校教師的退

                                                 
24

台灣地區 96 學年度公私立各級學校校數一覽表，可參見教育部統計處，http://www.edu.tw/files/ 

site_content/b0013/b.xls。台灣地區 96 學年度公私立各級學校學生人數一覽表，可參見教育部統

計處，http://www.edu.tw/files/site_content/b0013/b.xls。台灣地區 96 學年度公私立各級學校教師人數

一覽表，可參見教育部統計處，http://www.edu.tw/files/site_content/b0013/b.xls（2008 年 6 月 21 日

點閱）。 
25 參照教育部統計處資料，http://www.edu.tw/files/site_content/b0013/seriesdata.xls （2008 年 9

月 10 日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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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金是來自依據私立學校法中所成立之財團法人私校退撫基金，只能請領一次

退休金。而且，私校教師的一次退休金部分沒有優惠存款的措施。因此，雖然

本研究無法查得私立學校教師退休的所得替代率數據26，但可以確定的是私立學

校教師的實質退休所得，與公立學校教師明顯是有相當大的差距的。以 95 學年

度為例，私校退撫基金當年之退休給付件數一共為 1512 件，其中最高金額給付

也只有 319 萬元27。再者，如表 2-6 所示，以服務 30 年之私立大專校院教授退

休薪級 770 元為例，最高可領新臺幣 319 萬元，以服務 30 年之私立中小學教師

退休薪級 625 元計，最高可領新台幣 284 萬元；此與同級公立學校教師所領一

次退休金（分別是 463 萬及 411 萬），有 130 萬元到 150 萬元之差距，實不足以

保障私立學校教職員之退休權益。 

表 2-5：公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金制度發展之比較 

        類別 

 

時間   內容 

公  立  學  校 私  立  學  校 

民國 33 年 公教人員退休撫卹條

例 

1. 公務人員及公校教

師適用。 

2. 採取恩給制。 

1. 無統一規範，無強制辦理。 

2. 各校自依財務衡酌辦理退撫給與。 

民國 81 年 8 月

1 日 

1. 私立學校法 54、55 條修正，確立私

校教職員工參採公校建立恩給制之

法源。 

2. 成立私立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基

金。 

民國 84 年 8 月

9 日 

1. 教師法頒行。 

2. 公私立學校教師依法採取相同退撫給與。 

民國 85 年 2 月

1 日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

金採儲金制。 

私校教職員工仍實施恩給制。 

 

民國 85 年 10

月 4 日 

公私立學校教師年資

併計。 

公私立學校教師年資併計 

民國 88 年 1 月

1 日 
公私立技工工友適用勞基法，於退休金給與依該法標準發給。

民國 88 年 5 月

29 日 

 公教人員保險法頒佈。 

 

資料來源：葉至誠，「私校退撫制度改進方案」，http://www.shu.edu.tw/a50/a50_5c.htm（2008 年 8

月 23 日點閱）。 

                                                 
26 2008 年 11 月間向教育部及私立學校退撫基金會查詢，該單位皆表示沒有私校人員退休所得

之替代率數據。 
27 參見陳朝豐 2007 年 10 月 26 日之演講資料「私立學校教職員工建挑制度之回顧與展望」，

www.yzu.edu.tw/admin/ho/files/retirement%20pay/961026%20private%20school%20workshop-nta.
ppt#369,7,給付水準偏低（點閱日期：2008 年 1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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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公、私校教師年資 30 年之最高退休所得比較表 

退休給與 校別 私校教師 公校教師 差距 
一次退休金 大專校院 

(770 元) 
319 萬 463 萬 144 萬 

高中職以下學校(625
元) 

284 萬 411 萬 127 萬 

月退休金 各級學校 無 有  
說明：公立學校教師因有配合提撥，且給與基數內涵較高。 

資料來源：教育部 2008 年 11 月 7 日提供之「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離職資遣條例草

案說帖」。 

第四節  我國公教退休金制度運作現況 

公教人員退撫新制施行迄今，已逾十餘年，截至民國 96 年底，參加退撫基

金人數超過 60 萬人（含軍職人員），其中公務人員約 28 萬人，教育人員 20 萬人，

二者估計超過八成。表 2-7 記載確切的參加人數。 

表 2-8 與表 2-9 則分別提供公務人員和教育人員的退休人數、以及請領月退

休金的人數與百分比。非常明顯的是請領月退休金（含兼領月退休金）的百分比

扶搖直上，85 年度剛創辦基金制時，公務人員請領月退休金的百分比是 65%，

至 96 年度已上升至 94.3%；而教育人員增加請領月退俸的比例亦不遑多讓，已

由 63.2% 上升到 95.9%。不論是公務人員或是教育人員，完全請領一次退休金

的人員都只有 5%左右。 

表 2-7：退撫基金參與人員 （截至 96 年 12 月） 

身份別 人數 百分比 
公務人員 283,376 46.99% 
教育人員 201,097 33.35% 
軍職人員 118,561 19.66% 
合計 603,034 100% 
資料來源：民國 96 年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統計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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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公務人員退休人數及退休金給付方式    

單位：人，% 

項目別 

公務人員退休 

合計 

（1） 

一次退休金

（2） 

月退休金 

（3） 

兼領一次退休

金與月退休金 

（4） 

請領月退休金

比例 

（ （ 3+4） / 

1 ） 

85 年度 2,719 951 1,410 358 65.0% 

86 年度 4,313 1,495 2,238 580 65.3% 

87 年度 3,479 1,158 1,787 534 66.7% 

88 年度 3,879 1,079 2,301 499 72.2% 

88 下半及

89 年度 
7,246 1,572 4,600 1,074 78.3% 

90 年度 7,091 1,269 5,119 703 82.1% 

91 年度 6,446 859 4,964 623 86.7% 

92 年度 7,322 583 6,215 524 92.0% 

93 年度 7,254 486 6,336 432 93.3% 

94 年度 7,983 441 7,194 348 94.5% 

95 年度 7,344 437 6,632 275 94.0% 

96 年度 6,664 378 6,096 190 94.3% 

歷年合計 71,740 10,708 54,892 6,140 85.1% 

資料來源：民國 96 年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統計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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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教育人員退休人數及退休金給付方式 

單位：人，% 

項目別 

教育人員退休 

合計 

（1） 

一次退休金

（2） 

月退休金 

（3） 

兼領一次退休

金與月退休金 

（4） 

請領月退休金

比例 

（ （ 3+4） / 

1 ） 

85 年度 144 53 68 23 63.2% 

86 年度 3,180 929 1,572 679 70.8% 

87 年度 3,973 1,041 2,126 806 73.8% 

88 年度 5,791 1,200 3,572 1,019 79.3% 

88 下半及

89 年度 
10,811 1,807 7,037 1,967 83.3% 

90 年度 8,432 1,256 5,921 1,255 85.1% 

91 年度 9,487 1,067 7,274 1,146 88.8% 

92 年度 8,889 712 7,440 737 92.0% 

93 年度 10,931 1,229 8,672 1,030 88.8% 

94 年度 7,270 468 6,254 548 93.6% 

95 年度 5,423 323 4,745 355 94.0% 

96 年度 4,625 190 4,212 223 95.9% 

歷年合計 78,956 10,275 58,893 9,788 87.0% 

 資料來源：民國 96 年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統計年報。 

表 2-10、 2-11 則分別記載民國 85 年至 96 年我國公務人員和教育人員平均

退休年齡的變化。由於國內政經情勢及社會之變化，促成提早退休風潮，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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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年來，公務員平均退休年齡自 61.14 歲下降至 55.47 歲，約下降了 5.5 歲；至於

同期間的教育人員平均退休年齡也由 56.64 歲下降至 53.76 歲。可以觀察到的是

在這段時間內，選擇支領月退休金者的平均退休年齡均低於選擇支領一次退休金

的公教人員。公務人員和教育人員退休年齡逐年下降的趨勢，意謂著我國公務機

關與教育體系之中，年齡及經驗成熟、體力壯健，卻選擇自願退休的人數急遽增

加。過多青壯公務人員和教育人員的退休，對於組織的領導管理與經驗傳承自然

會產生不利的影響。此外，根據表 2-12 和圖 2-1 的趨勢顯示，近年來自願退休的

百分比節節上升，由 85 年的 40.61%，增至 95 年之 87.53％，這與平均退休年齡

下降的趨勢實為一體之兩面。 

其次，依據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提供的截至民國 95 年底的退休資料，

發現我國公教人員選擇退休的年齡點以 50 歲和 55 歲比例最高。其中公務人員以

55 歲者退休比例最高，占 23.59％；50 歲者其次，占 20.05％。教育人員則更早就

退休，以 50 歲退休比例最高，占 36.91％；55 歲者次之，占 24.02％。至於等到

65 歲才屆齡退休的比例，公務人員占 11.03％，教育人員占 5.36％。合計公教人

員最愛退休的五個年齡點 – 50 歲,51 歲,55 歲,60 歲（教育人員為 52 歲）和 65

歲，分別占 67.98％及 78.21％（參見表 2-13）。 

表 2-10：我國歷年公務人員平均退休年齡   

單位：歲 

項目別 
（民國） 

退休年齡 

退休平均年齡 領一次退休金者 領月退休金者 兼領一次退休金
與月退休金者

85 年度 61.14 61.76 60.26 62.93 

86 年度 60.86 61.91 59.39 63.85 

87 年度 60.56 60.84 59.77 62.59 

88 年度 58.79 59.65 57.65 62.21 

88 下半及 
89 年度 58.33 58.94 57.49 61.03 

90 年度 56.71 58.02 55.92 60.13 

91 年度 56.60 58.04 55.93 59.98 

92 年度 55.86 57.18 55.41 59.73 

93 年度 55.85 57.79 55.40 60.23 

94 年度 55.41 56.72 55.14 59.37 

95 年度 55.21 55.49 55.01 59.48 

96 年度 55.47 56.50 55.29 59.21 

資料來源：民國 96 年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統計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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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我國歷年教育人員平均退休年齡  

單位：歲 

項目別 

（民國） 

退休年齡 

退休平均年齡 領一次退休金者 領月退休金者 
兼領一次退休金

與月退休金者 

85 年度 56.64 56.21 56.60 57.74 

86 年度 58.01 58.57 56.80 60.06 

87 年度 57.01 57.98 55.74 59.09 

88 年度 56.23 57.59 55.06 58.74 

88.5-89 年度 56.02 57.93 54.84 58.51 

90 年度 56.06 59.05 54.89 58.53 

91 年度 55.32 58.71 54.33 58.40 

92 年度 54.98 58.99 54.24 58.49 

93 年度 54.54 58.26 53.65 57.60 

94 年度 54.06 56.85 53.49 58.19 

95 年度 53.87 57.81 53.33 57.50 

96 年度 53.76 57.09 53.39 57.91 

資料來源：民國 96 年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統計年報。 

表 2-12：公務人員自願退休和命令退休人數 

項目別 公務人員 

民國 

自願退休 

人數 

（1） 

命令退休 

人數 

（2） 

退休人數 

（3）＝   

（1）＋（2）

自願退休 

百分比 

（1）/（3） 

命令退休 

百分比 

（2）/（3）

85 年度 1330 1945 3275 40.61% 59.39% 

90 年度   4279   1406 5685 75.27% 24.73% 

91 年度   4725   1134 5859 80.65% 19.35% 

92 年度   5789   1030 6819 84.90% 15.10% 

93 年度   5889   1021 6910 85.22% 14.78% 

94 年度   6641   1062 7703 86.21% 13.79% 

95 年度   6200     883 7083 87.53% 12.47% 

資料來源：各年度年度銓敘統計年報，http://www.mocs.gov.tw/statistic/main_statistic_b.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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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1：近十年公務人員自願退休比例之變化 

                     資料來源：96年銓敘統計年報提要分析，頁15。  

表 2-13：退休公教人員退休概況（按年齡區分）（至民國 95 年底）                  

單位：人 

按人數排

序 

公務人員 教育人員 

退休 

年齡 

 

一次 

退休金

月退休

金 

（含兼

領） 

退休

年齡

 
一次 

退休

金 

月退休

金 

（含兼

領） 

人數 

分配

比

（％） 

人數
分配比

（％） 

總  計  6,664 100.00 378 6,286 4,625 100.00 190 4,435

1 55 歲 1,572 23.59 10 1,562 50 歲 1,707 36.91 3 1,704

2 50 歲 1,336 20.05 12 1,324 55 歲 1,111 24.02 3 1,108

3 65 歲 735 11.03 110 625 51 歲 334 7.22 2 332

4 51 歲 498 7.47 12 486 65 歲 248 5.36 53 195

5 60 歲 389 5.84 43 346 52 歲 217 4.69 1 216

未列入排

名 

其他 

年齡 
2,134 32.02 191 1,943

其他

年齡
1,008 21.79 128 880

資料來源：96年銓敘統計年報提要分析，頁19，http://www.mocs.gov.tw/index_sitemap.htm 

最後本章要說明的是大批提早退休的人潮，對於原本即已亮起財務紅燈的

退撫基金而言，是另一項財務安全性的挑戰。過去多年微利時代的經濟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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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國內市場利率水準自 6～7％降為 2～3％，基金收益率遽減，退撫基金的資

產累積不佳；加以國人平均餘命穩定上升，過去十一年間平均增加將近三歲（參

見第五章表 5-2），更凸顯出基金提撥率的嚴重不足與整體財務負擔之沈重。目

前公教退撫基金之提撥率雖已達法定上限 12％，但依照該基金管理委員會委託

專業精算公司於 96 年 8 月所完成的第三次精算報告顯示，在資產報酬率及提撥

費率分別為 4%及 12%的假設下，公務人員和教育人員之正常成本費率分別是

31.1%和 33.1%，與目前實際採行的 12%差距甚大（鄭國龍，2008：33），由此

亦可預期其潛藏債務負擔十分龐大。許多公、教人員因而對於公教退撫制度未

來之發展信心動搖，紛紛選擇提早退休，以求早日取得退休年金之保障，以免

以後年金領取金額打折或是基金破產。此一舉動具有惡性循環之效果，不但進

一步加重了退撫基金的負擔，而且再回過頭來鼓動了下一波的搶退及退休再就

業的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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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各國年金制度及退休再就業問題 

    公教人員退休再就業的雙薪問題，不僅存在於我國，其他國家也有類似的現

象，不過在相關個案的報導與法令規章上，美國聯邦與地方政府的資料相對較為

豐富，其他國家的文獻則十分稀少。因此，本章第一節將介紹美國聯邦公務人員

的退休金制度及其退休公教人員再就業問題的法令規範與處理經驗，第二節則綜

合描述英國、香港和澳洲等國的規定。而且因為本研究主張，要解決退休再就業

問題，必須由年金制度的年齡門檻以及退休給付等核心制度設計著手，方能兼顧

社會公平與人力資源使用之效率，故本章第三節將檢視世界各國公務人員年金制

度的共同特徵與年金制度改革方向，以作為本文第四、五兩章評估再就業雙薪問

題及構思政策建議時的參考依據。 

第一節  美國年金制度及退休再就業問題 

以下本節先簡要介紹聯邦公務年金體系之架構，再敘述該架構中「社會安全

保險」（social security insurance）和「聯邦雇員退休制度」（Federal Employee Retirement 

System）28中支領雙薪的相關規範。至於聯邦體系下的各州政府與地方政府各有

不同的公務人員年金制度，十分多元，故本文略過其年金制度之內容不表，逕行

討論各州限制公教人員退休再就業的法令規範。 

一、聯邦雇員退休制度簡介 

美國聯邦公務人員之退休，原係適用「文官退休制度」（Civil Service Retirement 

System，簡稱 CSRS），但在 1986 時將 CSRS 改為「聯邦雇員退休制度」（Federal 

Employees Retirement System，簡稱 FERS）。進行改革的主要原因有二（Asch & 

Warner，1998），一則是 CSRS 舊制提供的退休金頗為優渥，比一般私人企業界退

休年金高出甚多，導致政府財政負擔越來越重，不堪負荷；二則為公務人員往往

退休後再到民間就業，幾年後自民間退休時，除了原本的公務人員退休年金之

外，又可領取屬於民間工作人員的社會安全老年給付，形成領取雙重退休年金的

弊端。有鑒於此，聯邦政府乃於 1986 年建立新制，將 CSRS 與 1983 年的社會安

全法案相結合，經過調整之後，統稱為「聯邦雇員退休制度」（FERS），此即為

新制。 

儘管 CSRS 與 FERS 兩者均帶有確定給付制（defined benefit system；簡稱 DB）

的性質，但是它們在給付體系、給付性質與給付種類上卻是不同的。首先，就給
                                                 
28 本文將 Federal Employee Retirement System 譯為「聯邦雇員退休制度」，而非「聯邦公務人

員退休制度」，係因為該項制度的規範對象較廣，不只是正式公務人員，也包括若干政務人員

和兼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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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體系而言，CSRS 獨立自成一體，FERS 則將公務員退休納入一般國民的社會安

全制度，並未完全獨立。其次，CSRS 為確定給付制，但 FERS 儘管是以確定給

付制為主，卻另含可攜性（portable）之確定提撥制（defined contribution system；

簡稱 DC）為輔。第三項差異點在於給付種類不同，CSRS 僅有退休年金的給付項

目，FERS 除了聯邦退休年金的給付項目之外，尚包含社會安全年金、及具有儲

蓄投資效果的「節約儲蓄計畫」（Thrift Saving Plan；簡稱 TSP）。 

   根據規定，所有在1984年之後才被僱用的聯邦公務人員都應納入FERS體系，

至於在1984年1月1日前僱用的人員，符合某些特定條件許的人，可以自由選擇要

轉移參加FERS新制或繼續留在CSRS體系中。FERS與CSRS的內容雖有前述多項差

異，但最根本的不同設計在於CSRS為單層的DB制度，FERS則有三層機制 --它除

了保留比CSRS給付相對較少的「基本給付計畫」（Basic Benefit Plan, BBP）做為中

層保障之外，同時納入最底層的社會安全年金，並以屬於DC制性質的「節約儲

蓄計畫」（TSP）作為上層保障，TSP十分類似美國民間企業所使用的401k制度。

以下進一步說明美國此一多層次的聯邦雇員年金制度29： 

（一）第一層：社會安全保險（Social Security Insurance）30
 

此係FERS的第一層保障，也是美國社會安全福利計畫的基礎。由於聯邦公

務員已納入社會安全保險，其退休後最低生活水準的維持與全民所受保障一致。

目前美國約有95%的工作者加入這層社會安全保險體系，其全名為「老年、遺屬

及殘障年金保險」（Old Age Survivors and Disability Insurance，簡稱OSADI），OSADI

的財源來自於以被保險人薪資為基礎而課徵的社會安全稅（Social Security Tax），

此一社會安全稅由被保險人與政府平均分攤，雙方各自提撥被保險人薪資的

6.2%，而投保薪資的上限在2008年訂在美金102,000元。依照目前規定，被保險人

只要繳納社會安全稅達40季以上，即可請領社會安全年金。 

由於美國也受到人口老化的影響，為了減輕社會安全保險的財政負擔，近幾

年來，請領老年給付的年齡門檻不斷的提高。根據最新的規定，必須到達「正常

退休年齡」（normal retirement age；簡稱NRA）才能請領全額年金，對於現在新加

入勞動市場的工作者而言，正常退休年齡是67歲，表3-1列出不同年代出生的勞

動者的正常退休年齡。 

欲提早領取退休年金的話，則至少要滿62歲，而且年金會被刪減，其刪減幅

度依實際退休年齡和NRA的間隔來計算，每提早一個月退休，至第36個月份的部

分，都是每一個月份刪減年金 5/9%，超過36個月的月份，則改為刪減 5/12%。

因此，如果一個人的正常退休年齡應該是67歲，但選擇在62歲提早退休，年金減

額幅度為30%。而且此一減幅並不會因為退休者的年紀到達NRA之後就予以恢

                                                 
29 有關美國聯邦公務人員之年金制度內容，請參見美國人事管理局（OPM）網站，http://opm.gov。 

30 有關社會安全保險之相關規定，可查閱美國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網頁，

http://www.ss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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復。 

表 3-1：正常退休年齡 

退休者之出生年代 正常退休年齡 （歲） 

1937 或 1937 之前 65歲 

1938 65歲 2個月 

1939 65歲 4個月 

1940 65歲 6個月 

1941 65歲 8個月 

1942 65歲 10個月 

1943-1954 66歲  

1955 66 歲 2 個月 
1956 66 歲 4 個月 
1957 66 歲 6 個月 
1958 66 歲 8 個月 
1959 66 歲 10 個月 
1960 及 1960 以後 67歲 

資料來源：美國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http://www.ssa.gov。 

被保險人除了選擇提早退休以支領減額年金之外，也可以選擇延後退休，以

獲取更多的年金給付。每延後一個月退休，年金給付就可增加一定的百分比，而

依據退休人員出生年代的不同，增加的百分比有不同的規定。例如，若於1936

年出生，則延後一年退休，可以增加 6%的年金給付，若是1943年或1943之後出

生的被保險人，則延後一年退休，將可額外領取8%的年金。根據研究，美國社

會安全年金的所得替代率大約在42%左右31。 

（二）第二層：基本年金（Basic Annuity）  

    基本年金是FERS的第二層保障，性質為聯邦公務員之基本職域年金，主要

是依據「基本給付計畫」（Basic Benefit Plan, BBP）所訂定的DB制年金。目前提撥

率為公務人員負擔其基本薪資的0.8%，政府負擔10.7%。未達退休年齡即離職時，

參加人員可提領其自繳部分加計利息收入，或是選擇延後至60歲時，再享有遞延

退休給付。參加人員的「正常退休年齡」（NRA）視其服務年資而有不同的規定，

例如，具有5年服務年資者，其NRA為62歲；20年服務年資者，其NRA為60歲等。

另有「最低退休年齡」（Minimum Retirement Age；簡稱MRA）的規定，約介於55

至57歲之間，只要服務年資達到10年以上的公務人員，可以選擇屆滿MRA即提前

辦理退休，然其年金給付會依照在正常退休年齡退休所領取的額度，按年遞減

5%。 

                                                 
31 參見 http://law.freeadvice.com/government_law/social_security_law/social_security_payment.htm 
（2008 年 9 月 12 日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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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層：節約儲蓄計畫（TSP） 

TSP實質上是屬於個人儲蓄帳戶制的性質，由「聯邦退休儲蓄投資委員會」

負責管理。不同於上述第一、第二層的強制性質，TSP可由參與者自行決定提撥

薪資的百分比，一般是由1%~14%不等。政府則至少提撥1%存入公務人員帳戶，

且要依據員工的提撥比例進行相對提撥32。TSP享有稅賦優惠，亦即無論是政府提

撥或是參與人員自提部份，其提撥金額與利息皆視為遞延薪資，暫時免除聯邦所

得稅之課徵，直到退休後提領時，才須按照當時提領條件來課徵聯邦所得稅。 

自1984年1月新進入FERS體制的聯邦公務人員，強制參加TSP計畫，至於原

先適用CSRS年金舊制的人員，可以自願選擇是否參加TSP。 

綜合上述，可知美國聯邦政府公務年金的制度設計，自 1984 年之後大抵符

合世界銀行所推荐的三層架構，亦即第一層是法定的、基礎性的社會安全年金，

第二層則是與職業有關的職域年金，最上層再補以個人儲蓄年金。其中值得注意

的是，該國在第一層與第二層的年金給付制度設計上，均有遏止退休人員支領雙

薪的相關規定，本文將接續進行更細緻的探討。 

二、聯邦公務人員退休再就業之法令規範 

誠如上文所述，自 1986 年起，美國聯邦公務人員之退休，同時適用社會安

全體系的「老年、遺屬及殘障年金保險」（OSADI））與「聯邦雇員退休制度」

（FERS）。因此，本節有關聯邦政府對於退休人員再就業所得的規範部分，分別

就社會安全體系與 FERS 的規定予以說明。 

（一）社會安全年金之「退休所得檢測」 

基本上，美國社會安全體系的「老年、遺屬及殘障年金保險」（OSADI）具

有國民基礎年金的性質，不論公私部門的員工，一律納入此一社會保險體系。而

根據「社會安全法」（Social Security Act）的規定，支領 OASDI 老年给付的退休

人員，若未達「正常退休年齡」（NRA）即再度就業者，其年退休所得不得高於

某一特定的豁免額度，否則年金會被削減。一旦到達「正常退休年齡」之後，其

退休所得就不再受到任何限制。 

一般而言，OSADI 所制定的「正常退休年齡」（NRA）為 65-67 歲（參見表

3-1），依退休人員之出生年之不同而有不同的規定。豁免額有高低兩種額度，在

即將屆滿 NRA 的那一年所適用的為高豁免額，屆滿 NRA 年度之前的各個年度則

都適用低豁免額。超過「低豁免額」的再就業所得部分，每超過 2 元，減免年金

                                                 
32 1. 公務員提撥率：按基本薪俸的1%提撥，上限為薪資的14%。 

2. 政府提撥率：至少要提撥基本薪俸的1%，額外還要依比例進行相對提撥。 

（1）. 公務人員TSP提撥比例在3%以內的部分，政府必須額外提撥相同金額； 

（2）. 公務人員TSP提撥比例在3%～5%間者，政府額外提撥該金額之半數； 

（3）. 公務人員TSP提撥比例超過5%的部分，政府將不再額外提撥任何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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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元；超過「高豁免額」的所得部分，則是每超過 3 元，減免年金 1 元。譬如，

某甲之「正常退休年齡」為 2008 年 10 月，但他在 2006 年即提早退休並轉任他

職，則其新職年所得不得高於低豁免額 -- 13,560 美元，否則每超過 2 元，扣減 1

元；若某甲在 2008 年 1 月至 9 月間仍持續工作，因 2008 年為其 NRA 年度，則

這九個月的所得不得超過高豁免額（亦即 36,120 美元），否則則每超過 3 元，減

免年金 1 元（參見表 3-2）。豁免額度會隨著美國「國內平均薪資指標」（national 

average wage index）的變動而調整。 

此一減免規定適用於所有自公部門和私部門退休的美國人民，亦不限於退休

後再就職的單位是否為政府部門或政府捐助成立之財團法人。這是因為 OSADI
是屬於國家強制執行的第一層社會安全年金體系，目的在於提供全體國民免於飢

寒的基本生活保障而已，因此加入了上述的「退休所得檢測」（ retirement earnings 
test）機制。但下節將要提及的各州政府公務人員和公立學校教師的年金體系，

則屬於第二層或第三層的社會安全保障體系，乃是雇主與受雇者之間所訂的社會

契約或受雇者個人自願的節約儲蓄計畫，就不一定有類似「退休所得檢測」的機

制，倘若要設置類似的退休所得檢測門檻，宜以法條明定之。 

表 3-2：OASDI 年度退休所得豁免額 

NRA 年度 低豁免額 高豁免額 2 

2000 $10,080 $17,000 

2001 10,680 25,000 

2002 11,280 30,000 

2003 11,520 30,720 

2004 11,640 31,080 

2005 12,000 31,800 

2006 12,480 33,240 

2007 12,960 34,440 

2008 13,560 36,120 

資料來源：www.ssa.gov/OACT/COLA/rtea.html. 

（二）基本年金之退休所得限制 

美國聯邦公務人員的年金給付，最底層的社會安全年金有很精緻的退休所得

的限制，基本上是以所得上限的方式，來避免尚有工作能力的退休人員在再就業

時支領過高的「雙薪」，但對於已達正常退休年齡的人員，不限制其工作所得。

而在 FERS 第二層基本年金（Basic Annuity）的部分，也有避免退休者支領雙薪

的設計，基本上，行之有年的規定是不允許退休人員回任公職時同時支領基本年

金與工作薪資的，因此聯邦公務人員回任公職時，或者是停領基本年金，只領新

職薪資，或者是繼續支領年金，但是新職薪資必須減去年金數額，不可以二者兼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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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於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美國出生的嬰兒潮逐漸轉為退休潮，人口

老化與勞動人口不足的現象日益明顯。聯邦政府十分擔心此一現象會影響到政府

因應危機的能力，因此，聯邦政府希望國會能放寬退休人員回任公職的規定。在

此一法規鬆綁壓力下，1999 年時，國會先行取消軍職人員退休後轉任公部門就業

的所得限制，允許在「緊急狀況」（emergencies）時，或是針對某些特別不易甄

補到合適人才的職位，在經過「人事管理局」（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

簡稱 OPM）局長的許可下，得豁免停領基本年金的規定33。國防部在 2001 年的

911 恐怖攻擊事件之後，即迅速引用上述的豁免規定，當時它聘雇了大約 800 名

的退休公務人員，其中大約有三分之一獲得豁免停領年金的權限；此外，卡崔娜

颶風災害過後，媒體曾表示，政府之所以未能妥善處理颶風危機，即是因為人手

不足之故，「小型企業局」 （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因而援引此一規定，

回聘 30 名不需減免年金的退休人員來處理災後貸款問題；後來國務院支援南亞

海嘯、以及農業部因應禽流感的爆發，皆比照辦理。 

2003 年 10 月時，國會更進一步授權給國防部，不需要經由人事管理局的授

權，即可直接聘請退休人員，給予不減免年金的豁免待遇。但為避免此一授權遭

到濫用，僅適用於國防部的重要職位，或是在必要的過渡階段才得適用。根據統

計，從 2003 年 11 月至 2006 年 5 月 31 日， 此一期間，國防部已根據此一授權，

回聘 1500 名退休人員，但國防部強調這些不用削減年金的退休人員並未超過其

雇用人員的 1%。除此之外，2004 年美國「情報改革法」（intelligence reform law）

亦授權國家情報預備役團（National Intelligence Reserve Corps）僱用退休人員執行

臨時任務時，其薪資所得和年金不需受限。 

由此可知，自 1999 年迄今，聯邦政府為人力短缺與緊急情況，不得不賦予

各聯邦機構更多的彈性，以聘雇需要的人才。但其中有無濫用授權，導致有良

好人脈關係的公教人員在退休之後，利用特權，輕易排擠掉年輕人的工作機會

的情形，則尚待進一步的觀察與研究。 

以下本文將「聯邦雇員退休制度法案」（Federal Employees’ Retirement 
System Act）中有關再就業所得限制的規定歸納為以下幾項重點34： 

1、年金受益人於退休後回任公職或擔任民選官員性質的職務，其年金給付

於再就業時應即中止（若不中止年金，其新職薪資應減去年金之數額）。俟離職

後可予回復 （US Code § 8344 (c)；§ 8344 (d) ）。 

2、年金受益人於退休後擔任大法官或法官之職務，其領受之年金給付於再

就業時應即中止，俟離職後可予回復（US Code § 8344 (f)；§ 8344 (g) ）。 

3、人事管理局局長（the Director of 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基於各行
                                                 
33 此為科林頓總統所簽署 Fiscal 2000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之規定。 
34 參見 U.S. Code collection: title 5 > part III > subpart G > chapter 83 > subchapter III > § 8344，

http://www.law.cornell.edu/uscode （2008 年 9 月 10 日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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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門首長之要求，有權(或可授權各首長)以個案(case-by-case)方式，針對難以甄

補或留任人員之職位，免除(waive) 有關支領雙薪的限制規定（US Code § 8344 

(i)(1) ）；人事管理局應制定行使此一權限的標準及程序（US Code§ 8344 (i)(2) ）。 

4、關於司法部門之人事，聯邦法院行政局局長(the Director of the 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Courts)有行使前項免除雙薪限制的權力，惟大法官與法

官之職務不適用於除外規定（US Code§ 8344 (j)）。 

5、立法部門所屬單位的首長、眾議院監督委員會(the Committee on House 

Oversight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參議院程序暨行政委員會(the Committee on 

Rules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Senate) 亦有權決定其行政人員免除雙薪限制的權

力（US Code§ 8344 (k)）。 

三、地方政府之退休所得規範 

就美國政府提供的老年經濟保障而言，最底層的社會安全年金體系嚴格限制

退休再就業者的所得上限，並無豁免規定。而屬於第二層的職業年金部分，則在

訂立了再就業限制條款之後，為了增加政府聘用專業人才以因應危機的彈性，增

訂得不停領年金的豁免條款。至於各州或地方政府的規定則是各自發展，多元龐

雜，公務人員和教育人員往往適用不同的年金體系及不同的規定
35。惟整體來看，

有不少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允許退休人員的雙薪行為，特別是在教育界和警察

界，其退休人員重返職場的風氣特別盛行，此與教育及警察人員在服務 20~30 年

之後即可退休有關。然而，近年來因為各州失業率普遍升高，民眾開始反對公職

退休人員與其競爭有限的工作機會，因此批判雙薪現象的聲浪日高，若干州因而

著手立法，企圖限制退休公教人員支領雙薪的行為。 

例如，佛羅里達州不只有雙薪退休人員，還曾出現支領三薪（triple-dipping）

的退休人員，2008 年的調查顯示，佛州有 8000 多位雙薪者，其中至少有 475 位

是佛州各州立大學的教職員工，另外有 121 位是同時支領三薪的人員，亦即兩份

年金與一份工作薪資。在民意壓力下，佛州議會業已開始立法，準備禁止此一情

形。另外，密西根州的「州雇員退休法」（State Employees＇ Retirement Act）規定，

自 2007 年 10 月 1 日起，退休公務人員再任公職（包括間接經由第三者的契約安

排），必須暫停支領公共年金。紐澤西州與亞里桑納州（Arizona）也都在 2008 年

間提出一些限制退休公教人員支領雙薪的法案36。 

至於美國康州（Connecticut）雖無法律禁止退休人員重回政府機構或學校任
                                                 
35美國不同地區常常各有自己的公共年金體系，不少退休警察人員或教師因而跨州或跨越行政

區尋覓新職。這種同時跨越兩個不同地區年金體系的參與者，退休後跨區工作以支領雙薪的情

形很難規範。例如，一位原本屬於密蘇里州年金系統的教師，在退休後若轉至聖路易市或堪薩

斯市任職，那麼縱然他領有雙薪，恐怕也難以施加有效的限制 
36 參見 2008 年 7 月 17 日的 USA Today, “States eye cycle of retiring, rehiring: Legislation takes aim 

at ‘double dipping’” by Dennis Cauc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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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但訂有一些降低重回職場誘因的條款，包括（一）退休教師只能在公立學校

兼職，不能擔任全職教師，而且賺取所得不能超過該職位最低起薪的 45%，超過

部分在退休年金中予以扣回。（二） 康州的「縣市雇員退休年金」（Municipal 

Employees Retirement Fund；簡稱 MERF）規定，若退休後重回原來的縣市工作，

或為另一個也參加 MERF 的地方政府工作，則一年之中最多僅能工作 90 天，否

則不僅停止退休金，且得退還那 90 天期間已領取的退休金。（三）康州的「州雇

員退休制度」（State Employees Retirement System）的規定與 MERF 規定相同37。 

紐約州的規定相當具有彈性，但也很容易被濫用。其「文官服務法」（Civic 

Service Law; 簡稱 CSL ）150 條規定，紐約州、紐約市、州內各縣市及各級地方

政府的公務人員若返回公立機關就職，停發退休金；在公立學校（含州立的 SUNY

及市立的 CUNY 系統）的退休員工亦同樣受到限制。不過，在執行 CSL 母法時，

「紐約州退休及社會安全法」（New York State Retirement and Social Security Law）

做了一些調整，該項法令第 212 條具體規定，只要退休人員賺取的年所得不超過

某一上限，即可同時保有年金與轉任薪資；2008 年的所得上限為 27,500 美元，

超過的部分自年金中扣抵。但「紐約州退休及社會安全法」第 211 條訂有所謂的

「211 豁免（waiver）條款」，規定只要符合下列條件的退休人士，再就業時可以

不受所得上限的限制，豁免期限最多兩年。豁免的條件為
38： 

1、 退休員工不論是心智或體力上，均能勝任新職； 

2、 該職位確實需要此一退休人員； 

3、 經過適當的招募努力之後，確定無法找到尚未退休的合格人員前來擔任

該職位； 

4、 再任用此一退休人員符合政府的最佳利益。 

根據紐約州文官委員會（Civil Service Commission）在 2008 年時的粗略估算，

全州 50 萬公務人員之中，大約有 700 人適用「211 豁免條款」，人數不多。不過

文官委員會受訪官員坦言，在決定應否給予年金刪減豁免時，由於資訊不足，委

員會其實並無太多的裁量空間，通常只能就申請人是否是唯一符合資格的人選、

以及薪水是否符合市場行情兩件事情進行考慮而已39
。211 豁免條款的適用，有時

難免引起爭議，以下登載兩個引起廣泛爭議的個案，以供參考。 

 

                                                 
37 1994 年 9 月 13 日，由 Connecticut General Assembly 的 Office of Legislative Research 發布之 OLR 

Research Report。 

38參見 New York State Civil Service Commission 網頁。  
3939參見“The N Double Dipping. And You're Paying＂ http://www.wgrz.com/includes/ tools/ print.aspx? 

storyid=57603 （2008 年 8 月 2 日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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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案一：波萊局長的雙薪問題40 

本文舉美國紐約州帕基普希（Poughkeepsie）市警局局長波萊（Neil A. Polay）

之雙薪案例，作為說明。該州文官委員會（State Civil Service Commission）曾深入

討論他的雙薪個案。 

波萊曾為帕基普希市警局之副隊長，任職 28 年後，於 1993 年已退休，然退

休時僅 52 歲，尚值壯年。波萊退休後不久，市長奇塞利（Joseph M. Chiseri）有

鑑於波萊在任內表現可圈可點，因此奇塞利三顧茅廬，重新請出波萊來擔任該市

警局的局長。 

如此一來，波萊的重返公職便產生了領雙薪的問題。州文官委員會認為這種

情形與該州規定不符。因為除了擔任局長職務的 57,500 美元的年薪，他每年還可

支領 30,000 美元的退休年金。因此委員會主張，波萊若要繼續任職，就必須中止

他的年金給付。 

然而，波萊自從受到市長重新委以重任之後，在短短的九個月內，即大刀闊

斧改革頹廢已久的警政，在降低犯罪率方面可說是表現亮麗，大獲全勝，令民眾

為之耳目一新。不僅市民又對政府重拾信心，該市的帕基普希日報（The 

Poughkeepsie Journal）也在社論中也對波萊局長九個月的表現大為激賞。因此，

當文官委員會表達波萊不符支領年金的規定之後，很多民眾不諒解委員會，他們

認為限制支領雙薪的規定，將無法招攬優秀人才。 

不過，該州文官委員會則認為波萊局長的績效好壞並非爭點所在，主要還是

領雙薪的做法「於法不合」。州文官委員會表示，按規定「支領雙薪」只能是下

列兩種情形之一：一是退休者再任公職的年薪低於 10,560 美元；第二種則為退休

者是勝任某項職務的唯一人選（uniquely qualified）。當有上述任何一種條件發生

的時候，再就業者將可保有其年金給付，取得停發年金的豁免。紐約州文官委員

會認為，該警局局長的理想人選明明有不少位，市長卻只挑選一位已退休的公職

人員復任，並不符合豁免的條件。不過，由於民意強烈希望波萊留任，因此後來

文官委員會決定召開公聽會之後，再作出最後的決策。 

（二）個案二：奇依女士的雙薪問題
41
 

奇依（Sheila Kee）是一位具有醫療院所管理及財經背景的專業人士，她在

2007 年時被任命為美國紐約州艾力郡（Erie County）東區衛生局之副主任委員

（Associate Commissioner）。然而，她其實也是一位請領公務人員年金的退休人

                                                 
40 有關 Polay 雙薪案例，係摘自 1994 年 6 月 23 日 The New York Times ，“Pension rules threaten 

police chief＇s job＂by H. Faber,  

http://query.nytimes.com/gst/fullpage.html?res=9F06E2DB113DF930A 15755 C0A962958260 （2008 年

8 月 2 日點閱） 

41 本案例係摘自 Dixon, L. （2007）. Double dipping. And you are pa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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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但因為她獲得了豁免減除年金的限制，她同時支領衛生局副主任委員的年薪

143,013 美元，以及每年 99,000 元的年金給付。 

奇依女士的公職生涯經歷比前述波萊局長更為輝煌，她待過該郡的管制局

（Control Board），擔任過艾力郡錫漢紀念醫院（Sheehan Memorial Hospitsal）的

院長與執行長，還曾擔任過該郡的預算局局長達 9 年之久，最後是在擔任艾力

郡醫學中心（Erie County Medical Center）的執行長期間退休。基本上， 奇依女

士不僅具有豐富的醫療管理的專業和經驗，也有十分傲人的財經背景。 

然而部分納稅人團體與媒體表達對於奇依女士支領雙薪的不滿，但文官委員

會對於本案則持支持態度。他們認為她符合領雙薪的條件，是該職務的唯一人選

（uniquely qualified），所以除了可以正常受薪之外，年金權也不會被中止。 

    紐約州上述兩個案例，說明法律在限制公教人員退休所得時，也保留招募特

殊人才之彈性。但此類彈性運用是否得當，有時難免涉及主觀之判斷。 

麻薩諸塞州規定與紐約州十分類似，其公教退休人員如要回任公職，同時又

要領取年金的話，必須證明相關人力「嚴重短缺」或證明該個人為某項職務的唯

一人選（uniquely qualified），否則停發年金（Faber, 1994; Dixon, 2007; Ardon, 2006）。

但是「嚴重短缺」的情形，在布希總統公布「帶好每一個兒童」（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of 2001） 法案後，在教育界變得十分普遍。因為該項法案嚴格要求各州必須

提供充足且有經驗的教師人力來強化對於弱勢孩童的照顧。麻州為了因應這項

「帶好每一個兒童」政策，特地通過「退休增益」（Retirement Plus）法案
42，改革

教師之退休制度，想要強化資深教師留任的誘因。然而由於改革設計不當，反而

造成大批教師選擇在 50~55 歲時退休—亦即在退休年金所得替代率最高點的時

候退休。退休人數因而立即由每年平均 1,800 人攀升到超過 3,000 人以上（Costrell 

& Podgursky, 2007: 16-17），該州教師人力從此也就出現所謂的人力「嚴重短缺」

情形，有利於退休教師的回任，並演變成領雙薪的漏洞（Ardon, 2006）。 

加州則在今年才新增退休教師所得上限的規範。加州原本規定，公立學校退

休教師只要退休屆滿一年以上，即可返回學校賺取年金之外的第二份所得。但自

2008 年元月起，新法規定，退休教師重返職場，必須是因為「緊急狀況」，獲得

特殊許可之後，才能賺取超過 28,000 美元以上的年薪，否則超過上限的部分必須

自退休金中扣抵。然而，2008 年 7 月發表的一份報導指出，此一限制條款在加州

執行半年多以來，幾乎所有申請豁免的案件都能順利取得許可；換言之，所得上

限的規定以及豁免的緊急狀況要件儼然徒具形式，不具實質意義（Alpert，2008）。 

與上述各州不同的是俄亥俄州（Ohio）。俄州允許州公務人員及教師領取雙

薪，而且暫時並不打算跟隨潮流立法禁止。該州教師退休後重回學校擔任兼職或

是代課老師的情形相當普遍，校方認為此舉不但可以充分利用有豐富經驗的退休
                                                 
42有關麻薩諸塞州教師領雙薪的情形，參見 Ardon, K. （2006）. Public pensions: unfair to state 

employees, unfair to taxpayers. White Paper. 30. http://www.pioneerinstitute.org （2008/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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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而且因為教師的身份為兼職或代課人員，可以替校方節省大筆的醫療保險

及退休金費用，一舉兩得。 

另外一個希望放寬退休人員轉任的是肯薩斯州（Kansas），目前堪州教師通

常在 54 或 55 歲時退休，根據規定，若再繼續留在當地學區教書，一年所得不可

以超過 20,000 美元。該州面對嬰兒潮人口的退休，出現教師不足的窘境。根據初

步的估計，在 2008~2012 五年期間，該州 38%的教師以及 53%的學校行政人員都

將取得退休資格，而要尋找足夠的替補人力並不容易，堪州教育局官員因而希望

能夠改變現行法律規定，增訂如同紐約州 211 豁免條款或加州的豁免條款。 

阿肯色州也是希望鼓勵退休人員繼續奉獻心力的政府。該州開始鼓吹的是在

國際上日益流行的「延退計畫」（Deferred Retirement Option Plans；簡稱 DROP）。

延退計畫也屬於廣義的雙薪現象，只是在退休人員在再就職期間的年金延後支領

而已。阿肯色州的延退計畫准許教師在退休後，以全職身份繼續工作 1 至 5 年，

此時年金給付並不停發，但先撥入個人退休帳戶（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

IRA），俟停止工作之後，該教師即可從個人退休帳戶選擇一次提領或以支領月退

休金的得到年金給付。佛羅里達州、賓州、密西根州也都有類似的 DROP 計畫。 

綜上所述，美國各州及地方政府對於公教人員再任公職的規定不盡相同，似

乎一般輿論皆希望予以適當的限制，以免公共年金和公部門薪餉資源集中在少數

人身上。而最常見的限制途徑是規範退休所得上限或退休後的工作天數。然而，

站在政府機關或公立學校主管的立場，則傾向於提升人力資源使用的彈性，增訂

豁免條款，讓退休人員有足夠的誘因，在必要時願意返回公務部門協助處理危機

與傳承專業。惟這些豁免條款的執行，是否符合立法原意，是否造成濫用或誤用，

與行政機關的組織文化層面和資訊透明化的程度息息相關，事先難以防止，亦不

易以任何制度予以有效的規範。 

第二節  其他國家退休制度及再就業問題 

    本節繼續介紹英國、香港、日本及瑞典的年金制度相關規範。觀察英國退休

公教人員的再就業所得的法令規範，其精神原則和美國聯邦政府大體一致，故本

節僅針對該部分作簡單的介紹，略過其年金制度本身內容不論，以節省篇幅。香

港在 2000 年開始推動 DC 制的公共年金制度，引起國際矚目，因此本文除了介

紹其退休公教人員退休所得限制之作法之外，將扼要敘述其公共年金現制，以供

參考。至於日本則屬高齡化傾向特別嚴重的國家，在人力供給的因應上，比其他

國家更為緊急，因此本節特別針對日本鼓勵老年人延後退休的作法，予以介紹。

最後，瑞典的年金制度為合併制，公教人員與民間部門的年金制度完全相同，並

無限制雙薪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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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國 

英國退休文官重返公職，不論在中央或地方，對其退休後的所得水準皆訂有

上限。 

（一） 中央政府規定 

英國中央政府的文官退休制度（Civil Service Retirement System；簡稱 CSRS）

規定，公務員退休後再到政府部門或是其他參加 CSRS 的機構任職，其工作所得

及退休年金總金額不得超過退休前所支領的薪資；超過部分，由退休年金中扣

除；不過，若工作時間在任何連續的 91 天期限內，未多於 15 天，則不受此限；

此外，若是新職不是按月或按天計酬，而是採用計費基礎（ fee-paid basis）的話，

則應依照另外訂定的所得上限計算公式來處理，公式中會同時考慮該員離職時的

薪資及退休後的通貨膨脹因素43。 

（二） 地方政府之規定 

英國地方公務人員參與的年金體系稱為「地方政府年金計畫」（Local 

Government Pension Scheme；簡稱 LGPS），該計畫規定，除了教師和消防人員之

外，公務人員退休後，若再進入參與 LGPS 的機構任職，其新職薪資與年金之總

和不得超過退休前所得，否則會啟動「年金削減條款」（pension abatement rule），

將超過的部分自年金中刪除。換言之，轉任之後的工作幾乎就是無給職的義工性

質，相對於英國中央政府以離職時之薪資為所得上限，LGPS 的規定可謂是相當

嚴苛。     

自 2004 年開始，有些地方政府開始遭遇到專業人力不足的窘境，紛紛指控

年金削減條款是公部門甄補充裕人員的障礙。回應此一指控及甄補人力的需求，

2008 年 4 月 1 日，LGPS 納入「彈性退休」（flexible retirement）的規定，以期減輕

削減條款所帶來的副作用。 

所謂的「彈性退休」亦稱為「逐步退休」（phased retirement），它是指公務人

員退休後，可以選擇繼續留在原單位工作，並領取雙薪。根據英國 LGPS 的規定，

申請彈性退休的必要條件有三：第一，必須年滿 55 歲以上
44；第二，退休後再就

業時，必須減少工作時數或降低職級；第三，必須獲得雇主的同意。申請參加彈

性退休機制獲准的退休人員，其退休年金不受上述削減條款的限制。 

此一彈性退休機制可以讓資深人員有逐步調整工作負擔和生活步調的空

間，對於組織和人員雙方皆有好處。不過彈性退休機制與刪減條款同時並存於

LGPA 體系內，造成一國兩制的不公平現象，因為在彈性退休機制尚公布前即已

                                                 
43 參考英國文官部網頁， www.civilservice-pensions.gov.uk。 
44 但在 2008 年 3 月 31 日之前，申請欲在 2010 年 3 月底之前彈性退休者，年齡門檻放寬為

50 

歲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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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的人員、或是不適用彈性退休機制的退休人員，同樣是重返公務機構服務，

適用新機制的人員可以支領雙薪，未適用彈性退休的人員卻只能支領年金，二者

差距太大，因而曾經引起一些抗議和抱怨。 

二、香港 

人口老化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香港亦不例外。根據最新統計，截至 2008

年 7 月底，香港人口 698.52 萬，其中 65 歲以上的超過 12%，預計到 2036 年會

攀升至 26%，主要是因為出生率低和壽命長。目前香港女性的平均壽命已超過

84 歲，男性約為 79 歲。據香港政府統計，2033 年時香港男女的平均壽命將分

別達 82.5 歲及 88 歲。由此可知，如何維持一個良好的公共年金制度，以強化

人民的老年經濟保障，是香港政府的一大長期挑戰。本節將分段陳述香港的強

積金計畫、公積金計畫、以及退休雙薪限制。 

(一) 強制性公積金計畫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Schemes；簡稱 MPF)45 

在 2000 年之前，香港大約只有三分之一的就業人士享有退休給與保障，主

要是公務人員的退休金、學校教師的公積金，以及部分雇主自願為雇員設立的

退休金計畫。其他三分之二的就業人口在退休後並無年金保障。有鑒於此，港

府乃於 1995 年制定「強制性公積金計劃條例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Schemes Ordinance)；簡稱「強積金條例」)，以公權力強制全國雇員按期提

撥費用投資基金，以為退休養老之用，並於 1998 年、1999 年和 2000 年陸續通

過附屬法規，2000 年 12 月時，強積金制度正式上路。 

依據「強積金條例」的規定，除了受雇不足 60 天的雇員和豁免人士之外，

所有年齡在 18 至 65 歲的雇員，以及自雇人士(指獨資經營者或商業合夥人、或

沒有受雇於他人而靠自己工作來賺取收入的人)都必須加入強積金計畫。可以獲

豁免參加強積金計畫的人包括下列類別：1.家務僱員；2.自僱小販；3.受法定退

休金計畫或公積金計畫保障的人士（如公務員及津貼或補助學校的教員）；4.
獲強積金豁免的職業退休計畫成員；5.受海外退休計劃保障或來港工作不超過

13 個月的海外僱員；以及 6.駐港歐洲聯盟屬下的歐洲委員會辦事處的僱員。 

    因此，在實施 MPF 之前，已經為員工提供退休計畫的僱主，可在 MPF 實

施之前，先行申請豁免。而獲得豁免的職業退休計畫的成員，有一次機會選擇

留在職業退休計畫內或是參加 MPF 計畫。如果職業退休計畫未獲 MPF 豁免，

則其原有及新僱人員皆須參加 MPF。表 3-3 扼要比較強積金和職業退休計畫的

差別。 

MPF採取DC制，大致上，員工和雇主皆須按月或按年提撥員工所得的5%至

員工個人帳戶，再以信託方式來投資這些帳戶資金。依規定，每個強積金計畫必

                                                 
45 本文有關 MPF 之介紹，摘錄自香港「強制性公積金計畫管理局」網頁，

http://www.mpfa.org.hk/tc_chi/abt_mpfs/abt_mpfs_bgd/abt_mpfs_bgd.html (2008 年 11 月 15 日點

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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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由經過香港強積金管理局核准的受託人來進行管理。雇主必須在市場選取一個

或多個的強積金計畫，或是設立雇主營辦計畫，並依規定申報僱員參加計畫。各

個強積金帳戶的擁有者必須等到65歲之後、或因出國移民等原因，才能領回帳戶

內的資金。由此可知，MPF的模式是強制所有雇員投資基金，以為未來退休預作

準備；其運作方式是以私部門來扮演資金保管人、投資經理的角色，提供收支、

保管、投資運用等服務，而政府則負責退休金計畫的規管、監督及審查，以確保

MPF的落實。 

資料顯示，香港推行 MPF 制度之後，獲得退休保障的就業人口已由原先的

三分之一躍升為 85%，此為包括 MPF、職業退休計畫、法定退休金和公務員公

積金計畫下的所有人員。 

表 3-3：強積金與職業退休計畫之比較 

特點 強積金計畫 (MPF) 職業退休計畫 

性質 強制性 自願性 

受託人的批核 

(trustees approval) 
較嚴謹 較寬鬆 

補償基金 

(compensation fund) 
有 無 

保存及可攜性 

(preservation and portability) 
有 只適用於新成員 

歸屬 

(vesting) 
全數及即時 視歸屬百分比而定 

投資規定 較嚴格 較寬鬆 

提撥率 

(contribution rate) 

依相關所得(relevant 

income)而定 

依基本薪資(basic salary)

而定 

資料來源：香港「強制性強積金計畫管理局」，

http://www.mpfa.org.hk/english/abt_mpfs/abt_mpfs_bgd/abt_mpfs_bgd2.html (點閱日期：2008 年 11 月

15 日)。 

(二) 公務員公積金計畫（Civil Service Provident Fund Scheme ;簡稱 CSPF）46 

                                                 
46本文有關公務員公積金制度之介紹，摘錄自香港「公務員事務局」網頁，

www.csb.gov.hk/tc_chi/admin/retirement/418.html (點閱日期：2008 年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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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為了達到高薪養廉的目的，香港公務員享有相當好的退休待遇，

包括一次性的退休給與與月退休金，其月退俸金額雖遠低於原來月俸，但加上

豐厚的一次性給與，退休公務人員通常可以保証衣食無虞。 

不過，配合「強積金條例」的採行，自 2000 年 6 月起，香港政府推動「公

務員公積金計畫」(CSPF)，該計畫以新入職的公務員為對象。CSPF 與 MPF 一樣，

也採用 DC 制，因此可以使雇員在私營機構和政府部門之間轉換工作時，也能轉

移他們原有的退休權益，對於促進公私部門的人才交流，具有正面的效果。 

    在 CSPF 體系下，公務員的正常退休年齡依工作性質而有不同，基本上為

55 歲、57 歲及 60 歲不等。CSPF 包括強制提撥與自願提撥，提撥率按照公務員

之基本薪資，依無間斷服務年限累進計算，比率自 5%-25%（參見表 3-4）。而

根據 CSPF 的相關條文，香港政府可以以紀律理由，沒收、扣減或暫時不發放政

府所自願提撥的退休金權益。 

表 3-4：香港公務員公積金計畫提撥率 

依公務員條款受聘並完成的 

無間斷服 務年限 

提撥率  

3 年以下 5% 

3 – 15 年以下 15% 

15 – 20 年以下 17% 

20 – 25 年以下 20% 

25 – 30 以下 22% 

30 年以上 25% 

資料來源：香港「公務員事務局」，www.csb.gov.hk/tc_chi/admin/retirement/421.html (2008 年 11

月 15 日點閱) 

（三）退休公務人員再就業所得限制 

香港公務人員退休金條例第 89 章第 11 條明述：「如根據本條例已獲批予退

休金的人再度受聘擔任公職，或受聘於補助機構服務，而該服務乃行政長官藉憲

報公告決定為就本條而言屬公職服務者，則有關的退休金可在該人的同意下，於

其擔任公職或在補助機構服務期間（視屬何情況而定），暫停支付。」換言之，

香港政府亦有退休公務員重返公職支領雙薪的規範。不過，假如退休公務員新職

工作時間一年之間未滿三個月，或是每週工作時間未超過 24 小時，則不受此一

限制。 

香港政府比較特別的是在法律中很明確的規定，暫停支付年金的條款不僅適

用於政府機構，也適用於所謂的「補助機構」（subvented organizations），而且以附

錄方式舉列所有適用的「補助機構」名單，該名單包括 16 個組織，含 7 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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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補助的公立大學。該名單內容如下47： 

1. 醫院管理局（Hospital Authority） 
2. 香港城市大學（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3. 香港浸會大學（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4. 香港理工大學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5  嶺南大學 （Lingnan University） 
6. 香港中文大學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7. 香港科技大學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8. 香港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9. 職業訓練局 （Vocational Training Council） 
10.香港房屋委員會 （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ty） 
11.香港金融管理局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12.香港教育學院（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13.立法會行政管理委員會（The Legislative Council Commission） 
14.香港申訴專員公署（Office of The Ombudsman） 
15.平等機會委員會（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16.個人資料私隱專員公署 （Office of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 for Personal Data） 

三、日本 

日本是個相當高齡化的社會，其「依賴人口比重」至 2030 年預估將達到

44.5%，依賴人口比重在此指 65 歲以上人口佔該國工作年齡人口之比例。其實，

日本在 1960 年時，依賴比例只有 9.5%，1990 年便達 17.1%，預計到 2030 年時將

會高到 44.5%，換言之，再過二十年，日本 65 歲以上的人數便逼近工作年齡人口

的一半。而同年度美國的依賴人口比重則大約是 36.8%（Bos, Vu, Massiah and 

Bulatao, 1994），由此可知日本面臨的老年化壓力遠勝於美國。 

    而自2007年開始，日本戰後嬰兒潮的第一代48陸續進入退休年齡。專家認

為，這一代人的退休，將給日本社會帶來重大的影響，因此稱其為「2007年問題」

（Issue of 2007）（Ebisuno，2008）。這個世代加入高齡族群之後，意謂著大批員

工的退休，企業不僅要承擔巨額的退休金，還會失去經驗豐富的技術人才。社會

整體的勞動人力也可能出現不足的現象。為了因應此一高齡化趨勢，日本政府對

於鼓勵高齡人口再就業，一向不遺餘力，不斷制定各種相關政策，包括在1998

年時，廢除退休公教人員不得支領雙薪的規定。因此，本節除了扼要介紹其公務

人員的年金制度之外，也將特別介紹日本鼓勵高齡人口就業的各項政策，以為未

來我國政府提升50歲以上高齡者勞動參與力之參考。 

 

                                                 
47 http://www.csb.gov.hk/english/info/files/20050223a_e.pdf 
48指的是出生於 1947 年到 1949 年間的人，大約有 700 萬左右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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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年金體系之內涵 

根據 Whitehouse（2007: 89）的研究，日本公共年金是個雙層體系，第一層為

全體國民一致費率（flat-rate）的年金方案（即圖 3-1 中的「老齡基礎年金」），另

一層次則是屬於職域年金的設計，包括私部門的「厚生年金」與公部門的「共濟

年金」49。至 1985 年時，日本已將全體國民納入第一層國民年金（老齡基礎年金）

的保障，並規定 20 歲至 60 歲的人民都加入國民年金制度，原先只在厚生年金

保險或共濟年金體系之內的被保險人，現在也全都納入全民共通的第一層基礎年

金保障；而原有的厚生年金與共濟年金定位為職域年金，成為基礎年金之上的附

加年金（成台生，2006：281-282）。 

換言之，日本年金制度依其性質及適用對象的不同，可分為三種：A. 位於

底層的「國民年金」，以全體國民為對象；B. 上層之一的「厚生年金」，以民間

企業的受僱者為對象；C. 上層之二的「共濟年金」，包含國家公務員共濟組合年

金、地方公務員共濟組合年金、私立學校教職員共濟組合年金、農林漁業團體職

員共濟組合年金。以下本文參考日本人事院的規定，介紹適用於日本公務人員的

年金制度設計。 

 

圖 3-1：日本的厚生年金與共濟年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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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明治天皇時代，日本許多機關團體成員便有「共濟組合」（Kyosai Kumiai）的做法，這種類

似互助會的組織，目的是使工作同仁相互分擔風險，以獲得經濟安全保障。從整個歷史沿革來看，

該國公共年金制度的正式法源依據，主要起自於軍公教人員的恩給制度，例如 1875 年的海軍退

隱令，1876 年陸軍恩給令，以及 1884 年之官吏恩給令，這些都是公共年金制度的最初來源（江

亮演等，2004: 147-150）。嗣後其他公職也陸續立法規範完成，「共濟年金」這根保障支柱於是逐

漸確立起來。在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對於企業員工的年金保障，在 1941 年亦有受雇者年金保險

（Employees＇ Pension Insurance）的設計做為統一規範，這在當地稱為「厚生年金」（陳聽安，2003: 

57），厚生年金是日本年金體系的另一根支柱。 

 

 厚生年金  共濟年金  

 （私部門）  （公部門）  

 

老齡厚生年金 

（報酬比例年金）
 

退職共濟年金 

（報酬比例年金） 

 

 

 老齡基礎年金 

￥66,088 

 

 

老齡基礎年金 

￥66,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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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66,088日圓的老齡基礎年金係以加入年資為40年做為計算標準。 

資料來源：日本人事院網站，http://www.jinji.go.jp（2008年4月18日點閱） 

1.國民年金（老齡基礎年金） 

按規定，只要是 20 歲以上、未滿 60 歲，定居於日本者，都必須加保國民年

金（亦即老齡基礎年金）。至 60 歲爲止，凡加入國民年金滿 25 年，可由 65 歲開

始終生領取老齡基礎年金。如在 20 歲至 60 歲期間，繳滿 40 年保險費，可領取

全額年金（每月 66,088 日圓，詳見圖 3-1），未滿 40 年則相應減額。 年金保險費

約每月 13,300 日圓。 

2.共濟年金（退職年金） 

在共濟年金部分，日本向來是以互助救助（亦即「共濟」）的形式來對於公

務員退職者給予適當給付，凡政府正式任用的公務員，自其具有公務員身分之日

起，便取得共濟組合的會員資格，相關的退職給付（亦即退休給付）乃是由會員

互助金與國庫補助共同分擔（許濱松，2000：509-512）。目前共濟年金的基金部

分，由公務人員本身負擔年金提撥的 42%，政府則負擔另外的 58%（在這 58%之

中，中央政府統一負擔 16%，其他的 42%則由各服務機關來負責）；現階段共濟

年金的費率為公務員提撥月支俸給的 5.15%，政府則相對提撥 7.15%，合計佔月

支俸的 12.3%。 

根據日本國家公務員法的規定，支領共濟年金之條件為：（1） 年滿 60 歲以

上；（2） 參加共濟組合並繳交保險費達 25 年。而政府對於這筆退休基金，可按

下列方式加以運用：（1） 銀行或郵局存款；（2） 經營信託業務之銀行或信託公

司之金錢信託；（3） 購買國債、地方債或有價證券；（4） 購買不動產。 

3.退職津貼 

除了國民年金和共濟年金之外，日本公務員的退休另享有「退職津貼」。退

職津貼乃是公務員離職或死亡時，由政府所發給的津貼。依 2006 年 4 月 1 日以

後「國家公務員退職津貼法」的規定，退職津貼是以退休原因及年資計算基數，

再按基數乘以基本薪資，自願退休且年資未滿 25 年者的基數為最低。公職人員

在職期間如遇有因公傷病或死亡，抑或是遭遇官署調整而被迫離職的情況，都可

領取較高的退職津貼。各種退職津貼所需經費，全由政府編列預算負擔。 

藉由以上的討論，吾人可以瞭解，日本年金制度主要是由兩套系統所構成，

其底層部分為 1985 年所確立的國民年金計畫，年滿 20 歲以上的日本居民就必

須加入，加入滿 25 年後，即可從 65 歲開始領取年金。第二層之中則有公私部

門不同年金制度，一項是私部門適用的厚生年金制度，該制度為民間受僱者之

年金保險，費率與給付視個人所得高低而定；另一項年金體系則為公部門適用

的共濟年金制度，此部分目前由政府和公務人員共同提撥。除了國民年金和共

濟年金之外，日本公務員的退休另享有「退職津貼」，所以其退休所得可謂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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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厚，而在日本高齡化日益嚴重的情況下，公務人員的年金給付業已成為令人

擔心的財政隱憂（許南雄，2007：322）。 

（二）鼓勵高齡勞工就業政策 

前已提及日本人口老化的趨勢遠比其他國家嚴重，為了紓解老齡社會中勞

動力不足以及年金體系的財務壓力，日本政府因而特別鼓勵 60 歲以上退休者的

再就業行為，陸續採取了下列多項鼓勵高齡勞工再就業的政策。 

第一，廢除雙薪的法規限制。日本政府原先禁止退休人員同時領取公共年金

和薪資，但自 1998 年 4 月起，便將此一退休所得的限制予以廢除，其理由是欲

藉此提升退休者之工作意願，俾使未來勞動參與率可能不足的情形得到適當的補

強（Horioka，1997，1999）。 

第二，延後國民年金的起支年齡。日本政府面對出生率下降以及人口老化所

帶來的雙重衝擊，另一項因應方式是將國民年金的退休金起支年齡延後。其具體

作法是自 2001 年開始，以每三年延後一歲的漸近方式，將原先 60 歲的年金起支

門檻延後至 65 歲，而且男性比女性早 5 年實施。因此到今年（2008）為止，男

性的退休金起支年齡為 63 歲，女性為 61 歲；男性的退休金起支年齡將於 2013

年時延後至 65 歲，女性在 2018 年時達到延後目標（OECD，2004）。 

    第三，修正「高齡勞工就業安定法」。「高齡勞工就業安定法」的前身是

1971 年制定的「中高齡勞工促進就業特別法」，在 1986 年時改為現有名稱，

其後經過數度修正。此法案在 2004 年再度修正時，主要精神是要保護高齡工作

者在職場上的就業權益。該修正法案強調，雇主不得因為員工之年齡而雇用歧

視行為。修正法案要求企業廢除強制退休年齡之規定，保證有意願繼續留任的

員工工作到 65 歲，並且鼓勵企業提供「繼續就業」制度（continuous employment 

system）。此一修正案在 2006 年 4 月間正式實施。原先日本企業的強制退休年

齡以設在 60 歲者為多，而要求延後至 65 歲或是乾脆廢除強制退休年齡的修正

法案開始實施之後，根據 Fujimoto（2008）的觀察，已有許多公司採取必要的

措施，讓 60~65 歲的員工退休後，可以回到原有岡位繼續工作；不過，再就業

者大部分雖然仍是全職工作，但很多都改成短期的約雇性質的身份，而且薪資

只是退休前的四至五成，再加上企業所提供的厚生年金，二者相加的所得替代

率約在 50~70%之間。退休人員之回任，對公司而言，其服務品質沒有下降，但

卻可節省大批的人事成本，因此雇主普遍支持此一作法。但 Fujimoto 指出，此

一雇用型態及財務報酬，未必符合年長雇員的需求，日本政府應進一步檢驗此

一法案之成效。 

四、瑞典 

    瑞典自 1998 年改革年金體系，確立 NDC 年金新制之後，即受到世界各國矚

目，甚至被譽為是歐洲退休制度改革的範例（Holzmann & Palmer, 2006)。由於該

制度不分公私部門，只要是瑞典國民，自 16 歲起即自動納入 NDC 年金保險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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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旦就業，就得按薪資比例納保。而退休後，只要再度上線成為勞動人口，不

論公私部門，年金部分自然會停止發放，因此在 NDC 的年金體系下，並無退休

人員支領雙薪的問題。由於 NDC 制度兼具 DC（defined contribution）與 DB（defined 

benefits）的精神，又廣受好評，本文以下扼要介紹其內涵，以供讀者參考。 

新 創 的 NDC 制 度 全 名 為 「 名 義 式 確 定 提 撥 制 」（ notional defined 

contribution；簡稱 NDC），亦可稱為「非融通性確定提撥制」（non-financial 

defined contribution）。其做法是將全體民眾納入一個共同的公營年金制度之

內，最底層的是保障年金（參見圖 3-2），係以一般財政收入做為財源，目的是

要讓年老居民得到最低年金收入的保障。計算方式是設定一個最低年金(minimum 

pension)水準，然後針對第二層所得年金不到這個水準的合格老年居民進行補

貼，並且以物價變動率作為基本給付金額的調整因數。這部分從滿 65 歲起開始

支給，提前支給則為減額年金，目前基礎保障部分每人每月從 2,000 至 3,000 瑞

典克朗不等。據估計，至少有 40﹪居民可以獲得此一補貼（Könberg, Palmer & 

Sundén，2006: 18-19）。 

NDC 新制的第二層是「所得年金」保障，其財務融通方式是以參加者薪資

的 16％為提撥標準，由雇主與受雇者各負擔一半。所得年金的給付採用隨收隨

付式的確定給付制（PAYG DB）的精神，用以支應該年度退休者的年金給付。

它其實是一種虛擬的提撥制，可以讓公共年金的財務面更為穩定，而其 DB 制的

本質又可以讓政府保有隨各種指數來調整給付額度的彈性（ Anderson & 
Immergut， 2007）。 

NDC 除了以第二層的「所得年金」維持 PAYG DB 的精神之外，在第三層建

立了完全提存的確定提撥（funded DC；簡稱 FCD）年金，稱之為「額外準備年

金」，此為每位參加者實質的個人帳戶，它以個人薪資所得的 2.5﹪做為提撥要

求。額外準備年金管理局（Premium Pension Authority）負責核定各類公民營基金，

當事人可以指定將個人帳戶交由這些管理機構負責經營（Könberg、Palmer & 

Sundén, 2006: 18-19）。由於基金參加人必須自行承擔個人帳戶基金的投資風

險，故其退休金所得完全視基金投資管理結果而定，無法事先確定(Anderson & 

Immergut，2007)。。 

瑞典除了上述的 NDC 年金制度之外，還加置了大約 3.5%提撥率的職業年

金，此部分屬於半強制性質（Könberg, Palmer & Sundén，2006: 18-19）。因此，每

個瑞典工作者，在年金部分總共有大約 22%（亦即 18.5%+3.5%）的提撥率負擔。 

圖 3-2 是瑞典 1998 年改制後的 NDC 年金架構，政府為所有參加者建立一個

虛擬的累積帳戶，自 16 歲起便每年累積計算年金權益（pension rights），並依據

個人日後在儲金帳戶的提撥情形而發予年金。它結合了 DC 制與 PAYG DB 制的

優點，在維持 PAYG DB 制的基礎上同時採行 DC 制，並希望能夠依據精算結果，

建立長期而穩定的提撥率，使雇主的退休金責任在薪資發生當時就隨著提撥之完

成而解除。DB 制最大的優點就是年金的給付會依據整體經濟成長與平均薪資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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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而 DC 制由於是儲金取向，所以在低利率的情況下，年金給付受通膨影響

而縮水的現象比較嚴重（Sullivan，2004）。不過，此一年金制度之所稱為 NDC，

主要在於其年金給付其實是結合了當期財政收入與儲金帳戶來共同支應退休者

的年金需求，比傳統 DC 制之下可能產生的退休基金管理成本及風險較低，也更

能保證退休者可以分享一定比重之國民生產成果，因此被譽為歐洲退休制度改革

範例（Holzmann & Palmer, 2006)。除此之外，瑞典 NDC 年金體制把全民納入同一

個年金體系內，也可以避免公私部門員工間的退休所得失衡的不公平現象。 

 

 

 

 

 

 

 

 

 

 

 

 

圖 3-2：瑞典的 NDC 年金架構 

資料來源：改編自 Anderson & Immergut（2007: 365）。 

五、澳洲 

我們發現澳洲是運用資產審查（means-tested）的方法，藉以避免領雙薪（領

雙年金），亦即防止退休且有其他年金收入者額外去領取老人年金（The Old Age 

Pension）（Capretta, 2007: 1-4）。按照澳洲的規定，只要在該國定居達 10 年以上的

公民，男性年滿 65 歲，女性年滿 60 歲者，經資產審查後，若無固定收入，即可

請領老人年金（江亮演等，2003: 515-531）。居民的雙週薪資若在澳幣 124 元以下，

便能取得全額的老人年金，超過 124 元澳幣的部分，每多出來 1 元收入，老人年

金要減少 40 分澳幣，當雙週薪到達 1360.75 元時，即喪失取得老人年金的資格。

不過，該國在 1992 年之後，又立法通過了所謂的「保障年金」計畫（superannuation 

guarantee；簡稱 SG）的職域年金，它對於超過 55 歲以上的退休者發予一次給付

性質的退休金。但因為這項給付與住宅政策相結合，SG 可以當成購物時的質押

物，因此有些人便利用這種方式，將保障年金質押後，藉以規避資產審查，進而

另外再申領老人年金，有學者認為這造成一種間接的領雙薪現象（Capretta, 2007: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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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綜合討論 

綜合以上有關支領雙薪的限制措施及個案探討，我們瞭解到先進國家面對

雙薪現象時，採取消極放任者有之，採取積極限制者亦有之，而在設立限制條款

的同時，必然也會有例外條款存在，例如人力嚴重短缺或勝任職務的不二人選的

例外規定。而以吾人廣泛閱讀媒體報導、聽證會內容以及納稅人團體對於相關爭

議之主張來看，一般對於支領雙薪現象之批評，皆集中在退休公教人員回任公職

為指摘範圍，因為民眾認為退休金和轉任薪資皆源自公庫或獲得政府最後支付之

保證，納稅人有權予以監督。若公教人員退休後轉任私部門之所得部分，除了在

美國的社會安全老年給付（OSADI）部分明文訂定限制條款之外，本研究並未發

現其他任何不滿意見或是限制條款。此應與美國 OSADI 年金係全民一體適用的

基礎社會安全保障有關，在 OSADI 體系下，不只公教人員退休後的就業所得受

其規範，民間公司退休人員的再就業也一樣受其拘束。此與公教人員支領職域年

金時，同時轉往私人企業就業，卻不受任何所得限制的情形不同，不宜一概而論。 

儘管各國政府對於退休公教人員再就業的規範並不相同描述，但可歸納出

幾項共同的發現： 

第一，基本上，各國均未直接禁止退休公教人員再就業，但會針對再就業

後之所得設定一特定「所得上限」，若超過上限，政府有權停發或減發退休金。 

第二，許多退休公教人員再就業時，偏好於採用兼職僱用的模式。此一模

式對於雇主和員工雙方皆有好處。對雇主而言，可以省下依法須替全職人員繳納

的退休金和健康保險等保費及其他福利金；另一方面，對於再任職的退休人員而

言，兼職身份才能讓他繼續領取原有的年金給付。美國、英國和香港等都允許兼

職時間未超過一定天數（時數）或是兼職薪資未超過一定額度的退休人員，得以

繼續支領退休金。 

    第三，許多退休人員回任公職是回應緊急狀況、人力嚴重短缺或是需

要特殊人才的情形。通常在這種例外情況下退休人員回任公職，除了可以正常支

薪之外，同時也被允許保有年金。只是何謂「緊急狀況」、何謂人力「嚴重短缺」、

或是如何證明該退休人員是「唯一」適合該職位的人選，並無客觀的標準，容易

引起爭議。 

第四，為了因應人力不足的現象，政府採取創意，鼓勵退休人員繼續留在

岡位上奉獻心力，像是美國各州的「延退計畫」（DROP）、英國的「逐步退休計

畫」或日本的「繼續就業制度」，都能讓退休人員退而不休，繼續為國家社會服

務。 

基於上述各項發現，吾人對於在什麼情況下納稅人才能容忍退休公教人員

的雙薪現象，或許能夠得出一些共識。首先，一位退休後回任公職的公教人員，

若由由其新職中可以獲取的額外所得不高，納稅人通常不太介意。第二，該退休

再就業者的專業能力優異，難以取代，為乃是所任職務之「不二人選」時，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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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亦能容忍讓他享用較多的社會資源，支領雙薪。最後，則是某類職務在人力資

源上發生「嚴重短缺」時，或是社會勞動參與率出現過低的趨勢，將會危及總體

經濟時，那麼基於提供足夠的經濟誘因的理由，或許就該鼓勵退休者重返勞力市

場，並准許其繼續取得年金給付。 

第三節  各國公部門年金制度之比較 

本節將討論及比較當前世界各國公部門年金制度的重要特徵。Palacios & 

Whitehouse（2006）指出，公務人員以及其他公職人員（包含軍職人員、教育人

員與公營事業員工），往往是最早被納入公共年金計畫的一群，在某些國家，甚

至於只有公務人員才有資格享受公共年金的福利。一般而言，政府提供公務人員

年金的理由與提供一般國民年金的理由並不完全相同，Whitehouse（2006）認為

公務人員年金的設置常是基於下列四項理由： 

1. 為了確保公務人員的獨立性； 

2. 為了增強公務職業的誘因； 

3. 為了將公務人員的報酬成本轉移由未來世代協助負擔； 

4. 以政治可行性和社會大眾可接受的方式，促使年邁公務人員退休。 

雖然政府基於上述四項理由，經常優先提供公共年金給公務人員，但是隨

著社會環境的演變，大部分的政府都逐漸擴大公共年金的涵蓋範圍；若後來政

府將一般國民和公務人員一樣，納入同一年金體系，此一制度稱之為「整併制」；

若後來演變為公務人員和一般國民各有各的退休年金體系，則稱之為「分立

制」。
50 

由「世界銀行」（World Bank）所蒐集的 158 個國家的資料來看，目前採用

分立制公共年金體系的國家超過一半。圖 3-3 顯示，南亞地區 7 個國家全部採

行分立制，其公務人員擁有獨立的退休金制度；而非洲的 39 個國家中，也有

32 國施行分立制，比例高達 75%以上；至於 OECD 的 25 國家當中，實施分立

制的有 13 國，整併制 12 國，各約一半。 

                                                 
50

本研究團隊整理「國家政策網路智庫」線上民眾意見得知，線上民眾認為，雖然我國公部門

退休金制度出現問題，產生退休所得替代率超過 100%以上的不合理現象，必須予以修正，但他

們不贊成將公私部門退休金制度整合為一。若干民眾指出，分立式的退休金制度有其必要性，

理由可歸納為公私部門的工作性質本就有所不同、公共利益與私利難以衡量、公私部門的固定

薪給與利潤分紅難計公平。更有民眾指出，若是公私退休金機制可以流通，很有可能會出現公

部門留不住人才的情況，對於急需優秀人才的公部門而言，非常不利。進一步內容，請參見附

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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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公務人員年金的制度設計（國家數及百分比） 

資料來源：Palacios & Whitehouse（2006:12） 

在年金制度的各項特徵當中，請領資格、財源籌措方式、年金替代率與年

金調整方式具有關鍵性的地位。以下吾人一一就這四項變數，以 OECD 國家為

對象，進行公私部門年金的國際比較。首先，在比較公私部門年金制度的退休

年齡與服務年資要求時，可以發現大多數國家公務人員的退休年齡門檻比私部

門人員的退休門檻低，服務年資的要求則無明顯的差別，多在 20~30 年之間（參

見表 3-5 ）。由於研究顯示，各國公務人員的平均壽命通常比非公務人員長壽，

由此可以推知，公務人員領取退休年金的年數也會比非公務人員為長（Palacios 

& Whitehouse，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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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退休年齡與服務年資的國際比較（2004 年） 

 

公務人員 私部門 

最低退

休年齡 

正常退休

年齡 
服務年資

最低退休

年齡 

正常退休

年齡 
服務年資

OECD 國家       

澳洲  55-60 55 65 

紐西蘭  60 56.5/61.5 60/65 

比利時  60 60 65 

加拿大 55 65 25 60 65 

丹麥 60 67 67 

芬蘭 60 63-65 60 65 

法國  60 56 60 

德國 62/63 65 63 65 

希臘  60 57 65 

冰島 60 65 67 

愛爾蘭  65 66 

日本  65 25 55 65 

盧森堡 57 65 

荷蘭 61 65 60 65 

挪威   

葡萄牙  60 36 55 65 

西班牙  60 30 60 50 

瑞典 60 65 61 65 

瑞士 60 62 63 64/65 

英國 50 60 65 

美國  62 67 

拉丁美洲   

巴西  55/60  

墨西哥  55 15 60 65 

巴拉圭 50 60 30 60 25

非洲   

布吉法索 53 60 55 15

蒲隆地  55/60 55 15

喀麥隆  60 15

維德角  60 60/65 3

象牙海岸  55/60  

衣索比亞  55 10 無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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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亞 50 55 10 50 55 

馬拉威  55 20 無規劃 

模里西斯  60 15 60 

奈及利亞 50 60 10  

賽內加爾  60 60 

多哥  55 15  

尚比亞 50 55 10 55 

中東/北非   

巴林 無 60 15-25 45 55/60 
15/20-10/1

5

吉布地  55 25 55 25

伊朗 無 60 20/30-0 無 60/55 20/30-10

黎巴嫩  60 25 無規劃 

摩洛哥 無 60 21/15-0 60 15

突尼西亞 50 60 15 50 60 30-10

西岸/迦薩 無 60 20-15 無規劃 

葉門 無 55/60 30-15 無 55/60 30/25-15

南亞       

布丹  60 無規劃 

尼泊爾 50 58 20 無規劃 

印度  60 58 

馬爾地夫  無 無規劃 

巴基斯坦  60  

斯里蘭卡  60 55 

東亞/太平洋       

中國 50/55 55/60 30 55/60 20

印尼 50 56 20  

韓國  60 65 

馬來西亞 50 55 10  

菲律賓 60 65 15  

泰國  50 10 55 15

說明：表中50/55表示女性為50歲，男性為55歲；而30-0係指提早退休必須滿足服務30年的限制， 

      正常退休則屆齡即可，故服務年資限制為0。 

資料來源：Palacios & Whitehouse（2006:14-15） 

其次，就退休基金之籌措方式進行比較。目前各國公務人員年金多以隨收

隨付制（pay-as-you-go，簡稱 PAYG）做為退休基金的財務融通基礎，其中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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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到四分之一的退休金計畫會先提存準備，然而各國私部門的年金計畫當中，

則有一半以上會事先提存準備（參見圖 3-4）。換言之，世界各國公部門充分提

存公務人員年金的比例，遠低於私部門。不過 Palacios 與 Whitehouse（2006）認

為，從某些角度來看，公務人員年金是否有充分提撥的基金做為支應，未必十

分重要，畢竟最後年金的買單者皆為政府。只是公部門年金若未設置提撥基金

或是基金運作不良，必然會削弱退休給付運作的透明度及其經營成效。 

圖 3-4：OECD 國家公私部門退休基金的來源比較 

資料來源：Palacios& Whitehouse（2006：21） 

若進一步以公私部門年金的潛在債務負擔進行比較，以韓國、菲律賓、土

耳其、巴西和伊朗五國的情形作為觀察對象，在表 3-6 裡也可以發現，公務人

員年金體系中每位被保險人之「平均潛藏債務」（Implicit pension debt /coverage）

遠大於一般私部門年金的潛在債務負擔，顯示公部門年金之財政壓力大於私部

門年金計畫。 

表 3-6：公私部門退休金的債務負擔比較（Implicit pension debt /coverage） 

國  家 （ 年 ） 公務人員年金 私部門年金 

韓  國 （1995） 7.0 1.4 

菲律賓 （1997） 5.7 2.3 

土耳其 （1997） 15.0 2.8 

巴  西 （1998） 46.0 10.5 

伊  朗 （2001） 4.1 2.0 

資料來源：Palacios and Whitehouse（2006:36） 

第三項非常重要的年金制度特徵為所得替代率。表 3-7 比較 OECD 國家公

務人員與私部門年金的最大所得替代率（maximum replacement rate），數據顯示，

有些國家的公私部門的年金替代率非常接近，例如奧地利（同為 80%）、芬蘭（同

為 60%）、法國（公部門為 75%，私部門為 71%）和瑞典（公部門為 73%，私部

門為 76%），此往往與該國法律規定與集體協商的組織文化有關，所以私部門的



公教人員退休再就業問題及對策 
 

 56

職業年金與公部門的職業年金的替代率幾乎相同或是非常接近。不過有些國家

的設計差異頗大，例如加拿大私部門員工退休金的所得替代率約為 56%，但同

等級的公務人員退休金的所得替代率則高達 90%；英國亦有較大的差距，其私

部門員工的基礎年金與職業年金加總之後，所得替代率仍只有 37%，但公務人

員的年金達到 67%的所得替代率。此外，德國公務人員退休年金亦較一般私部

門年金有更優渥的所得替代率。再者，值得特別提醒的是在這 15 個國家當中，

只有瑞典的私部門年金的最大所得替代率高於公部門，奧地利和芬蘭兩個部門

的替代率相等，其他 12 個國家裡，私部門員工的年金所得替代率都落在公務人

員之後。 

表 3-7：公私部門「最大年金替代率」之比較   

單位：% 

國家 公務人員年金 私部門年金 

澳大利亞  66-88 52 

奧地利 80 80 

比利時 75 60 

加拿大 90 56 

芬蘭 60 60 

法國 75 71 

德國 75 46 

冰島 76 73 

義大利 80 66 

盧森堡 83 71 

挪威 66 53 

西班牙 95 88 

瑞典 73 76 

瑞士 65 58 

英國 67 37 

資料來源：Palacios & Whitehouse（2006:16）. 

    表 3-8 則以 OECD 各國平均所得者所領取的公共年金的平均所得替代率為依

據，由高至低，依序排列。此份數據並未區分公部門和私部門，而是計算所有政

府提供給人民的公共年金的所得替代率。數據顯示，OECD 國家的平均所得人口

的平均年金替代率為 56.9%，其中愛爾蘭、墨西哥、英國、紐西蘭和美國較低，

皆不到四成。盧森堡是唯一平均所得替代率超過百分之百的國家（101.9%），高

居榜首，顯得極不尋常。此外，除了希臘、義大利、匈牙利、波蘭與斯洛伐克五

個國家，不分其人民所得之高低，其公共年金制度皆給予相同的年金替代率之

外，其他國家的公共年金則遵循社會財富重分配的目標，讓低所得者擁有最高的

年金替代率，高所得者的年金替代率成為三類所得族群中最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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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OECD 各國公共年金之平均所得替代率  

單位：% 

    低所得者 平均所得者 高所得者 

盧森堡 115.5 101.9 95.2 

土耳其 96.2 87.2 71.9 

希臘 84.0 84.0 84.0 

西班牙 81.2 81.2 76.7 

義大利 78.8 78.8 78.8 

奧地利 78.3 78.3 64.3 

匈牙利 75.4 75.4 75.4 

芬蘭 80.0 71.5 71.5 

荷蘭 68.7 68.3 68.3 

葡萄牙 103.1 66.7 65.5 

瑞典 87.8 64.8 66.2 

瑞士 62.8 58.2 33.1 

波蘭 56.9 56.9 56.9 

法國 84.2 52.9 47.4 

冰島 85.5 52.8 41.3 

挪威 65.3 52.6 38.4 

日本 69.2 50.3 36.9 

斯洛伐克 48.6 48.6 48.6 

德國 47.3 45.8 37.6 

捷克 70.5 44.4 25.4 

丹麥 82.4 43.3 23.8 

加拿大 72.4 42.5 21.3 

比利時 61.6 40.7 26.2 

韓國 60.9 40.6 29.3 

澳大利亞 65.1 40.0 26.2 

美國 49.6 38.6 28.1 

紐西蘭 75.1 37.6 18.8 

英國 67.4 37.1 22.5 

墨西哥 39.1 36.0 34.4 

愛爾蘭 61.3 30.6 15.3 

OECD 平均 72.5 56.9 47.6 

說明：低所得是指只有平均所得的 50%的收入的人，高所得則其收入為平均所得的兩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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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Queisser and Whitehouse （2006）. 

最後，公部門年金制度調整給付額度所依據的指數標準通常也比一般私部門

年金更有優勢。因為私部門年金幾乎都是以物價做為調整依據，而一項觀察 22

個國家的公務人員年金的研究則發現，其中不到 1/3 的國家（7 個）是以物價水

準作為年金調整的指標，其他有 6 個國家則依據薪資水準作為調整的依據（惟其

中法國、巴西、墨西哥與土耳其同時也按照物價或自由裁量的方式進行微調），

因為公部門薪資普遍會隨著時間而持續成長，因此以薪資做為調整依據，自然比

物價指標更為有利。表 3-9 依一國公務人員年金調整給付時所依據的不同指數，

將所觀察的 22 個國家分成四大類。 

表 3-9：各國公務人員年金給付調整之指標 

給付調整指標 國家 

物價水準 澳洲、加拿大、冰島、義大利、西班牙、瑞典、瑞士、 

英國 

公務人員薪資水準 奧地利、法國、德國、巴西、墨西哥、土耳其 

總體經濟薪資水準 挪威 

綜合指數 比利時、丹麥、芬蘭、希臘、盧森堡、荷蘭、葡萄牙 

資料來源：Palacios & Whitehouse（2006:17） 

以上比較四項年金制度的特徵可知，公務人員的年金制度普遍較一般人員

的年金制度優渥，其退休年齡較低，財源籌措依賴政府較深，所得替代率較高，

在調整年金給付時也適用對退休者比較有利的指數。當然，誠如本節一開始所

說的，國家為公務人員設置專有的年金制度，有其特殊的需求和用意，優渥的

年金制度當然是一種國家對於公務員的禮遇和保障。不過，姑且不論公務人員

是否也能以相對巨大的心力和專業貢獻回報國家，目前各國公務人員年金體系

普遍都面臨到財政負擔沉重，難以為繼的龐大壓力，如何在最短的時間內，有

效改革及整頓公務年金制度，已成為各國政府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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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我國公教人員再就業規範之評估 

    第二章提及我國公教人員退休金制度之基本設計與運作結果，本章則進入

本研究之關鍵核心，討論我國公教退休人員再就業的法令規範，並自年金理論

與政策評估等不同角度，探討現行法令規範之合理性。 

第一節  我國公教人員再就業之法令規範 

大體而言，我國公、教人員退休後再就業的情形可歸納為四大類型：（一）

退休後到政府機關擔任編制內或編制外之職務；（二）退休後到公立學校任職；

（三）退休後到政府捐助的法人機構任職；與（四）退休後到私人企業任職。

現行法令對於這四種再就業類型的相關規範，並不一致，茲敘述如下。 

一、退休後至政府機關或公立學校任職 

對於公教人員退休後再至政府機關或公立學校任職（亦即上述再就業類型

第一、二種），法有明文規定，並不允許同時支領月退休金和高於一定金額之

新職月薪。此一規範分別為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2 條所訂：「有左列情形之一者，

停止其領受退休金之權利，至其原因消滅時恢復：一、褫奪公權尚未復權者。

二、領受月退休金後再任有給之公職者。」以及學校教職員退休條例第 12 條所

訂：「退休教職員有左列情形之一者，停止其領受退休金之權利，至其原因消

滅時恢復：一、褫奪公權尚未復權者。二、領受月退休金後，再任有給之公職

者。」由此可知，公務人員和教育人員於褫奪公權期間和再任有給公職期間，

不得支領退休金。 

惟條文中所謂「再任有給公職」之定位與範圍為何，並不明確，若無進一

步之明確規範，則在實際執行時，很容易引起爭議。依據公務人員退休法施行

細則第 39 條之規定：「本法第十二條第二款所稱再任有給之公職，係指再任由

公庫支給薪俸、待遇或公費之職務者而言。但再任之工作報酬每月未達委任第

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數額者，不在此限。」以及學校教職員退

休條例施行細則第 45 條之規定：「本條例第十三條第二款所稱再任有給之公

職，係指再任由公庫支給薪俸、待遇或公費之職務者而言。但每月未達公務人

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數額者，不在此限」，由於政府機

關和公立學校之人事費用均由公庫負擔，故毫無疑問地公、教人員退休後，若

再到政府機關或是公立學校服務，其每月新職報酬自不得高於委任第一職等本

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數額，否則應選擇暫時停止領取退休金。 

另外，針對公立學校退休教師的再任教行為，教育部亦於 95 年時，發函各

校，進一步說明代課亦屬再任公職之範疇。該函表示，學校教職員退休後，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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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內不得再任原服務學校之懸缺代課、兵役代課或短期代課老師；至於支領

月退休金的教職員，如再任上開代理或代課教師者，無論是支領「鐘點費」、「按

日支薪」或「按月支薪」，以及無論其代課期間之長短，皆屬有給之公職，其有

關停止及恢復領受月退休金之權利，均應受學校教職員退休條例及其施行細則

規定之限制51。 

二、退休後至政府捐助之法人機構任職 

依據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2 條及其施行細則第 39 條之精神，退休人員轉至

政 

府機關或公立學校服務，屬於「公職」之範疇，殆無疑義。但若轉至政府捐助

的法人機構任職，是否也屬於「公職」或屬於「由公庫支給薪俸、待遇或公費

之職務」之一環，並無具體明確的答案。因為所謂的法人機構，不論是法團法

人或是社團法人，不論是否由政府捐助成立，在法律定位上皆屬於依民法向地

方法院辦理登記的民間組織。雖然其受政府捐助成立，或成立後仍須定期依賴

政府的補助才能生存，因而政府對其人事和經營有相當大的影響力，但它畢竟

與一般公務機關大不相同。因此，退休公教人員轉任財團法人，是否應該受到

與再任其他公職般的法規限制，頗有爭議。 

一般而言，退休公教人員轉任法人機構而引起矚目的多為財團法人，包括

接受政府捐助之基金會、國家衛生研究院和工業技術研究院等研究機構、以及

私立大學及技專院校等。我國中央政府捐助成立的財團法人數目眾多，所使用

的預算資源亦十分龐大，未經清查，難以窺得全貌。根據表 4-1 的數據顯示，

截至 96 年度為止，中央政府編列預算捐助成立的財團法人共計 123 家，捐助金

額達 1,065 億元，累計政府捐助基金金額占期末基金餘額比率幾近八成

（79.82%）。另外一份來自審計部的資料則列出至 95 年度止時，中央政府所捐

助的各個財團法人基金會的名稱、成立時間與基金規模；該名單所列財團法人

數目總計 155 個，累計政府捐助金額為 1,164 億元，占基金總規模之 83.49%（參

見附錄六）。 

 

 

 

 

 

 

 

                                                 
51 95 年 12 月 4 日台國（二）人字第 0950180497 號函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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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中央政府捐助成立財團法人明細表 

主管機關 家數 

期末基金 

規模 

（萬元） 

累計政府捐

助基金金額 

累計捐助金

額占期末基

金餘額比例

（%） 

行政院主管 15 550,387 343,204 62.36 

司法院主管 1 200,000 200,000 100.00 

內政部主管 10 207,277 167,810 80.96 

外交部主管 2 5,951 5,451 91.6 

國防部主管 2 616,939 504,000 81.69 

教育部主管 17 914,396 743,075 81.26 

法務部主管 2 4,310 4,300 99.77 

經濟部主管 33 7,538,319 6,029,519 79.98 

交通部主管 7 1,903,856 1,752,857 92.07 

蒙藏委員會主管 2 6,830 5,100 74.67 

僑務委員會主管 1 40,000 40,000 100.00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1 202,880 200,057 98.61 

國家科學委員會主管 1 6,252 2,782 44.5 

原子能委員會主管 3 663 395 59.55 

農業委員會主管 16 927,419 445,739 48.06 

衛生署主管 9 217,699 206,999 95.08 

環境保護署主管 1 1,100 500 45.45 

總計 123 13,344,282 10,651,789 79.82 

資料來源：立法院內部資料。 

理論上，政府以公帑協助設置財團法人，是希望借助民間部門之力量，從

事公益，以補政府部門之不足。然而，因為政府對於財團法人的監督缺乏積極

有效的規範，在規範不明、管理鬆散、設置卻十分容易的情況下，財團法人數

目逐年攀升（立法院預算中心，2007：1214），也成為退休公教人員轉任的另一

條便利管道。研究指出，在眾多的財團法人之中，逾八成是由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以行政命令核准成立的，依據設置條例或相關法律、特別法設置者僅一、二

十家，由此可知設置過程並不嚴謹。另外，審計部查核發現，部分政府捐助的

財團法人執行業務項目有與章程不符情事，其董事長、執行長等高階人員的任

用亦未妥訂薪給標準，有些支薪甚至超過中央政府部長級的待遇，加上主管機

關監督考核不嚴謹，以致於財團法人儼然成為無人看管的財務黑洞（蔡美娜，

2008）。誠如本研究在首章所提及的，民國 93 年 7 月下旬時，監察院調查報告

痛批行政院所屬各機關捐助之大批財團法人淪為「政府酬庸退休高官的養老

院」，退休高官坐領年金及財團法人高薪，所得金錢報酬與付出的時間心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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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不符公平正義。 

監察院調查報告披露之後，考試院銓敘部力求整頓，旋即於 93 年 7 月 30

日通令各機關：「退休公務人員再任創立基金由政府全額捐助成立之財團法人，

且再任期間待遇全數由政府預算支給，並達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

加給合計數額者，應主動通知該財團法人轉報原退休金支給機關，停發其月退

休金及停止優惠存款」52，以期杜絕退休公教人員轉往政府全額捐助成立之財團

法人支領雙薪的行為。 

立法院不落人後，於審查 95 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時，作成第十二項通案

決議，該決議將限制範圍由 93 年銓敘部規範的「政府全額捐助成立之財團法人」

擴充到「政府捐助成立之財團法人」，且其限制方式不是停發年金及停止優惠存

款，而是將原應請領的年金額度與優惠儲蓄存款利息額度自財團法人的薪資中

減除。該通案決議內容為：「為杜絕退休（退伍、退職）公務人員（軍、公、教）

轉（再）任財團法人單位支領雙薪爭議並建立制度，行政院應會同考試院於 3
個月內針對退休（伍、職）公務人員轉（再）任政府捐助成立之財團法人之薪

資規定提出完整配套解決、法制化方案，在完成法制化生效實施前，應依下列

規定辦理，並溯自 94 年 1 月 1 日起適用：1.支領軍公教退休（伍、職）給與人

員轉（再）任政府捐助成立之財團法人職務者，依該財團法人薪資標準之規定

支給，如該職務之月薪超過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數額者

（目前為 31,200 元），其實支月薪應依該職務薪資標準減去其「所支領月退休

（伍、職）金加上公（軍）保養老（退伍）給付優惠存款利息合計數額或一次

退休（伍、職）金加上公（軍）保養老（退伍）給付優惠儲蓄存款利息合計數

額」後之差額支給之，但依法令停支月退休（伍、職）金及優惠存款利息者，

不在此限。2.超過上述支薪標準者，政府對該財團法人不得編列預算補捐助或

委辦業務。」此處立法院所指「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係以所有政府捐助成立之

財團法人為對象。惟政府捐助經費未達法院設立登記之財產總額 50%以上之財

團法人，是否亦應接受此一限制，並非全無爭議。 

銓敘部乃於 95 年 2 月 16 日送立法院審查的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正草案中， 

比照 93 年 1 月 1 日即已生效的「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例」規定：「政務人員退

職再任政府捐助 50%以上之財團法人職務，應停止領受月退職酬勞金及停辦優

惠存款」，增列「退休公務人員再任政府捐助經費達 50％的財團法人職務者，

應停止領受月退休金並停止辦理優惠存款」，惟該草案目前尚待立法院審議中53。 

                                                 
52 93 年 7 月 30 日部退三字第 0932334242 號令。 
53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正草案（包含退休所得合理化改革方案之法源依據、退休公務人員再任財

團法人應停領月退休金之限制規定等），雖於 2006 年 2 月 16 日經考試院送請立法院審議，惟

因第六屆立法院委員任期屆滿前仍未予審議。政府將配合第七屆會期開始後，重新檢討相關條

文後，再納入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正草案中，重行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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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95 年 10 月時，銓敘部進一步發函各機關，再度界定「再 任 有 給 公

職 」 之 範 圍 ：「…『再任有給公職』之範圍，應以該項職務是否由政府預算

（公庫）支薪為認定標準，…本部歷次函釋與上開規定未合之部分，均自即日

起停止適用。另本令發布時，已再任上開規定之「有給公職」且達停發月退休

（職）金及停辦優惠存款之標準者，如仍依上開應停止適用之函釋規定繼續支

領月退休（職）金及辦理優惠存款時，均應自本令發布之日起滿 3 個月後，停

發其月退休（職）金及停止優惠存款」54。 

    總之，立法院為解決雙薪問題，95 年作成決議，要求退休公務人員再任政

府捐助成立的財團法人職務者，其所領薪水須先扣除月退休金與優惠存款利

息，只能領取其差額，並追溯自 94 年 1 月 1 日實施。因此，行政院亦於 95 年

5 月 3 日行文要求各主管機關配合辦理；同時，退休人員如擔任政府轉投資事

業的公股代表，自 95 年 5 月 3 日起，也要在遴聘時簽訂契約比照辦理。 

    其實，財團法人不限於基金會或是一般研究機構，私立學校亦屬於財團法

人之範疇，只是因為私立學校鮮少由政府捐助成立，故其經費使用似乎與公庫

支出無直接相關，因而先前試圖限制公教人員退休轉任支領雙薪的批評並未將

矛頭指向私校。然而慢慢地報章媒體也傳出一些質疑的聲浪，媒體指出私立大

專院校接受政府補助金額十分龐大，故其人事支出並非全然來自私人經費，而

近些年來其所聘用的教職人員當中，不乏由退休公、教人員轉任校長、教務長

或教授者，特別是來自政府機關之轉任者以高階官員為多，很難不讓外界有高

官利用職務之便、行自肥之實之聯想55。 

    由表 4-2 可以看出，私校雖非由政府捐助設立，但政府每年固定提供私校

獎助，已成為私校重要的收入來源之一。以 93-95 年度為例，平均每所私校每

年獲得教育部的獎補助金額達 1 億餘元，而且補助額度仍在持續成長之中；今

年度（97 年度）教育部預算案內編列補助各私立大學及技專院校之金額即高達

165 億元，平均每所私校可以分配到的補助金額已經超越 1.5 億元。立法院預算

中心（2007：1212）還指出，私立學校教職員依法參與公教人員保險，其保費

由政府及學校各自補助 32.5％56；私立學校教職員之全民健保保險費，亦由中

央或直轄市主管教育行政機關補助 35％57；因此，除了前述每年總數多達一百

多億元之獎補助金之外，教育部尚須編列十餘億元的預算以補助私校教職員之

公保、健保費，97 年度此項補助總額預估為 12.5 億元。 

 

 

                                                 
54銓敘部於 95 年通令 10 月 14 日部退二字第 0952680623 號。 
55 參閱 2007 年 9 月 29 日中國時報 A8 版「退休高官轉任私校，輕鬆領雙薪」相關報導。 
56依公教人員保險法第 9 條規定。 
57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1 目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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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近年度補助私立大學及技專校院概況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學校名稱 

 

決算數 學校名稱 

 

決算數 

93 年度 94 年度 95 年度 93 年度 94 年度 95 年度

朝陽科大 139,538 174,533 165,581 大和學院 85,535 77,044 91,481 

崑山科大 134,792 162,239 171,392 中國科大 112,027 117,232 115,508

南台科大 149,038 185,523 180,135 大同學院 57,486 62,609 60,455 

明新科大 118,600 132,465 144,361 僑光學院 81,810 89,969 86,964 

樹德科大 106,886 121,063 129,925 嶺東科大 110,503 116,936 117,858

大華技術學院 85,036 101,720 85,392 環球學院 80,113 89,549 84,434 

弘光科大 128,420 139,018 144,268 致理學院 85,121 77,598 87,168 

輔英科大 145,953 145,319 151,374 醒吾學院 80,034 81,566 76,434 

嘉南藥理科大 168,343 172,826 177,223 德明學院 78,037 90,533 84,165 

台南女子學院 118,654 114,624 129,279 台灣觀光專校 66,800 55,328 67,954 

明志科大 101,687 109,348 101,083 崇右學院 67,020 61,587 51,423 

黎明學院 85,772 67,117 57,371 元培科學學院 87,126 92,791 87,124 

東南學院 99,204 99,751 99,033 中台科大 113,022 108,943 114,211

亞東學院 81,482 70,676 67,082 中華醫事學院 104,467 104,594 105,100

吳鳳學院 92,895 85,741 94,783 大仁科大 120,306 124,773 119,484

正修科大 130,736 146,615 155,322 美和學院 90,190 98,310 95,320 

東方學院 80,948 82,362 73,455 經國管理學院 78,685 68,604 66,398 

華夏學院 85,301 87,366 85,346 長庚學院 161,244 129,224 122,484

蘭陽學院 105,183 90,414 81,795 慈濟學院 118,157 78,647 79,290 

清雲科大 141,411 96,971 118,483 康寧護專 46,283 41,166 53,072 

修平技術 104,364 101,456 93,168 文藻外語學院 97,503 96,724 105,086

聖約翰科大 104,022 112,536 108,428 中國海專 70,550 57,448 44,333 

南榮學院 83,202 77,287 71,142 仁德醫護專校 80,056 59,454 42,081 

永達學院 81,575 78,509 74,291 馬偕護專 51,643 51,119 81,817 

遠東學院 98,295 96,737 117,907 育達商業學院 80,878 91,594 90,986 

中華學院 83,546 99,130 87,701 樹人醫管專校 70,901 56,884 81,991 

中州學院 72,484 70,161 62,113 慈惠醫管專校 59,243 62,397 80,371 

北台科學學院 110,505 105,608 95,674 耕莘護理專科 59,434 43,808 48,438 

南開學院 98,718 101,033 112,392 高美醫護專校 27,111 33,156 32,060 

德霖學院 106,689 87,886 85,657 敏惠醫護專校 25,802 34,566 57,082 

龍華科大 110,119 102,535 117,898 育英護專 13,942 20,201 24,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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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亞學院 87,985 93,313 53,610 高鳳學院 3,848 37,143 36,511 

萬能科大 112,811 118,366 109,482 崇仁醫護專校 0 11,713 34,940 

建國科大 105,702 109,583 110,998 聖母醫護專校 0 12,333 40,982 

親民學院 72,956 65,887 72,172 新生醫護專校 0 13,238 31,881 

高苑科大 93,229 124,644 120,788 私立技專合計 6,481,716 6,572,457 6,692,820

和春學院 95,976 103,326 94,798 私立大學合計 5,784,275 5,956,793 5,972,502

景文學院 94,780 89,987 92,575 總計 12,265,991 12,529,250 12,665,322

補充說明： 

（1） 96 年度法定預算獎補助預算數 15,930,268 千元。 

（2） 97 年度預算案獎補助預算數 16,892,449 千元。 

（3）近三年決算每所私立大學及技專院校受獎補助平均值 : 

   93 年度 116,819 千元，共補助 105 所學校。 

   94 年度 116,012 千元，共補助 108 所學校。 

   95 年度 117,271 千元，共補助 108 所學校。 

資料來源：教育部。（合計數與個別合計金額未符係小數點尾差）。 

由此觀之，教育部按年補助各私校之金額數字龐大，因而公教退休人員轉

任私校職位，其轉任後之薪資實質上形同由政府共同負擔或間接支付，與轉任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性質十分相似。但吾人只見限制轉任財團法人之規範，卻

無退休公教人員轉任私校職位支領酬金之規範，顯然此係一公庫監督管理之灰

色地帶。 

財團法人包括基金會、研究機構與私校，其實財團法人需要監督，公益社

團法人又何嘗不然？公益社團法人是個完全未受關注的範疇，雖然政府捐助的

社團法人數目遠遠不如財團法人，社團法人也不若財團法人擁有龐大的基金經

費，但類似支領雙薪的不合理情形也可能存在於政府捐助的公益社團法人之

內。以社團法人中琉文化經濟協會為例，該協會成立時並未籌募基金，歷年均

向政府機關申請經費補助，其人事費均以外交部每年定期補助款項中支應。但

因協會為社團法人，並非財團法人，在 93 年 5 月銓敘部答覆一項雙薪疑義的查

詢時，表示，「尚無相關法令規範退休公務人員再任社團法人機構應停止領受月

退休金及優惠存款，因此，退休公務人員如再任中琉文化經濟協會之職務，尚

無須停發其月退休金及優惠存款」58。 

不過，儘管現行規範對於退休公教人員再任財團法人所得報酬有所限制，

但理論上，即使是由政府出資捐助的財團法人，也仍是依民法向地方法院辦理

法人登記之民間組織，其職務並不屬於政府機關公職之範疇。因此，法人機構

在公私定位混淆不清的前提下，公教人員退休後若轉任基金會、私立學校或公

                                                 
58 銓敘部 93 年 5 月 24 日部退二字第 0932370816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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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社團法人之職位，是否應受到上述「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2 條第 2 款及施行

細則第 39 條的約束，其實是有若干爭議的。 

三、退休後至私人企業任職 

從財務面來看，私人企業聘用員工時，其人事成本由私人承擔，不需要由政

府負擔，因此現行法規對於公教人員退休後再任於私人部門之情形，除了擔任政

府轉投資事業之公股代表的雙薪限制59、以及不得違反公務員服務法規定之「旋

轉門條款」外，並無其他限制。前者規定，支領退休給與之公務人員擔任政府轉

投資事業之公股代表時，其支薪標準應比照再任財團法人之作法，亦即請主管機

關於遴聘公股代表時，與當事人以契約明文約定，若該職務之月薪超過31,200元

時，其實際支領月薪應依該職務薪資標準，減去其由政府所支給之月退休給與及

優惠存款利息（含一次退休金及公保養老給付）。 

至於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之1的「施轉門條款」，則規定公務人員離職後三

年內，不得擔任與其離職前五年內之職務直接相關之營利事業董事、監察人、經

理、執行業務之股東或顧問，以避免公務人員與私人企業間有不當利益輸送的問

題。此「旋轉門條款」（或稱之為「公務員離職後利益迴避條款」），於民國85

年1月15日即開始公布施行。 

第二節  我國公教人員再就業所得限制之適宜性 

依上節所述，我國公、教人員退休後，若再到政府機關、公立學校或是政

府捐助成立之財團法人服務，其每月薪資報酬自不得高於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

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數額（現為 31,200 元），否則將予以停發月退休金及停

辦優惠存款（或是在薪資中扣除退休金及優惠存款利息）。此一規定，與國外規

定有某些相似之處，但也有不同的地方。我國此一法令規定，是否合宜，未見

任何系統性的評估。本節將以不同的角度，評估此一限制公教人員退休所得政

策的合理性。 

惟在進入評估之前，吾人宜先瞭解受到此一政策影響之實際人數為何。根

據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在 96 年 12 底的查核資料顯示，公務人員

再任公私部門職務人數有 6,477 人，教育人員則有 4,709 人，二者合計總人數為

11,186 人。其中再任於公部門及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的比例是 6.9%，其他均任

職於私部門（93.1%）。值得注意的是「實際達到停領標準者非常少，幾乎再任

公職以兼任為原則，如專任支薪亦在 31,000 元左右」（蘇威郎，2008：103）。由

此可知，實施退撫新制之後，支領月退俸的退休公教人員約有 12 萬餘人（見第

二章表 2-8, 2-9），其中再就職於「有給公職」且薪俸超過 31,200 元的人數，比

                                                 
59 行政院 95 年 5 月 3 日業通函各主管機關，規定支領退休給與公務人員擔任政府轉投資事業

之公股代表之支薪標準，應比照再任財團法人之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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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甚低。 

表 4-3：退休公教人員再任人數 （ 民國 96 年 12 月底 ） 

單位：人 、% 

 再任於公部門或政

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再任於私部門 小計 

公務人員 497 5980 6477 

教育人員 276 4433 4709 

小計 773（ 6.9% ） 10413（ 93.1% ） 11186（ 100% ） 

資料來源：蘇威郎 （2008：103） 

接著本節擬由基本的退休金理論出發，評估此一退休公教人員再任有給公

職應停領年金的法令規範是否與退休金理論契合；其次再以政策評估的四大支

柱為架構，逐一衡量該項政策在公平、效率、自由與可行性上的表現。 

一、年金理論層面之評估 

本文第一章中談及退休金之性質時，提及五項核心理論，分別為賞金理論、

人力折舊理論、延遲工資理論、誘因理論與社會保險理論。若以賞金理論為基

礎來設計員工之年金，則其發放與否以及發放若干，可由雇主全權決定，員工

無權置喙，則雇主附加再就業後請領雙薪的限制條款，似乎是合理的情事。然

而，如同第一章中所言，賞金理論比較適用於雇主對員工處於尊卑不平等的威

權年代，在現今民主社會講求雇主和員工各有權利義務關係的時空環境，已很

難再援引此一理論，以作為設計年金之基礎。因此，我國在民國 84 年之前「恩

給制」的年金體系下，當時退休金是政府對於公務人員忠誠的獎賞，給付與否

的決定權掌握在雇主（政府）手上，確實具有幾分賞金制的色彩，然而其後新

制退撫基金的運作方式與基金財源的改變，已使我國公教人員年金制度的理論

基礎完全與賞金理論脫勾。 

人力折舊理論則假設員工退休之後，人力價值耗盡，已不堪再任新職，因

此亦不適於分析退休人員再就業的相關問題。相較之下，遲延工資、激勵誘因

以及社會保險等三項理論比較具有解釋現代公教人員退休後再就業問題的理論

潛能。 

由遞延工資理論角度切入是相當流行的解釋方式，既然年金具有遞延工資

的性質，為過去堅守岡位努力付出心力的成果，年金之賦益權自然屬於員工所

有。因此，公教人員不論基於何種生涯規劃，選擇離開公職，政府即應依照承

諾，給付退休金，至於其請領年金之後，是否仍繼續到其他組織或留在原單位

工作，不應做為是否給付退休金之考量，亦不應予以限制。惟就公共年金而言，

若退休員工選擇重回原單位或是選擇轉任其他公職，嚴格而言，並無轉換雇主

之事實，只具轉換職務之意義，其雇主仍為政府，則政府應可要求其原有遲延

工資維持遞延原始契約精神，直到該員工真正退離公部門之後，才予提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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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退休金是過去之努力的成果，員工重回公部門或政府捐助成立的財團法

人工作，雇主無法片面取消其遞延工資之賦益權，但根據遞延工資理論的精神，

該項工資應至員工退離該組織時，才能提領，既然員工仍受僱於同一雇主，則

暫時停止發放退休年金，應屬合理之契約行為。 

其次，若由誘因理論角度分析之，吾人會發現雇主必須視組織之人力供需

情況，機動調整年金給付的門檻、給付金額和給付時機，俾使產生最佳激勵或

誘引效果，維持組織充分的人力配置。例如，在組織需要強化人力新陳代謝之

際，不鼓勵退休人員重返公職，以免阻礙新人加入公部門的機會，故不允許支

領雙薪，以降低退休公教人員重返公部門的誘因；而面臨緊急時刻或供不應求

的人力短缺時期，或可允許原已退離的員工支領雙薪，以強化經驗豐富的專業

人力重返服務岡位的誘因。 

最後，由社會保險角度來看，年金制度乃是公教人員個人與政府共同籌措

財源，設立基金，以確保參與者之老年生活無虞的一種社會安全機制。其運作

原則在於藉由強制方式，達到風險分擔的效果；而其風險分擔不只是同一世代

之間的彼此互助，更需要不同世代的共同參與，才能讓曾經繳付保費、已經退

休的人員以及現在正在繳付保費的現職工作者的老年經濟生活，都得到一定的

保障。由此角度觀之，政府作為雇主以及公教退撫基金的經營管理者，不但要

照顧退休族群，也要顧及現職公教人員的權益。對於退休族群的責任而言，政

府只要能夠維持他們退休後一定的生活保障，即已達到任務；但對於現職公教

人員而言，政府必須保證基金能夠永續經營，現職人員才不會落得只盡義務，

卻無法享受相對權利的後果。因此，針對公教人員領取退休年金之後，仍在公

職機構或政府捐助成立之財團法人領取另一份待遇的情況，社會保險理論評估

的標準應在於退休金能否使退休人員養家餬口，達到消除老年經濟風險之基本

目標，若已達成主食無虞之目的，則施加退休所得限制，並無不合理之處；同

時，該項退休金之停發或刪減，得以稍減退撫基金之沈重財政負擔，對於基金

之永續經營，亦為利多。 

歸納上述分析，遞延工資理論主張，退休公教人員若回任公職，其遞延工

資可以繼續展延支付，直至真正退離公部門為止。誘因理論則認為，是否准許

退休人員在公部門支領雙薪，應視公部門組織人力配置之需求，機動調整年金

給付規定，才能達到應有的誘因激勵效果。社會保險理論則強調風險分擔的社

會互助精神，只要退休金給付金額已能提供應有的老年經濟保障，則基金之管

理者有權制定限制支領雙餉的政策。 

二、公平層面之評估 

政府提供各種經濟誘因給公教人員，以吸引優秀人才加入公部門或教育體

系，特別是良好的年金制度，可使公教人員在職時無後顧之憂，努力為民服務

或作育英才，退休後飴養天年，立意良好。尤其我國早期公教人員薪資微薄，

若要招募及留任優秀人才，必須提供比民間部門更為優渥的年金制度，才能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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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惟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開展，公教人員薪資所得逐漸調整至與民

間部門相當，甚至於計入退休福利之後，公教人員的行業已成為人人稱羡的「鑽

石飯碗」60。因而在這幾年臺灣整體經濟不景氣及政府財政困難的情形下，報

章雜誌或電視媒體報導一些政府高官轉任財團法人或私校，同時領有雙份高薪

的個案時，自然容易引人側目，並讓一般社會大眾階層產生相對剝奪感，深感

不平。以下本節擬由公私部門員工之比較、公部門同儕之間的比較、以及特權

利用等三個角度，分析支領雙薪不符合社會公平的根源所在。 

（一）公私部門勞動報酬之比較  

第二章第三節的分析指出，在市場利率為 2%的假定下時，我國公教人員

平均退休所得約為退休在職時之七成（女性）至八成（男性），高於許多歐美國

家的所得替代率，甚至於部分人員因處於退撫新舊制交替時代，得享有 18%的

優惠存款利率，以致於退休所得替代率超過 100%以上。相對地，我國一般勞

工工作滿 30 年後，其平均退休所得替代率只有四成。二者比較，自然會引發一

般勞工階層人員的不滿。在此一前提下，若不限制退休公教人員轉任公職之薪

資上限，社會一般民眾之相對剝奪感，必然更加強烈。 

而為退休公教人員兼職一事維護者則認為，單就所得替代率進行比較，未

必公允。因為社會民眾對於公教人員有較高之期待，所以公教人員任職期間，

有不得兼職之限制，無法像民間部門人員一般，得以自由兼職賺取外快。再者，

高科技等民間產業所發放的績效獎金或年終獎金額度之高，令公教人員難以項

背。此外，與民間部門薪資水準相比，初階公教人員固然待遇較佳，但是高層

公教人員之薪資，則遠不及民間部門高階主管優渥。他們認為，既然退休金屬

於延遲薪資之性質，在比較公私部門退休金孰高孰低時，自應將在職薪資、延

遲薪資與各項福利一併加總比較，才屬合理
61。 

                                                 
60 見 2007 年 3 月 19 日經濟日報「公務員高薪，鐵飯碗變鑽石碗」，

http://www.wretch.cc/blog/fsj/ 6479244（2008 年 7 月 20 日點閱）。 
61例如前銓敘部主任秘書葉長明先生提供給本案的書面意見中有謂：「退休金是員工整體薪資報

酬的重要一環，民間其他行業從業人員的薪資結構，除貨幣報酬的各項薪给、津貼、獎金、加班

費及實物報酬的膳宿、交通車、其他物質給與外，尚有分紅、配股等措施，最近 IC 設計產業員

工分紅配股改為費用化的會計制度，估計平均影響每家公司純益的 25％，因此項紅利收益頗多，

故能吸引及留住人才，而毋需依賴較優渥的退休金去爭取人才。公教人員早期薪俸微薄，退休金

基數內涵僅按本俸（薪）計算，不敷養老之需，因此推行退休制度改革，以期適度提高所得替代

率，吸引優秀人才加入公教行列。…公務人員與國家之關係，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已由特別權

力關係轉換為公法上的職務關係，但其行為仍因職務關係受到較民間其他行業從業人員更嚴苛的

各種法律限制，除一般民事、刑事責任之外，尚有公務人員專屬的行政責任、營生謀利及兼職亦

受到重重限制。渠等負擔的退休基金、公保健保費用，普遍相對提高，若要將這兩類人員退休制

度相互比較，勢必從整體薪酬待遇結構全面加以探討，始符客觀公正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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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所言，固然言之成理，不過，根據行政院主計處公布的數據資料62，

若以民國 94 年的在職薪資、退休金、保險和各項福利加總之勞動報酬為基礎進

行比較，則公教人員之平均勞動報酬遠高於民間企業員工之勞動報酬。中央政

府受雇員工的平均勞動報酬最高，每人 177 萬元，各地縣市政府平均 111 萬元，

臺北市政府則為 99 萬元。同年民間部門工業和服務業受雇員工的勞動報酬為

59.6 萬元，其中只有水電燃氣業平均勞動報酬值為 122.9 萬元，堪與公務人員

匹敵，然而主計處官員特別指出，水電燃氣業事業當中有七成是台電員工，台

電是國營事業，雇員薪資和福利與公務人員相近。至於一般稱羡的金融行業，

其勞動報酬為 89 萬元，仍然比不上公務人員。主計處官員同時表示，若不計入

退休金，則中央政府公務員的勞動報酬下降至 90 萬元，與金融行業幾乎相同。 

    造成公私部門員工所領取的勞動報酬有相當差距的主要原因是退休金因

素。公務人員退休金除了所得替代率較高之外，領取退休金的月數比上班時間

更長，因此在有生之年所支領的總退休金超過工作總薪資的情形，並不為奇。

依現行規定，公教人員任職滿 25 年自願退休者，以年滿 50 歲為支領月退休金

之年齡條件，因此許多公教人員得以在 50 歲壯年之際即開始支領月退休金，加

以國民平均壽命不斷延長，造成公教人員支領退休金年數超過服務年數的現

象。相對的，不論是適用勞退舊制或勞退新制的員工，都無法與公教人員享受

同等的待遇。勞退舊制下，勞工必須在同一事業單位工作 15 年以上、年滿 55
歲者，或在同一事業單位連續工作 25 年以上者，才能領取一次退休金。勞退新

制下，雖然多了月退休金制度設計，但必須年滿 60 歲，且工作年資滿 15 年以

上才得請領；若年滿 60 歲，工作年資未滿 15 年者，亦僅能給予一次給付退休

金。 

總而言之，若不細究個人所服務的產業或職位等級的差別，僅比較公私兩

大部門的平均勞動報酬的話，公教人員的退休待遇確實比民間員工優渥許多。

因此公教人員若除了退休年金之外，仍可不受限制的領取第二份薪餉，確實不

利於社會公平價值之維護。 

（二）現職公教人員衡平性之比較  

公教人員年滿 50 歲之後，退休轉而尋找職場「第二春」，領取雙薪，導致

其退休所得超過具有同樣才能、付出同等心力的現職公教人員，自然有失衡平

性之原則。尤其是因為年金制度設計不善，造成某些退休人員之所得替代率高

於 100%，其退休給付有高於現職待遇的詭異現象，此勢必破壞勞動與工作價

值，影響現職公教人員之工作意願，不符公平原則。 
                                                 
62見 2007 年 3 月 19 日經濟日報「公務員高薪，鐵飯碗變鑽石碗」報導，http://www.wretch.cc/ 

blog/fsj/6479244（2008 年 7 月 20 日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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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權利用  

另一項違反社會公平正義的根源來自於轉任機會的不透明與特權作業。在

我國目前令人垢病的政治生態下，能夠在退休後再任職政府捐助成立的財團法

人職務，薪資達到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數額（31,200 元）

者，大部分是達到一定官階且人脈關係良好的公教人員。官階不高、人脈不廣

或配合度不高的公教人員退休後，想再尋找薪水超過上述標準的公務機關或財

團法人職位並不容易。不少個案顯示，擁有特權的退休人員以其在職時對於執

政黨的貢獻和高度的配合度，退休後自然而然成為執政黨優先酬庸的對象，而

且酬庸之財團法人職務之月薪甚至於高於原職薪俸，根據一項立法委員彙整審

計部資料的報告指出63，94 年度退休公務人員轉任政府出資逾五成的財團法人

高階職務，月薪逾 10 萬元者共計 31 人，其中有 5 人的待遇超過部長級 18 萬 5

千元的薪資水準。 

每年薪資動輒七、八萬，甚至於二、三十萬，如仍照樣領取優渥的月退休

金及享受 18%的優惠存款，而且又因為政治酬庸，無法展現應有的治理績效和

專業能力，自然對不起負擔財團法人薪資的納稅人。此一利用特權所造成就任

新職機會的不平等，也是退休公教人員領取雙薪引人非議之處。 

三、效率層面之評估 

任何一項政策，不能只照顧公平面，而忽略效率面之意涵，公教人員再就

業之所得限制政策亦不例外。特別是對於退休再就業之薪資設立上限，必然會

影響到在職人員與退休人員的相關決策，進一步影響到整體社會人力資源的供

需均衡，不得不慎。 

    批判公教人員再就業的常見論調包括「會排擠年輕人的就業機會」的指控。

例如在教育人員方面，有報導指出，有不少公立中小學的校長，偏好為退休教

師特別保留代課教師的職缺，因而減少年輕「流浪教師」的就業機會；還有國

立大學退休教授及政府高官，紛紛轉任私立大學，也讓許多新科博士無法順利

進入學術界任教。不論此事是否為真，但由社會整體人力資源的運用效率來看，

一份職缺，由充滿活力的年輕人填補較佳，或是由經驗老到的退休人員接替，

必然因工作性質之差異而有不同的答案，無法斷定孰優孰劣。公立小學或許適

合比較年輕的老師，但到私立大學任教，國立大學教授因經驗豐富，資深官員

因有實務經驗，亦頗受歡迎64。同一個職位，何者填補之經濟效率較高，因人而

異，沒有定論。 

    同理，政府在指派財團法人基金會的董事長和執行長人選時，若能甄補合

適的人才，則不論是新進人員或是退休人員，皆可達到效率之極大化。例如，

                                                 
63 聯合報 2006 年 10 月 2 日 A4 版 
64參見 2007 年 9 月 29 日中國時報 A8 版「專業實務兼具，學生反應不差」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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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由行政經驗豐富的公務人員轉任政府成立的財團法人，正好可以順利銜接政

府委外工作，不會產生新手上路的磨合問題，可在人民與政府之間搭起公私合

夥的橋樑，快速回應社會的需求，進而提升國家整體的競爭力。然而，若是僅

以政治酬庸為人才指派之唯一考量，則極有可能所託非人，而且因其工作績效

與薪資並未具有連動關係，故不論是人事費用之支出效率，或是財團法人之治

理績效，皆將帶來草率浪費而不符合經濟效率的結果。 

    因此，由效率面來看，是否限制退休所得並非關鍵，適才適位才是最重要

的核心。若因限制退休所得上限的政策規定，導致退休人員不願充分貢獻其潛

能，將對國家生產力有所斲傷。尤其我國許多公教人員 50 歲左右即已退休，體

力仍佳，在公務體系或教育機構中長期累積的經驗與專業，尚待繼續發揮，若

不善加利用，無疑是社會巨大投資的一種浪費。何況我國與其他先進國家一樣，

開始面臨嬰兒潮進入退休潮階段，未來人力不足的壓力將會逐漸顯現。全國教

師會理事長吳忠泰先生在接受本研究團隊訪問時即曾指出，教師會並不贊成退

休老師再回學校支薪任教，但亦有例外情事，例如某國中發布代課教師甄選公

告十次，每次皆乏人問津，迫不得已只好禮聘退休老師任教，以解決問題。前

章亦提及美國聯邦及地方政府皆允許在人力嚴重短缺之際，退休公教人員回任

可以保有雙薪的彈性做法。 

四、自由層面之評估 

分析過限制退休所得政策對於公平和效率層面之影響後，本文繼續由憲法

保障工作自由的層面，討論該規範是否有違憲之虞。 

我國憲法第 15 條規定：「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

因此人民享有自由選擇工作之權利，退休公教人員亦屬於一般人民，自不應排

除在保障之外，其退休之後，應當享有再就業之工作自由。而且，大法官釋字

第 514 號解釋文明白揭示，關係人民工作的條件限制，必須依憲法第 23 條之規

定，以法律定之。憲法第 23 條規定：「以上各條列舉之自由權利，除為防止妨

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利益所必要者外，不

得以法律限制之。」換言之，政府欲限制人民之基本人權時，不但要合乎憲法

第 23 條揭櫫之理由，亦得以法律手段為之。因此像是公務員服務法第 14 條之

1 規定的公務員旋轉門限制，限制公務員於其離職後三年內的工作選擇自由，

即是為了增進公共利益所設的必要限制。 

欲限制退休者轉任政府機關、公立學校、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乃至於私

立大學，亦須符合憲法第 23 條「增進公共利益」的公益原則，才不會有違憲之

疑慮。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2 條第 2 款規定：「領受退休金後再任有給之公職者，

應停止其領退休金之權利，至其原因消滅時才恢復。」此一規定，應是為了增

進公共利益而來，正如同大法官釋字 280 號所解釋的，公教人員退休後再任公

職所以受到限制：「…係為維護退休制度及避免公庫重複負擔。」以及大法官釋

字 464 號解釋所言，就任公職時重複領取公庫支付之薪津，將違反一人不得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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俸之原則，因而加重國家財政之負擔。易言之，為了維護一人不得支領兩俸的

給付公平性原則，以及避免國家財政不當之負荷，限制退休人員支取雙薪的政

策，完全符合納稅人的共同利益，並無牴觸憲法之處。 

    此外，單純由工作自由權角度觀之，退休公教人員再任職的限制並非真正

剝奪其工作自由權，而是限制其退休所得，再任者可以選擇領取月退休金加上

不高於 32,100 元的月薪，或是暫停領取月退休金，而改領更為優渥的新職月薪。

不管其選擇為何，相對於退休人員可以領取的優渥退休金總額而言，此一退休

所得的條款限制，應尚符合比例原則。 

美國羅德島州（Rhode Island）的法律規定，公立學校的教職人員退休後，

若再就業，其薪資所得每年不得超過美金一萬元，否則停發其退休年金。1997
年時，該州某位退休教授重返原先任教的公立大學擔任兼任教授，兼任教職所

得超過一萬元美元，政府裁定停發其年金。該教授不服，提起訴訟，控告州政

府停發年金之裁示違憲。然而最高法院最後判決，為了公共利益，羅德島州的

退休所得限制規定並無違憲之處65。 

惟姑且不論我國退休所得限制規定是否符合公共利益，是否符合比例原 

則，此等停發月退休金及暫停辦理優惠存款之措施，屬於限制人民之自由與權

利事項，依憲法 23 條之精神，必須以法律明文規定之。然而目前我國僅以施行

細則作為補充性的規範，在合憲性上自然有其缺憾，因此未來若欲持續執行此

一政策時，自應納入修法條文之參考。 

五、技術可行性之評估 

一項立意良好的公共政策，若其技術可行性太低，則執行成效可能大打折

扣，甚至於名存實亡。就目前法令規定內容來看，我國公、教人員退休後，若再

到政府機關、公立學校或是政府捐助成立之財團法人服務，其每月薪資報酬不得

高於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數額（現為 31,200 元），否則將

予以停發月退休金。此一規定衍生出一項技術性問題，亦即所謂的 31,200 元上限

是指名目薪資，還是實質薪資？其他各項福利、補貼與交際公關費用等是否計

入？ 

根據一不具名的受訪者指出，此一上限規定，極易衍生漏洞。某些財團法人

為了規避此一所得限制，刻意將受雇人員之正式俸額壓低在 31,200 元之下，但另

以「其他福利措施」予以補貼。這種報酬模式，表面上雖屬合法，但實際上卻毀

損政策執行時的公平性與法令的公信力。這種刻意規避法律的行為有其實質查核

上的困難，對於政策可行性所言，是一項負面因素。 

因此，規定表面上固然可行，但容易衍生漏洞，而且對於人力運用確實有不

                                                 
65 參見 httpt://chronicle.com/che-data/focus.dir/data.dir/0318.97/rhodeisl.htm （點閱日期：

2007/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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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之影響。斧底抽薪的辦法是修改退休年齡、所得替代率，實質延後退休，公平

性提高，也不會影響到效率。 

 

六、小結 

以上運用政策評估的架構，對於我國限制公教人員賺取退休所得的政策，

予以扼要的分析說明。總之，限制退休所得的政策符合公平層面的要求，但未

必有利於人力資源配置之經濟效率原則；而在工作自由權的維護部分，該項限

制所得雖未牴觸憲法，但需要修法給予法律位階的明文規定，以補現今以行政

命令規範的立法技術缺憾。至於可能造成的以不同支出名目補充薪資上限的取

巧方式，屬於不易規範的執法技術問題。 

從上一章（第三章）對於幾個國家的案例討論裡，我們可以發現，限制退

休人員再就業政策是個十分弔詭、難以兼顧公平和效率的問題。不少先進國家

的人口結構漸漸走向高齡化，為了提升勞動參與率，其政府開始積極鼓勵退休

人口回任，不再為了維護公平性，而強烈限制支領雙薪的行為。他們也利用類

似紐約州的 211 豁免條款以及英國的彈性退休制度，強化退休公教人員繼續留

在職場工作的經濟誘因。 

與國外作法相比，我國現有法令規範的彈性空間較小，缺乏允許在緊急狀

況或人力嚴重不足時可以鼓勵人力回流的豁免條款。此除了與我國尚未出現人

力嚴重短缺的原因有關，或許與民眾對於政府缺乏信任亦有些許關聯，民眾害

怕在現今的政治生態下，如同大多數漫無章法的公設財團法人一般，退休所得

限制的豁免條款成為另一個為特權份子濫用的財務黑洞。 

    最後，在進入下一章討論退休公教人員轉任之癥結原因及改革方式之前，

本文扼要討論退休所得之限制是否應擴及轉任私人企業之問題？依據目前之法

令規範，公教人員退休後轉往私人企業任職或自行創業，不受上述不得支領雙

薪的限制。究其理由，主要是此類行為對於社會公平的衝擊較小，一般民眾的

反對聲浪不像再任公職一樣的強烈。一般認為，私人企業唯才是用，少有酬庸

性質之聘雇行為，故只要符合利益迴避原則，在憲法保障人民就業自由的理念

下，退休教師或官員服務於私人企業，賺取另一份薪資，不僅合理正當，也能

將尚有利用價值的人力資源發揮到淋漓盡致。更重要的是再任於私人企業，對

於國家財政並未帶來額外的負荷，並無可能損害公共利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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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制度癥結與改革方向 

    退休公教人員在領取公共年金之後，再度投入就業市場，就會形成所謂的

雙薪現象，不只影響到國庫的財務結構，也會影響到社會資源分配的公平性以

及人力資源供需的平衡。嚴格來說，若撇開外在大環境因素不計，雙薪現象之

發生，往往與年金本身的制度設計有關，尤其是與退休年齡門檻與所得替代率

兩項關鍵性的制度設計有關。例如，退休條件寬鬆，以致於公教人員雖仍處於

身強體健、極思有所作為的人生階段，但已累積足夠的年資，也到達可以申請

退休的年齡，若再加上退休後的年金給付還算優渥，即使退離再創事業第二春

的嘗試宣告失敗，亦無損日後基本生活的保障，如此一來，公教人員想要提早

退休、投入不同職場的誘因便會十分強烈。 

    當然，除了年金制度本身的設計會影響到公教人員的提早退休與再就業的

決定之外，我國威權解構之後，政黨輪替衝擊到過去相對穩定的行政組織文化，

沉重的教育改革壓力造成的人心浮動不安，以及公教人員退撫基金提撥不足與

國家財政的迅速惡化，都是間接造成公、教人員提早退休的大環境因素。尤其

退撫基金的破產危機更是許多公教人員心頭的夢魘。根據估算，最快在民國

105~110 年之間，退撫基金的提撥加計投資收入便無法支應年金的給付，屆時

基金即進入所謂的乾涸期（邵靄如，2007）。此一乾涸危機，造成搶辦退休的人

數大幅擴增。而且，我們還會發現，上述兩項造成雙薪問題的制度性因素 – 退

休年齡偏低和所得替代率優渥，不只是公教人員提早退休的重要原因，也是造

成退撫基金財政困難的主要根源。可見退休年齡門檻與所得替代率的問題是吾

人處理雙薪問題時，必須予以正視的首要問題。因此，本章將分節陳述這兩項

課題，並提出對應的改革方案。 

第一節  退休年齡門檻之設計 

一、癥結原因 

依據本文第二章表 2-9 及 2-10 的資料，可以明顯看到公教人員退休年齡逐

年下降的趨勢，公務人員由 85 年的 61.14 歲降至 96 年的 55.47 歲，教育人員則

由 85 年度的 56.64 歲降至 96 年度的 53.76 歲。造成平均退休年齡過低的原因是

年金制度設計上的瑕疵，以致於形成某種程度上鼓勵早退的誘因。依據現行規

定，我國公務人員任職滿 25 年以上自願退休者，年滿 50 歲即得選擇支領月退

休金，而且還有 55 歲退休時，還可以加發 5 個基數之一次退休金優惠規定。因

此，不論是由第三章表 3-3 的數據（公務人員退休年齡及服務年資之國際比較）

或是由下列表 5-1 的數據進行比較，都可以發現我國公教人員退休年齡要件的

規定比起他國略顯寬鬆。表 5-1 顯示，我國公教人員退休金之起支年齡最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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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歲時，而可領取月退休金的年限則約在 13~29 年之間。相較於英美德韓，我

國起支年齡最低，支領年限也偏長。 

表 5-1：各國公務人員退休金起支年齡一覽表 

國 
家 

性 
別 

平均 
壽命 

公務人員退休金（職業年金）起支年

齡 
月退休金領取年限 

美 男 74 * 55 至 57 歲（任職年資 30 年）或 12 至 19 年 
國 女 80 62 歲（任職年資 5 年） 18 至 25 年 
英 男 75 

60 歲 
15 年 

國 女 80 20 年 
德 男 75 

63 歲 
12 年 

國 女 81 18 年 
韓 男 72 

60 歲（並有過渡規定） 
12 年 

國 女 80 20 年 
我 男 73.2 * 50 歲（任職年資 25 年）或 60 歲 13.2 至 23.2 年 
國 女 79.1 （任職年資 15 年） 19.1 至 29.1 年 

資料來源：吳容明（2006：15）。 

其實，我國公教人員退休年齡不斷下降的現象，與國際最新數據及退休政

策背道而馳。由於人類壽命的延長以及經濟不景氣的緣故，國外一般人民（包

括公教人員）的服務年限有逐漸增加的傾向。以美國為例，其勞工統計局資料

顯示，2006 年時，年逾 65 歲者，27％仍有工作，但 1985 年時，該比例只有 18

％而已。該局預估，未來十年之間，美國 55 歲以上的勞工人數的增長速度將是

全體勞工成長率的 5 倍以上66。另外，「美國退休人員協會」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 於 2008 年 4 月間向 1002 個人進行的一項調查發現，在 55

到 64 歲之間的受訪者之中，有 32%的受訪者認為，因為經濟衰退的因素，讓他

們不得不選擇延後退休，所以美國人屆齡不退休，要繼續打拚，為自己累積更

好的老年經濟保障，已逐漸形成趨勢。而本文在前面的章節中，也提到美國、

英國、日本等國延後退休金之起支年齡或要求員工選擇「逐步退休」（phased 

retirement）的因應措施，目的皆在有效的繼續運用社會中 50~65 歲階層的成熟

人力。 

如同國際趨勢一般，台灣人口的平均壽命也呈現穩定上升的情形（表 5-2）。

只是平均壽命增加，我國公教人員但卻未如同其他國家的勞工一樣，延後退休

年齡，反而紛紛提早退休。此一與國際勞動趨勢不相符合的情形，不只加重我

國國庫支付退休年金的負擔，也因為退休公教人員年紀尚輕，造成再就業時支

領雙薪的公平性困擾，凸顯出我國允許公教人員過早退休的副作用。由此判斷，

                                                 
66 參見 http://www.ctjob.com.tw/JobNews/JobNews.aspx?ArticleId=3583&NewsTypeId=1(點閱日

期：2008 年 9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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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教人員的退休年齡門檻已到了應隨時代發展重作調整的關鍵時刻了。 

我國公教人員退休年齡過低的現象，顯然已是多數人的共同看法。本研究團

隊整理自「國家政策網路智庫」線上民眾的意見，發現線上民眾一致認為現行公

教人員退休年齡規定有重新檢討的必要。他們指出，目前 50 歲即可退休的年齡

門檻，搭配現今出生率逐年降低且人口急遽老化的大環境因素下，容易造成政府

財政的沉重負擔。線上民眾並認同將公務人員退休年齡適度延後的改革方向，因

為 50 歲正值壯年時期，在此時退休，雖有助於公務體系的新陳代謝，但是實務

經驗卻未能及時傳承給新進人員，非常可惜；而且 50 多歲正值經驗及專業累積

達最巔峰之際，過早退休造成公務人才資源的浪費。他們建議，延後退休年齡之

政策修正，應採用漸進式配套措施，可以利用服務年資及退休年齡搭配適合的減

額年金或展期年金，或是延後退休的補償金等方式搭配，以降低政策衝擊，提高

政策改革之可行性。網路智庫民眾意見，請參見附錄三。 

表 5-2：我國人口平均餘命 

單位：歲 

  85 年 86 年 87 年 88 年 89 年 90 年 91 年 92 年 93 年 94 年 95 年

兩性 74.94 75.54 75.75 75.9 76.45 76.74 77.18 77.33 77.46 77.41 77.89

男性 72.37 72.97 73.12 73.32 73.82 74.06 74.58 74.76 74.67 74.49 74.85

女性 78.04 78.6 78.92 78.97 79.55 79.9 80.22 80.31 80.73 80.79 81.4 

資料來源：內政部 http://www.moi.gov.tw/stat/ 

二、改革方向 －提高請領月退休金之年齡門檻 

管理學大師彼得杜拉克（Peter Drucker）2002 年時出版新書《下一個社會》

（Managing in the Next Society），在書中提出預言，至遲到 2030 年，先進國家的

人民必須要工作到 75 歲，才能領取全額退休金（Drucker，2002：249）。在現時

看來，75 歲才得退休未免過於辛勞，但該預言所隱含的延長工作年齡勢在必行

的假設，已獲得許多證據的支持。例如，Milligan 與 Schirle（2007）的實證研究

發現，自 1990 年代起，加拿大 55 至 69 歲的人口，不論是男性或女性，重回職

場的退休人力越來越多；其調查結果為 55 至 69 歲加拿大人口當中，實際領有雙

薪的比例為 11%，其中又以 61 至 65 歲族群比例最高，超過 65 歲之後，兼領年

金和工作薪資的雙薪現象急遽下降；其他國家的實證研究也有類似的結論。由此

可知，只要年紀不滿 65 歲，不論形式上退休與否，不論是公教人員或是民間雇

員，繼續堅守岡位延後退休或是退休後重新投入職場，乃是一項愈來愈明顯的時

代趨勢。 

因此，若政府希望「嚴格」限制退休人員支領雙薪的行為，以 65 歲做為界

線，應該最能兼顧人力資源使用之效率以及社會公平之要求。不過，驟然將公教

人員請領退休月俸的年齡門檻由目前的 50 歲延長到 65 歲的政策建議，影響層面

過大，政治可行性太低。吾人以為，考試院銓敘部於 95 年 2 月 16 日函送立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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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的「公務人員退休法草案」中的「退休條件不變，請領月退休金年齡延後」

方案，實屬可行之方案，如能通過實施，應可大幅減少退休後繼續支領雙薪的人

數。因此，本研究同意該退休法草案之建議如下： 

（一） 延後自願退休人員之月退休金起支年齡  

自願退休條件不變，仍維持在「任職滿以上 5 年以上，且年滿 60 歲」與「任

職滿 25 年以上」。但自願退休人員如擬領取月退休金者，應符合下列條件之一： 

1. 任職滿 15 年以上，且年滿 60 歲者。 

2. 任職滿 30 年以上，且年滿 55 歲者。 

    亦即符合自願退休條件，但不符合上述兩項條件之一者，仍可支領一次退休

金，但支領月退休金的條件由原先最低 50 歲年齡條件延後至 60 歲，不過對於任

職年資較長（如任職年資達 30 年以上）者，則以 55 歲為最低之月退休金起支年

齡。 

（二） 搭配展期年金及減額年金之設計  

除了延後月退休金起支年齡之外，另可引進展期年金與減額年金之設計，

以增加年金制度之彈性，符合不同公教人員之生涯規劃。展期年金的特徵是「自

願退休年齡」與「月退休金領取年齡」分離的規定，符合自願退休條件但尚未達

月退休金領取年齡者，仍可以辦理退休，但由於退休時尚未符合月退休金領取條

件，因此必須等到年齡符合規定時，才開始領取月退休金。「減額年金」則為年

齡未達領取月退休金年齡，但又不想繼續等候的退休人員，提供另一種彈性的選

擇管道，亦即年齡未達月退休金起支年齡的自願退休者，提前領取月退休金，但

領取額度應按提前年數依固定比例減額發給。依據退休法草案之規劃： 

1.年資介於 25~30 年之間，且未滿 60 歲之自願退休者，除了選擇退休時領

取一次退休金之外，也可以選擇先辦理退休，但等到年滿 60 歲再領取全額月退

休金。亦可提前於年滿 60 歲之前領取「減額月退休金」，每提前 1 年減額 4%，

最多得提前 5 年，減額 20%。 

2.任職滿 30 年以上，年齡未滿 55 歲者，亦得選擇（1）領取一次退休金，（2）

或先行辦理退休，但至 55 歲時再領取全額月退休金，或（3）減額月退休金。 

3.領取減額月退休金人員，終身按減額比例領取，但其公保養老給付與選擇

展期領取月退休金人員相同，均得在辦理退休時立即領取。 

    展期月退休金與減額月退休金的設計，主要目的在於提供有意轉業及不適任

人員有早日另謀出路的機會，而且會減少人員繼續留在公務體系內所累積的年資

基數，也可稍減退撫基金的財務壓力67。特別對於國小與國中教職人員而言，可

                                                 
67依據「國家政策網路智庫」線上民眾之看法（參見附錄三），大多支持展期年金和減額年金的改

革方向。他們認為，將支領年金的年齡與退休年齡分離，是現今世界潮流，可以減輕財政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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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具有一定的吸引力。因為國中、國小教師的工作環境與一般公務機關不同，年

紀較長的教師容易感到體力不堪負荷，而且較早產生職業倦怠感，倘若過度延長

退休年齡，可能會使教學熱誠與教學品質下降。因而建議搭配展期年金將退休年

齡與領取年金之年齡脫鉤或是採用減額年金的彈性作法，以舒緩延後月退休金起

支年齡可能帶來的副作用。 

（三） 保障現職人員及過渡措施 

為了避免政策之調整變動，引發在職人員之反彈，因此建議新方案實施之

前，已符合「任職滿 25 年以上，且年滿 50 歲者」，仍採用舊規定領取退休金，

不受新方案之影響。至於方案實施時，尚未取得「任職滿 25 年以上，且年滿 50

歲」的請領月退休金條件的現職人員，則採行漸進之過渡措施，逐年往後延長退

休年齡，使影響層面減至最低。 

此一過渡措施即是俗稱之「75 制」轉成「85 制」68的 10 年過渡方案。在新

案正式施行後的前 10 年內，公教人員若欲於退休時立即領取月退休金，除應符

合任職滿 25 年及年滿 50 歲之條件外，尚須符合下列條件： 

任職年資 + 年齡 ≧ 退休年度指標數 

此處所謂「指標數」，在新方案實施之第 1 年時設定在 75，換言之，在方案

實施第 1 年時，月退休金領取條件不變，仍維持在「任職滿 25 年且年滿 50 歲」。

第 2 年起，以逐年加 1 的方式提高指標數，第 10 年指標數為 84，第 11 年以後指

標就維持在 85；亦即在第 11 年後，任職滿 25 年以上辦理自願休者，其月退休金

起支年齡是 60 歲；如任職年資較長達 30 年以上者，月退休金起支年齡為 55 歲。

「因此，法定指標數雖將逐年增加 1 單位，由 75 增加至 85，但公務人員每多任

職 1 年，其年齡及服務年資均同步增加，等於增加 2 單位，因此公務人員個人指

標數增加之速度，高於規定之指標數，使公務人員個人之年資與年齡合計數額容

易追趕指標數逐年調高速度，應屬於溫和漸進之過渡改革措施」69 

                                                                                                                                            
提高人力資源的運用情況下。特別是可以有效降低退休人員「支領雙薪」的情況。同時具有降低

提前退休誘因的作用，使得仍具生產能力的人力資源不被浪費。 

雖然民眾一般認為展期年金與減額年金有其可行性，但仍有民眾提出必須呼籲要注意配套措

施和基本條件的設立，實行方式須以漸進為主。畢竟，展期年金的實施，必然減少公務人員自願

退休的誘因，除非政府同時建立嚴格的公務人員汰舊換新制度，否則平均退休年齡延後的結果，

也可能將造成公務體系年齡老化，人事汰換延緩，行政效率難以提昇的負面效應。另外須訂定合

理的減額幅度，不應有提前領取退休金利益大於屆滿年齡領取的情形發生。 

68外界所指「75 制」即將舊制年資滿 25 年、年滿 50 歲，即得支領月退休金規定中之 25 年與

50 歲相加所得之數額。而所稱「85 制」即是新方案中規定須服務滿 25 年、年滿 60 歲，才得

領取月退休金之年齡規定，其 25 年任職年資與 60 歲合計數額為 85。 
69 見 2006 年 2 月 20 日銓敘部新聞稿「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正草案重點說明」，

http://www.mocs.gov.tw /class/news_view_1.aspx?news_id=20060220132953505（2007 年 12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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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吳容明（2006）之分析，會因月退休金起支年齡延後而受到衝擊的人員

主要是年齡分布為現年 47 歲以下人員，且任職年資達 22 年至 15 年者，其影響

人數計約 3 萬多人，其請領月退休金必須往後延後 1 至 5 年不等。 

第二節  年金所得替代率之設計 

    根據 OECD 的調查，年金所得替代率愈高，提早退休的誘因愈強（OECD，

2006）。此與 Milligan 和 Schirle（2007）的實證研究發現一致，他們兩人針對

加拿大 55 歲至 69 歲的退休人口進行問卷調查，發現有七成左右的人指出，影

響其是否退休的最重要因素是經濟條件是否成熟，一旦自己的經濟條件已允許

安享晚年時，通常就會願意退休，其他的個人健康因素和工作興趣因素都還在

其次。由此，我們可以推論我國公教人員相對優渥的年金給付，是公教人員提

前退休的重要原因。提前退休之後，才會造成再就業的支領雙薪問題。 

    我國公教人員月退休金給付相對優渥的事實，可以經由比較各國的退休所

得替代率得知。所謂年金所得替代率是指退休人員在退休後所領退休金占退休

前薪資所得之比率，亦即「退休所得」除以「在職所得」的百分比，而退休所

得和在職所得之計算方式如下70： 

退休所得=月退休金+每月公保養老給付優惠存款利息+（年終慰問金/12）， 

在職所得=本俸或年功俸+專業加給+主管職務加給+（年終工作奬金/12）。 

    替代率用以衡量退休前後生活水準的相對差距。一般而言，退休所得替代

率固然不能過低，以免無法保障退休後應有之生活水準，但亦應與現職人員待

遇有合理差距，以免造成同一世代間之不公平，影響現職人員之士氣。  

    依據我國現行退撫新制之設計，公務人員月退休金之所得替代率約為 70
％，與國際相比，應尚在合理範圍。因為 OECD 國家中，一般人民（含公教人

員）之平均退休所得替代率介於 48％與 73％之間（參考第三章表 3-6），而其

                                                                                                                                            
日點閱）。 
70年金所得替代率係「退休所得」除以「在職所得」之百分比，有關「退休所得」與「在職所

得」之內涵，本研究係參採 95 年 2 月 16 日實施退休所得合理化改革方案之定義，惟該項定義

是否合適，曾經引起諸多討論，如吳泰成（2007：14）批評銓敘部在所擬方案中，對於「現職

所得」計算不當，導致「退休後所得」被過分誇大。另如黃世鑫、郭建中（2006）則認為現職

所得不應包括主管加給、現職所得不應以稅前所得為計算基礎、應加入考慮退休後再就業之所

得等。本研究召開學者專家座談時，亦對此問題有所討論（參見附錄一）。此外，教育人員之

「退休所得」與「在職所得」之具體內涵，則與公務人員未必完全一致。惟儘管所得替代率之

分子和分母定義不易獲得百分之百的共識，但我國公教人員在現有年金制度下，所得替代率偏

高乃為一不爭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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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教人員年金體系的替代率通常比這些數字略高。因此，若間不考慮退撫基金

之財務健全性，我國退撫新制七成所得替代率的設計，應屬可接受之設計。 

    那麼，何以我國一般民眾質疑公教人員獨享豐厚退休資源的質疑聲不斷？

此係因為現階段公務人員退休所得替代率確實存在著高於 70％的現象，甚至有

部分人員退休所得高於現職待遇水準；以具有 30 年年資的非主管退休人員為

例，其月退休金加上公保養老給付優惠存款利息的退休所得甚高，所得替代率

可以高達 104%~115%（表 5-3）。而造成替代率偏高的不合理現象的產生原因有

其特殊的歷史因素，民國 84 年退撫新制推行時，為降低推行阻力，在設計上對

跨新舊年資之公教人員，給予較優渥的過渡方案，才導致今日部分人員退休所

得替代率偏高的怪現象。所謂的較為優渥的過渡方案，包括：（一）承諾舊制年

資前 15 年每年給與 5%個月退休金；此係公務人員退休法原有規定，惟因新制

已改為每年給予本俸 2 倍之 2%月退休金，亦即相當於舊制 4%，故過渡方案的

基數計算方式比新制高出 1%；（二）新制實施後已無法辦理優惠存款，但過渡

方案對於具有舊制公保年資者，以從優逆算方式，計算其養老給付辦理優惠存

款金額，使其仍得享有 18％優惠存款利息（呂明泰，2006a：26；銓敘部退撫

司，2006：14）。 

表 5-3：我國退休公務人員之所得替代率對照表 

退休等級 退休所得替代率 

委任第五職等年功俸十級 115.06% 

薦任第七職等年功俸六級 114.39% 

薦任第九職等年功俸七級 114.71% 

簡任第十職等年功俸五級 112.29% 

簡任第十二職等年功俸四級 104.80% 

說明：本表以民國95年各級非主管人員之月退休所得待遇為標準。 

資料來源：呂明泰(2006b:5)。 

偏高的所得替代率 -- 特別是超過百分之百的所得替代率，代表正在付出

勞務者，反而比停止工作者，得到更少的經濟報酬。這不但違背社會公平原，

違反公務體系內現職和退休人員所得之內在衡平性，也對人力資源之運用效率

有不好的影響。此外，從外部衡平性觀之，我國公、私部門員工雖屬同一個國

度，但公私部門之退休所得替代率卻相差甚大，即使實施勞退新制之後，我國

勞工之退休所得（含勞退新制與勞保老年給付二者）仍只有 40.8%（吳容明，

2006：15）；而且勞退新制僅適用於薪資受僱者，一般自營作業者、無酬家屬工

作者、失業者、以及無工作能力者至今年（97 年）10 月 1 日之前國民年金上路

之前，皆未涵蓋在公共年金體系內。 

同一世代公私部門衡平性不足之外，尚有代際衡平性的問題。退休人員退休

金之給與，是退休人員與下一代人員（未退休人員）共同提撥基金的結果。在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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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繳付基金的前提下，如果退休人員退休所得替代率過高，很可能會損及下一代

人員（未退休人員）的利益。因為新世代的財務負擔會比上一代重，形成上一代

人預先支用屬於下一代人員的經濟資本的現象，這是代際不公平的根源。若再加

以上一世代提早退休，領取優渥的月退休金，並且再度就業，排擠下一世代的就

業機會，會讓年輕世代更無法釋懷。 

總之，無論是與國外、現職人員或是與私部門人員進行比較，我國目前公務

人員退休所得替代率確實偏高，間接成為鼓勵公教人員提早退休、退休後再就業

的不當誘因。不過這是處於新舊制之過渡時期才會出現的特殊現象，若月退休金

起支年齡維持不變，預計在民國 109 年開始，完全適用退撫新制的公務人員開始

退休時，其所得替代率將會降至 70%左右，若撇開退撫基金之財務健全性不談，

單純由本研究專注的要遏阻提早退休的趨勢來看，則七成的所得替代率應屬合

理，並無調整之必要。 

但在完全進入新制退休體制之前的銜接階段，本研究認為修法規範支（兼）

領月退休金人員每月退休所得不得超過現職人員待遇一定比例，乃是合理的措

施，此一所得替代率上限以在 90%為宜。 

前述考試院版本「退休法修正草案」也欲規範支（兼）領月退休金人員每月

退休所得不得超過現職人員待遇一定比例，除此之外，草案中尚有幾項月退休金

計算方式之調整，可以產生略微調降所得替代率之效果，可行性甚高，包括：（一）

公務人員未滿 1 年之新舊制畸零年資，分別改按新舊制標準及月數比例計給退休

金，亦即舊制畸零月數年資不再併入新制核給退休金；（二）新舊制年資亦不再

以半年為計給單位；以及（三）刪除「五五專案」，即 55 歲加發 5 個基數退休金

的規定。 

    除了儘量讓新舊制過渡時期退休人員之所得替代率不要高於現職人員待遇

之外，本研究認為，縮小公私部門公共年金之所得替代率也是很重要的努力方

向。公教人員再就業支領雙薪現象引發社會大眾的關注與抗議，與公私部門間年

金保障有嚴重的落差不無關係。因此，檢討公教人員退休金合理化的同時，亦應

繼續改進私部門的年金制度。理想上，本研究認為，未來同一國度內的公民，不

分工作職業，都應該獲得相同的、完善的公共年金的保障。 

第三節  其他配套措施  

    根據前文表 4-3 的資料，可以知道公教人員退休後，再任有給公職之人數

並不多，而且其新職待遇達到 31,200 元的退休人員更是少數。而且，若我國可

以儘快修訂公務人員退休法，將領取月退休金的起始年齡延到 55 歲（30 年資

者）及 60 歲（15 年資者）之後，想必退休後再就業的人數還會減少。因此其

實不必過於擔心支領雙薪的問題，也無擴大管制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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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與此密切相關的是如何健全財團法人基金會管理的問題。社會大眾

對於退休高官入主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基金會，往往存有刻板印象，認為幾乎

都是高官憑藉特權私相授受的結果，而非憑其真才實學打拚得來的職位，故有

不滿之心。若財團法人之管理能趨健全透明，減少政治酬庸的用人方式，未來

民眾就沒有反對財團法人任用優秀退休人才的理由。類似美國紐約州「211 豁

免條款」的規定以及紐約州帕基普希市退休警官波萊（Neil A. Polay）的雙薪案

例（見第三章），都說明了退休人員再任有給公職，若能為該組織帶來貢獻，則

民眾不但不會要求減免年金，還會支持再任者領取雙薪的道理。 

    至於退休人員轉任同屬財團法人的私立大專院校，是否也應納入限制範圍

的問題，本文認為並無必要。因為與基金會的政治酬庸用人相比，私立大專院

校的弊端較少。廣設大學及少子化的結果，使得私校面臨龐大的招生壓力，各

種教育評鑑也逼得私校不得不更努力改善其經營管理，否則即可能被迫減少招

生或是直接退場。因此，現在能夠獲聘到私校任教的退休高官或是退休國立大

學教授，通常都不能只憑藉特權尸位素餐，他們必須要能經得起各項教學評鑑

以及研究升等制度的檢驗，必須要能為學校增加附加價值。換言之，由市場機

制來決定退休公教人員能否進入私校任職即可。 

    延後請領月退休金年齡、以及強化財團法人之監督後，支領雙薪的不公平

弊端將會大為降低。屆時與其擔心支領雙薪的現象，不如擔心公教人員退休後，

未能繼續發揮其才能與傳承經驗的人力資源浪費問題。本文認為，未來即使延

長月退休金起支年齡，公教人員申請退休之後，也還不是齒搖髮白的耄耋之年，

仍然有許多可以貢獻心力之處。若能採用靈活彈性用人之方式，活用有經驗的

資深退休人力，必然可以使政府機關和公立學校長年培育出來的人力資源，獲

得更大的生產力。 

    例如，政府可以大量聘用退休教師擔任國小、國中或高中的兼課教師，以

早日落實小班小校的理想，學習美國「帶好每一位學童」計畫的理想（見第三

章）。表 5-4 比較各國 50 歲以上教師的百分比，不論是在國小、國中或高中職

階層，我國教師年齡超過 50 歲的比例都遠低於其他國家，國小教師部分，我國

只占 7.3%，美國為 32.4%，德國更超過一半以上（52.4%），顯然各國都十分仰

賴經驗豐富的資深教師。因此聘任退休教師回任較不耗費體力的兼任教師的規

劃，應屬可行。若能以薪資相對低廉的兼任教師來大幅擴充我國義務教育的師

資人力，落實小班小校，相信對於教育品質的提升，會有明顯的正面效果。此

外，政府也應該規劃完善的退休人力再運用計畫，譬如提供適當的兼職工作機

位，聘請擔任政府組織的諮詢顧問，或是培訓擔任國家公園的導覽義工…等，

才能讓退休公教人員有充裕的誘因和便利的管道繼續為國家社會貢獻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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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各國教師年齡超過 50 歲之比率 （2005 年） 

單位︰％ 

 項目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中華民國 7.3 9.1 13.4 

日本 22.7 17.2 28.0 

韓國 20.1 11.2 15.2 

大陸 14.2 7.6 9.2 

西班牙 31.0 25.5 … 

以色列 17.8 27.0 33.4 

美國 32.4 31.8 35.0 

加拿大 25.1 25.1 25.1 

英國 29.8 29.5 34.4 

德國 52.4 61.8 40.7 

法國 22.2 34.8 35.4 

荷蘭 29.0 … 42.2 

義大利 46.7 69.8 56.1 

紐西蘭 34.4 35.5 37.7 

附註︰加拿大資料時間為 2001 年，大陸為 2002 年。 

資料來源：教育部統計處 http://www.edu.tw/statistics/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8956 

總之，處理退休公教人員再就業的所得限制問題，根本癥結在於年金制度

的設計。其月退休金起支年齡太寬鬆，所得替代率又偏高，因而提供了公教人員

提早退休的強烈誘因。退休後，若再任於一般的政府機構者，「公務人員退休法」

明白規定必須停領月退休金，並無爭議。但對於再任職政府捐助的財團法人者，

一則是原本規範之法令不甚明確，二則是財團法人的經營管理鬆散，不像一般行

政機關受到比較嚴密的監督，因此社會大眾對於退休高官再任財團法人，往往有

比較大的質疑。要解決這些問題，最主要的是要延後月退休金的起支年齡、設定

年金所得替代率的上限、以及強化公設財團法人的管理。 

當然，我國公教人員年金制度的問題不只有退休年齡門檻太低以及所得替

代率偏高的問題，其他如退撫基金不足額提撥與收益不佳造成的財務困境71，以

                                                 
71退撫新制實施初期，為建立在職撥繳退休準備金的觀念，同時避免立即造成各級政府及公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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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如何兼採確定給付制和確定提撥制的雙層設計的問題，對於公教人員年金制度

的可持續性，都有關鍵性的影響。惟其與退休人員再就業之關連性較低，故不在

此贅述。 

誠如第三章第四節所建議的，各國公教人員年金制度的設立，往往有其特

殊的歷史背景和目的，由複雜的環境脈絡堆砌而成，刺激著社會中最敏感的政

治神經，任何有關公共年金制度的修正，就像是執政者最害怕打開的潘朵拉之

盒，極易引起軒然大波，95 年初公教人員 18%優惠存款政策的調整更動，即是

一個鮮明的案例。與 18%優惠存款政策一樣，目前公教年金制度的月退休金年

齡門檻與所得替代率的設計，也都有其政策制定時的特殊時空系絡，然而，當

前退休再就業問題的出現，也就清清楚楚的暴露出以往政策妥協後的後遺症。

因此，吾人認為，在研究處理退休再就業的現象時，對於形成這種現象的結構

性病徵需要給予進一步的診治。 

目前各國政府在診治其公共年金制度時，依學者的觀察，有兩大類的改革途

徑（Mesa-Lago， 2006: 663-683），一項是採取調整參數（parametric）的模式，諸

如修改退休年齡、服務年資、基金提撥率和所得替代率等參數，此為大多數 OECD

國家所採用的方式。另外一種模式是採取比較宏觀式的結構式改革（structure 

reform），例如不少拉丁美洲與東歐國家將其公共年金業務悉交付民營化，則屬於

是結構式的變革。本文的建議，則屬於第一類調整關鍵參數的作法。 

總而言之，公共年金的設計其實存在著各種不同或甚至相左的主張，究竟如

何規劃方屬妥適，是現代國家頗為棘手的難題。吾人認為改革公共年金制度仍是

以漸進方式為之較為理想，畢竟公教人員年金涵蓋人數極多，個人受到影響的時

間年限也長，如果是在對舊制衝擊性較低的情況下進行變革，可行性與接受度都

會更高。另外，當我們引用他國年金改革經驗時，尤須認清自身所屬的背景環境，

改革方能順利、奏效。 

 

                                                                                                                                            
員大幅撥繳退撫基金之負擔，因此先按法定最低提撥費率 8%撥繳退撫基金。但依據基金管理會

89 年的第一次精算結果，在收益率 7％之假設水準下，退撫基金正常成本費率應為 15.5％。而第

二次精算結果，即使收益率仍達 7％，正常成本費率仍需 13.0％。而基金自 84 年成立至今，其累

計已實現收益率低於 7％。此意謂著退撫基金的潛在財務風險極大，雖提撥費率已達現行法定 12

％之上限，但不足提撥率仍持續增加，若亦不修改退撫給與辦法時，現職人員過去所繳的基金僅

夠支付近年退休者的退撫支出，無法支應現職人員未來退休時之給付。因此，銓敘部於退休法修

正草案中參酌基金第一次精算結果，調整其最高法定提撥費率至 15%，惟該草案迄未完成修法，

增加了退撫基金財務危機之壓力（陳清添，2005；呂明泰，2006a；邵靄如，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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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 

本研究最重要的發現是我國公教人員退休再就業的問題癥結，在於領取月退

休金的年齡門檻太低、以及所得替代率偏高之故。而這兩項年金制度設計的調

整，恰巧也是我人欲維持公教人員退撫基金財務安全性以及退休給付公平性的根

本方向。 

理論上，年金的主要目的在於維持適當的新陳代謝，以及提供老年經濟安全

的基本生活保障，因此其領取退休金的年齡規定與所得替代率的合理性，成為年

金制度成敗的關鍵所在。然而，由於歷史政經因素的糾葛發展，我國公教人員年

金制度的退休金領取年齡設計及所得替代率的規劃有所缺失，以致於形成鼓勵早

退的強烈誘因。一旦提早退休形成風潮，除了造成經驗成熟的政府菁英人力流

失、不利於政府機關內部的經驗傳承之外，身強體壯的退休人員離職後，重新踏

入另外一個工作領域，謀求另一份待遇，衍生同時支領退休年金與薪資的不合理

現象，雖然對於勞動市場的經濟效率影響為何，並無定論，但其違反公平正義原

則，造成社會民眾觀感不佳，卻也是不爭的事實。 

因此，本文針對退休公教人員再就業所得的相關法令規範，進行檢討，並介

紹各國的相關措施，再由年金理論與公共政策評估的角度，有系統地評估此一政

策對於公平面、效率面與工作自由層面的影響。最後提出若干公教年金制度改革

及其他相關的政策建議。以下本章即歸納本研究之重要發現及相關的政策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 

一、現行管制公教人員退休再就業所得之政策規定：（一）依據公務人員退

休法及其施行細則之規定，公、教人員退休後，若再任職於政府機關、公立學

校或政府全額捐助成立之財團法人，其新職月薪不得高於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

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數額（目前為 31,200 元），否則應暫時停止領取月退休

金及辦理優惠存款。(二)退休後若轉任政府捐助成立之財團法人，則依據立法

院審查 95 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之通案決議，其任職財團法人的薪資應扣除月

退休金與優惠儲蓄存款利息之額度。(三)退休後若擔任政府轉投資事業之公股

代表，其實際支薪標準亦應比照前述再任財團法人之作法，扣除月退休金與優

惠儲蓄存款利息之額度。(四)現行法規對於公教人員退休後任職於私人部門的

情形，除了前述擔任政府轉投資事業之公股代表的雙薪限制、以及不得違反公

務員服務法之「旋轉門條款」外，並無其他限制。 

二、根據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在 96 年 12 月底的查核資料顯

示，退休公教人員再任職的人數為 11,186 人。其中再任於公部門的比例是 6.9%，

其他均任職於私部門。而且再任公職幾乎皆以兼任為原則，如專任支薪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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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00 元左右，故實際達到停領月退休金標準的人數並不多。 

三、公務人員退休再就業造成民怨的原因之一，在於人民普遍認為政府獨

厚公教族群，使其享有較豐厚的退休資源。公教人員既已享有豐厚的退休資源，

退休後再領取雙餉，自然有違社會正義。特別是目前我國公教人員依法只須年

滿 50 歲與具備 25 年年資，即可申請自願退休，領取八至九成終身退休俸，而

一般勞工在勞退新制下，其勞退年金與勞保老年給付合計之所得替代率僅約四

成。私校教師雖能參加公保，但其退休金來自私校退撫基金，只能請領一次退

休金，更無優惠存款。因此私校教師的實質退休所得，與公立學校教師亦有明

顯差距。 

四、民國 84 年施行公教人員退輔新制後，十餘年來，資料顯示：（一）公

務員平均退休年齡自 61.14 歲下降至 55.47 歲，教育人員則由 56.64 歲下降至 53.76

歲。相反的，自願退休比例節節上升，由 40.61%增至 87.53％。（二）公教人員

選擇退休的年齡點以 50 歲和 55 歲比例最高。其中公務人員以 55 歲者退休比例

最高，占 23.59％；50 歲者其次，占 20.05％。教育人員則以 50 歲退休比例最高，

占 36.91％；55 歲者次之，占 24.02％。至於等到 65 歲才屆齡退休的比例，公務

人員占 11.03％，教育人員僅有 5.36％。（三）請領月退休金（含兼領月退休金）

的比例穩定增加，不論是公務人員或是教育人員，完全請領一次退休金的比例

都僅有 5%左右。 

五、除了年金制度本身的設計會影響到公教人員提早退休與再就業的決定之

外，我國威權解構後，政黨輪替衝擊到過去相對穩定的行政組織文化，沉重的教

育改革壓力造成的人心浮動不安，以及公教人員退撫基金提撥不足與國家財政的

迅速惡化，都是間接造成公教人員提早退休的環境因素。 

六、大批提早退休的公教人潮，對於原本即已亮起財務紅燈的退撫基金而

言，是另一項財務安全性的挑戰。但搶退風潮導致基金潛藏債務負擔更大，公、

教人員對退撫制度更無信心，此一惡性循環，自然又激起另一波搶退風潮，也造

成愈來愈多的50~55歲的公教人員加入領取月退俸及再就業的行列。 

七、自1986年起，美國聯邦公務人員同時適用社會安全體系的「老年、遺屬

及殘障年金保險」（OSADI)）與「聯邦雇員退休制度」（FERS）。OSADI採行「退

休所得檢測」來限制退休所得不得高於某一上限。根據規定，支領OASDI老年给

付的退休人員，若未達「正常退休年齡」即再度就業者，其年退休所得不得高於

某一特定的豁免額度，否則年金會被削減。一旦到達「正常退休年齡」之後，其

退休所得就不再受到任何限制。此一減免規定適用於所有自公部門和私部門的退

休國民，亦不限於退休後再就職的單位是否為政府部門。這是因為OSADI是屬於

國家強制執行的第一層社會安全年金體系，目的在於提供全體國民免於飢寒的基

本生活保障而已。 

八、美國聯邦政府 FERS 基本年金的部分，也有避免退休者支領雙薪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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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上，聯邦公務人員回任公職時，或者停領基本年金，只領新職薪資，

或是繼續支領年金，但是新職薪資必須減去年金數額，不可以二者兼得。（二）

由於嬰兒潮逐漸轉為退休潮，人口老化與勞動人口不足的現象日益明顯，聯邦政

府乃授權相關部會，有緊急需要時，可豁免不得支領雙薪之規定。但其中有無濫

用授權之情形，則尚待進一步的觀察。 

九、美國各州及地方政府對於公教人員再任公職的管制不盡相同，但由於警

察和公立學校教師退休後再任有給公職的風氣相當盛行，一般輿論皆傾向於應給

予適當的限制。目前最常見的限制途徑是規範退休所得上限或退休後的工作天

數。然而，站在政府機關或公立學校主管的立場，則希望提升人力資源使用的彈

性，增訂豁免條款，讓退休人員在必要時，願意返回公務部門或學校協助處理危

機與傳承專業。 

十、不論是英國中央或地方政府，對於公務人員退休後再任公職的所得水準

皆訂有上限。中央規定，公務員退休後再到政府部門或是其他參加公務員退撫基

金的機構任職，其工作所得及年金總和不得超過離職時的薪資；超過部分，由退

休年金中扣抵；不過，若工作時間在任何連續的 91 天期限內，未多於 15 天，則

不受此限。 

十一、英國「地方政府年金計畫」規定，除了教師和消防人員之外，公務人

員退休後，若再進入參與「地方政府年金計畫」的機構任職，其新職薪資與退休

年金之總和，不得超過退休前之所得，否則會啟動「削減條款」，將超過的部分

自年金中刪除。但 2008 年 4 月 1 日開始，該年金納入「彈性退休」的規定，以

因應專業人力不足的窘境。根據規定，申請彈性退休的必要條件有三：第一，必

須年滿 55 歲以上；第二，退休後再就業時，必須減少工作時數或降低職級；第

三，必須獲得雇主的同意。申請參加彈性退休機制獲准的退休人員，其退休年金

不受上述削減條款的限制。此一彈性退休機制可以讓資深人員有逐步調整工作負

擔和生活步調的空間，對於組織和人員雙方皆有好處。 

十二、香港政府亦有退休公務員重返公職支領雙薪的規範。不過，假如一整

年內，退休公務員新職工作時間未滿三個月，或是每週工作時間未超過 24 小時，

則不受此一限制。香港政府同時在法律中明確規定，暫停支付年金的條款不僅適

用於政府機構，也適用於所謂的「補助機構」。 

十三、日本社會高齡化十分嚴重，為了紓解勞動力不足以及年金體系的財

務壓力，政府特別鼓勵 60 歲以上退休者的再就業行為，採取了多項鼓勵高齡勞

工再就業的政策，包括：（一）於 1998 年時廢除退休人員不得同時支領國民年

金和任職薪資的雙薪限制；（二）自 2001 年開始，以每三年延後一歲的漸近方

式，將原先 60 歲的國民年金起支門檻延後至 65 歲；男性的退休金起支年齡將

於 2013 年時延後至 65 歲，女性則在 2018 年時達到 65 歲的目標；（三）修正

「高齡勞工就業安定法」，要求企業廢除強制退休年齡之規定，保證讓有意願繼

續留任的員工工作到 65 歲，並且鼓勵企業提供退休人員的「繼續就業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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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儘管各國政府對於退休公教人員再就業的規範並不完全一致，但可歸

納出幾項共同的發現：（一）傾向於設定一個「退休所得上限」，若超過上限，政

府有權停發或減發退休金；（二）退休公教人員再就業時，偏好採用兼職僱用的

模式，而美國、英國和香港等都允許兼職時間未超過一定天數（時數）或是兼職

薪資未超過一定額度的退休人員，可以繼續支領退休金；（三）在緊急狀況、人

力嚴重短缺或是需要特殊人才的情況下，退休人員回任公職，可以正常支薪之

外，也被允許保有年金；（四）為了因應高齡化社會的來臨，愈來愈多的國家鼓

勵退休人員繼續留在岡位上奉獻心力，相關措施如美國各州的「延退計畫」

（DROP）、英國的「逐步退休」計畫和日本的「繼續就業計畫」。 

十五、各國公務人員往往是最早被納入公共年金計畫的一群，在某些國家，

甚至於只有公務人員才有資格享受公共年金的福利。而在比較 OECD 各國公、私

部門的公共年金制度時，可以發現公務人員的退休年齡較低，財源籌措依賴政府

較深，所得替代率較高，調整年金給付時也採用對於退休者比較有利的指數。 

十六、若將退休金視為遞延工資，則退休金是過去努力的成果，員工重回

公部門或政府捐助成立的財團法人工作，雇主無法片面取消其遞延工資之賦益

權，但根據遞延工資理論的精神，該項工資應至員工退離該組織時才能提領；

退休公教人員再任公職，仍受僱於同一雇主，則暫時停止發放退休年金，應屬

合理。誘因理論則認為，是否准許退休人員在公部門支領雙薪，應視公部門組

織人力配置之需求，機動調整年金給付規定，才能達到應有的誘因激勵效果。

社會保險理論則強調風險分擔的社會互助精神，只要退休金給付金額已能提供

應有的老年經濟保障，則基金之管理者有權制定限制支領雙餉的政策。 

十七、除了公私部門公共年金退休所得替代率的差距所引發的不平之鳴之

外，公教人員退休轉任現象的另一項批評來自於轉任機會的不透明與特權作

業。在我國現有政治生態下，能在退休後再任職政府捐助成立的財團法人職務，

且薪資達到一定數額者，其中不乏高階退休人員利用其原職務身份，取得較佳

的轉任契機。 

十八、由效率面來看，是否限制退休所得並非關鍵，新職位是否適才適位

才是核心。特別是許多公教人員 50 歲左右即已退休，若不繼續發揮長期培育的

豐富經驗與成熟能力，無疑是社會巨大投資的一種浪費。 

十九、為了維護一人不得支領兩俸的給付公平性原則，以及避免國家財政

不當之負荷，限制退休人員支取雙薪的政策，符合納稅人的共同利益，並無牴

觸憲法之處。而且，再任職的限制並非真正剝奪其工作自由權，而是限制其退

休所得不得高於某一上限，此項限制應尚符合比例原則。 

二十、整體而言，限制退休所得的政策符合公平層面的要求，但未必有利於

人力資源配置之經濟效率原則；而在工作自由權的維護部分，該項限制所得雖未

牴觸憲法，但需要修法給予法律位階的明文規定，以補現今以行政命令規範的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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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技術缺憾。至於可能以不同支出名目補充薪資上限的取巧方式，屬於不易規範

的執法技術問題。 

廿一、與國外作法相比，我國限制再就業退休所得政策的彈性較小，缺乏允

許在緊急狀況或人力嚴重不足時可以鼓勵退休人力回流的豁免條款。然因我國尚

未出現人力短缺，而且在現今政治生態下，若有得豁免雙薪限制的例外條款，極

可能淪為另一個為特權份子濫用的財務黑洞，故暫時無增訂豁免條款之必要。 

廿二、如同國際趨勢一般，台灣人口的平均壽命也在穩定上升，然而我國

公教人員卻未如同其他國家勞工一樣延後退休年齡，反而紛紛提早退休。此一

與國際勞動趨勢不相符合的情形，不只加重我國國庫支付退休年金的負擔，也

因為退休公教人員年紀尚輕，造成再就業支領雙薪的公平性困擾，凸顯出我國

允許公教人員過早支領月退休金的副作用。由此判斷，公教人員領取月退休金

的年齡門檻已到了應隨時代發展重作調整的關鍵時刻。 

第二節  政策建議 

一、短程建議 

（一）應立即修改公教人員年金設計，以降低提早退休之誘因，但短期內仍

應維持現有限制公教人員退休再就業所得之政策 -- 在我國社會高齡化及少子

化趨勢下，未來可能產生人力缺口，屆時公教人員退休再就業政策應予以鼓勵，

而非限制。但目前由於公教人員年金制度結構不合理，月退休金起支年齡偏低，

退休所得替代率亦偏高，形成公教人員提早退休的強烈誘因。加以政府捐助的

財團法人整體績效不佳，若干退休高官藉由職務之便，輕易轉任財團法人，獲

取高薪，造成不公平的現象。因此除了儘快修改年金設計，有效降低公教人員

提早退休的誘因之外，短期內應繼續限制公教人員退休後領取雙薪的現象，才

能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主辦機關：考試院銓敘部；協辦機關：行政院人事

行政局、教育部、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 

（二）有關停發月退休金及暫停辦理優惠存款之措施，應修法給予法律位階

的明文規定，以補現今以行政命令規範的立法技術缺憾 -- 退休再就業所得必

須接受規範之規定，雖未牴觸憲法，但仍屬於限制人民之自由與權利事項，依

憲法 23 條之精神，應以法律明文規定之；然而目前僅以施行細則及銓敘部公函

作為補充性的規範，在合憲性上自然有其缺憾，建議納入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法

條文之參考。（主辦機關：考試院銓敘部；協辦機關：行政院人事行政局、教育

部） 

（三）應延後自願退休人員之月退休金起支年齡，以降低公教人員提早退休

之誘因 --具體建議為維持自願退休條件不變，仍為「任職滿以上 5 年以上，且

年滿 60 歲」與「任職滿 25 年以上」。但自願退休人員如擬領取月退休金者，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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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下列條件之一：1. 任職滿 15 年以上，且年滿 60 歲者；或 2. 任職滿 30 年

以上，且年滿 55 歲者。（主辦機關：考試院銓敘部；協辦機關：行政院人事行

政局、教育部） 

（四）應搭配展期年金及減額年金之設計，以舒緩延後月退休金起支年齡可

能帶來的副作用 -- 亦即未達月退休金起支年齡的自願退休者，除了領取一次

退休金的選擇外，應允許其可選擇先辦理退休，等到到達月退休金起支年齡時

再領取月俸；或是提前領取「減額月退休金」，每提前 1 年減額 4%，最多得提

前 5 年，減額 20%。（主辦機關：考試院銓敘部；協辦機關：行政院人事行政

局、教育部） 

（五）應保障在職者原有之退休權益 -- 建議在「延後月退休金起支年齡」

新方案實施之前，保障原已符合「任職滿 25 年以上，且年滿 50 歲」之公教人

員，仍得採用舊規定領取退休金，不受新方案之影響。（主辦機關：考試院銓敘

部；協辦機關：行政院人事行政局、教育部） 

（六）應以漸進方式，推動延後領取月退休金年齡的新方案 – 為避免新方

案實施時，尚未取得立即請領月退休金條件的現職公教人員的反彈，應採行溫

和的過渡措施，逐年往後延長退休年齡，使影響層面降至最低。建議在新方案

正式施行後的前 10 年內，規定退休時欲領取月退休金，除須符合任職滿 25 年

及年滿 50 歲之條件外，尚須符合「任職年資 + 年齡 ≧ 退休年度指標數」之

「八五制」原則。此處之「指標數」，在新方案實施之第 1 年時設定在 75，其

後以逐年加 1 的方式提高指標數，第 11 年以後指標數維持在 85，亦即在第 11

年後，任職滿 25 年以上辦理自願休者，其月退休金起支年齡是 60 歲；如任職

年資較長達 30 年以上者，月退休金起支年齡為 55 歲。（主辦機關：考試院銓敘

部；協辦機關：行政院人事行政局、教育部） 

（七）應修法規範支(兼)領月退休金人員每月退休所得不得超過現職人員待

遇一定比例 – 目前我國確實有部分公務人員退休所得替代率超過百分之百的

不合理現象，雖然這是新舊制過渡時期的特殊情形，未來將隨著時間流逝而走

入歷史。但一則是過渡時期仍長，二則是年金收入不應超過現職人員待遇的原

則仍應在退休法中具體敘明，以避免未來不慎重蹈覆轍之情況。（主辦機關：考

試院銓敘部；協辦機關：行政院人事行政局、教育部） 

（八）不宜將退休公教人員轉任私立大專院校亦納入退休所得管制之範疇，

應讓市場機制決定退休公教人員能否進入私校任職–儘管政府每年固定提供私

立大專院校巨額獎助，但執政黨無法像影響財團法人一般的在私校安插人事，

且近幾年私校面臨龐大招生壓力，不得不努力改善經營管理。因此，退休人員

獲聘到私校任教，必須能經得起各項教學評鑑與研究升等的檢驗，較無濫用特

權的不公平問題。（維持現狀，不需主辦及協辦機關） 

（九）應強化公設財團法人之監督與管理 -- 社會大眾往往懷疑退休高官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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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重要職位，是憑藉特權私相授受的結果，而非真才實學之努

力成果。若財團法人之管理監督能趨健全透明，減少政治酬庸的用人方式，未來

民眾就沒有反對財團法人任用優秀退休人才的理由。（主辦機關：行政院人事行

政局；協辦機關：行政院各部會） 

二、中程建議 

    應積極規劃靈活彈性的用人方式，以妥善運用退休公教人員豐沛優質的人力

資源 – 不論是現今在 50 餘歲即退休，或是未來修改年金制度延至 60 歲之後才

退休，公教人員退休之後，仍有許多可貢獻心力之處。若能採用靈活彈性的用人

方式，必然可使政府機關和公立學校長年培育出來的優秀人力，獲得更大的生產

力。（主辦機關：行政院人事行政局；協辦機關：教育部） 

三、長程建議  

    應以縮小公私部門的年金所得替代率差距為長期努力的政策目標 -- 公教

人員再就業支領雙薪現象引發社會大眾的關注與批判，與公私部門退休金保障

有嚴重的落差不無關係。因此，檢討公教人員退休金合理化的同時，亦應繼續

改善私部門的退休金制度。理想上，同一國度內的公民，不分職業，都應該獲

得相同的、完善的公共年金的保障。（主辦機關：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協辦

機關：行政院人事行政局、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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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學者專家座談會紀錄 

 

座談時間：二○○八年一月三日星期四 02：00 ~ 05：00 PM 

座談地點：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第三會議室  

計 畫 主 持 人：蘇 彩 足 （台大政治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與    談    人：朱 楠 賢 （教育部社教司司長） 

                呂 育 誠 （臺北大學公共行政學系副教授） 

                周 麗 芳 （政治大學財政學系教授） 

                黃 世 鑫 （臺北大學財政學系教授） 

                陳 德 禹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葉 長 明 （前銓敘部主任秘書，研究計畫顧問） 

                曾 明 發 （立法院法制局組長/國立臺灣藝術大學助理教授） 

                蔡 秀 涓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潘 麗 雲 （前銓敘部首席參事，研究計畫顧問） 

 

蘇彩足系主任： 

    非常感謝撥冗光臨。本案是行政院研討會的委託研究，我的瞭解是希望把重

點放在公、教人員退休再就業的這個部份。我們先到銓敘部訪問，和退撫司司長

訪談，以進行瞭解。老實說，退休再就業主要是牽涉領雙薪的問題，即退休金和

第二份薪水，若要用法令去限制的話，可能會產生種種疑慮，包括憲法上面的問

題或是造成人力資源的浪費。因為他在 50 歲時退休，若限制不能領雙薪，在歷

練最成熟經驗最豐富的時候，限制他不能再投入職場，是一種人力資源的浪費。 

能夠有能力在退休後找到另一份很理想工作的人數，似乎未必那麼多，所以

或許公、教人員退休再就業這個問題沒有想像中那麼嚴重。但是它所涉及的可能

是其他公務人員退休的問題，因此後來委託單位是是希望這個研究的觸角比較全

面性的，從退休再就業出發，涵蓋的討論範圍可以大一點點，把目前公教人員退

休制度可能衍生的重要問題，包括 18％等相關問題，都希望能盡量照顧到。 

    今天雖然有一提綱，但只是一個參考，請大家針對公教人員退休問題，就各

位的專業來提供指導。公務人員和教育人員面對的問題可能不太一樣。 

是否先請外部的專家學者先給我們提供高見？ 

 

朱楠賢司長： 

    這個議題確實是要去面對，教育人員退休制度的檢討確實要和公務人員分

開，雖然儲金還在一起，但整個制度設計是不一樣的，因為他退休年齡是比較早，

又增額基數，提撥率又沒辦法 match，基本上是不太好合在一起討論。現在尤其

是退休和待遇的關係，其實對於待遇部分，教育部一直是希望拉大再拉大，讓退

休只有本俸，跟專業加给是沒有關係，這一塊我們認為應該是要作，銓敘部是說，

要做教育部自己去做，但目前教育部人力還不敢去承擔，但終究要去面對公、教

是要分開。目前退休，不管公和教，因涉及舊制方面，有 18%的問題，所以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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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所得替代率蠻高，公立學校教師退休轉私校去，這種再就業和勞委會對於的

中高齡再就業方案是完全不一樣的，那是比較弱勢的，鼓勵他們就業，以前補助

五千元，現在可能補助到一萬元，補助中小企業業主，鼓勵他們就業和公教人員

再任完全是不一樣的，我認為將來透過國民年金制度實施後，要再定上限，畢竟

領雙薪是不太公平，這部分詬病很多。 

    今天提綱問題訂得很大，退休再就業的問題大家都知道，但重點是對策，要

怎麼改，這也是研究案最珍貴的地方。但縱使完全新制，替代率還是高，大概還

是 95%，對我來講，都還是不合理，所以不完全是 18%的問題，這個部份要從制

度全盤檢討。 

    我認為應從新進公務人員開始，改採確定提撥制，從當公務員之始，簽訂契

約就告知制度，先明定規則，也許這改革會比較順利，但缺點是效果會比較慢。

當然有人說採雙層制，兩層方式並列來做，即確定给付制加上確定提撥制，但我

認為這還是來不及，還是比照勞退條例，直接採確定提撥制，將來產業界和公務

界都實施確定提撥制可以接軌，轉換也比較公平，也不會說當公務員當一輩子都

不會出去，畢竟，退休金差太多了。 

    確定提撥制的理想是很好，但有個問題，就是目前這些人的錢，就必須國庫

去堆，不然錢沒有進來，現在是在職的人在養退休人員，如果一下子改確定提撥

制，尤其個人提撥制的話，虧空就大了，錢沒有再進來，因此政府要有基金之類

的來挹注，例如運動彩券之類的，配套要出來，但方向上，應先從新進公務人員

開始實施。 

  因為我之前在人事處待過，所以有一些粗淺的看法。但這個議題，到底是退

休再就業問題，是應鼓勵再就業，還是…？ 

 

蘇彩足系主任： 

  這邊有兩個想法，一般媒體報導是說，退休再就業會造成領雙薪的問題，覺

得不公平，要去阻擋這個問題，特別是公立大學教授或一些高官轉至私立大學任

教。但從經建會角度來看，會覺得這些五十幾歲退休的人，當然要再利用，日本

政府就很鼓勵這種作法。所以這有兩面看法，有正面和反面。 

 

黃世鑫教授： 

  再就業的問題引用國外其實並不太恰當，因為國外沒有像我國五十歲退休

的。 

 

蘇彩足系主任： 

  其實也有啦！例如法國是 55 歲。 

 

黃世鑫教授： 

  55 歲應該是特殊情況。退休再就業關鍵問題應是在退休年齡太早。若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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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年齡是到六十五歲，其實就不就業就不是問題，因為退休再就業還能多久？

所以應從整體退休年齡著手。 

  另外，退休年齡方面，我發現，我們犯了一個很大的錯誤就是，我們過去是

一次給付，若我們是拿一次給付，那坦白說，退休年齡就不重要。領一次給付之

後，再去就業就是正當，因為我們知道，那錢不夠生活，所以那時候，就沒有這

問題。但是我們改為月退之後，這問題就凸顯出來了。改為月退之後，退休年齡

那時就應限制了，不只限制那８５制，領月退時，一概應限制其要到六十歲以上

才能領。為什麼呢？因為，第一，你少繳錢… 

 

葉長明顧問： 

  不好意思！我打岔補充一下！民國 36 年就有月退，是人家沒有選月退。 

 

黃世鑫教授： 

  沒有錯！但以前絕大多數都是選一次，百分之八九十都是選一次，但是民國

68 年是關鍵，翻開立法理由，退休金不應該一次给付，全世界沒有退休金是用

一次给付的，上次好像有說有唯一一個小國家有一次给付，但其實是算沒有嘛！

一次應該要拿掉，到 68 年時，立法理由為鼓勵大家拿月退，所以設計了撫慰金，

68 年以後選擇還變多樣的，有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的選擇，所以在那之後的事

實是領月退的人越來越多，80%、90%都是領月退，因此，一個很大的問題就在

這裡了，領月退活越久，以前那時候的環境是一次領又還延退，後來慢慢大家開

始都領月退，又提前退休，從 55 歲到 65 歲就多領 10 年了。 

    另外，第二，不只多領 10 年，84 年時，還有提撥，是少繳 10 年，所以提前

退休對財務問題很重大，這個問題會發覺呢？以前德國，人家向來都是月退，在

討論財務問題時，就考慮這個問題，考慮到就業市場，有些年紀大失業，要再去

找工作很難，所以就可以提早退休，但是會扣所得替代率，因為早退兩年，就代

表多領兩年少繳兩年，人家算財務問題，是以一年、甚至以月、半年來算的；而

我們不是，65 歲法定年齡，到 55 甚至 50 歲 85 制來算，可以多領 10 幾年，我們

對於財務負擔竟然一點概念都沒有。   

    我的意思是，我們要回歸到退休年齡其實是要檢討的，我們到全世界去看的

話，我們要假定未來還是月退，若未來還是月退的話，退休年齡就是一很重大的

問題，若每個人都可以 50、55 歲退休，除非所得替代率是 20%、30%，若所得替

代率是 50%以上的話，是絕對沒辦法負擔。 

    一般人在講說人口老化，尤其社工人很多在寫人口老化，其實這是不對的，

人口老化是我們製造出來的，因為人口老化是說 65 歲之後要人家養，但我們不

是！是到 50 歲或到 55 歲就要人家養，所以台灣的問題不是在人口老化，現在退

休制度本身就是問題，若這些問題不認識清楚，退休金機制不可能改，這是國內

很嚴重的問題。 

    第二，就是再就業，什麼是退休金？就是你完全從職場退出去，並且在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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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管是軍公教還是一般勞工，其實都是來自社會的資源，一般退休是因從整個社

會工作職場退出，而不是從公部門職場退出跑到私部門，所以再就業問題，其實

關鍵不在於再就業，這你很難禁止他，關鍵在於若再就業時，能不能領退休金，

因為他已經不是退休嘛！退休金是一份保障，但若那幾年有工作，那就先不能

領，等到那份工作也沒有，再繼續領。 

    解決方式不在於再就業，他可以再就業，但是其他國家是說，一般來說，他

們都到 60 幾歲退休，若他們再找其他全職工作的時候，就扣他的退休金。 

 

蘇彩足系主任： 

  我們現在找到的其他國家法令規定是，退休後若再投入職場，若投入的是公

部門或是用公預算成立的財團法人基金會的話，就暫時不能領退休金，只能領薪

水，但至於公務員退休後再轉至私部門任職部分，目前沒有找到任何證據去禁

止，他可以領雙薪，照樣領他的退休金。我國政府一直找不到禁止再到私部門領

雙薪的外國案例。 

  

朱楠賢司長 : 

    問題在於替代率。 

 

黃世鑫教授： 

    你要看年齡，這是年齡的問題。 

 

蘇彩足系主任： 

    有不少 60 歲才退休的國家。我國是相對比較年輕就可退休，所以問題就更

為突顯。 

 

葉長明顧問： 

    不管年齡也好，替代率也好，在國外不是隨便可以限制的。在美國社會安全

法案，第一層部分是強制課徵社會安全稅，因為要平均社會財富，做社會福利的

政策，所以領第一層的錢是受限制，但受限制也是有一比例，1/2 甚至是 2/3 或

者是全部扣掉，是看所得的水準，但第一層給的都很少，大概都是 1000 多塊美

金，那部份實際上是象徵性的，是公法賦予他扣他的權利。 

 

蘇彩足系主任： 

    理論上，退休金是當你沒有工作能力，才用社會資源给付退休金，所以不論

是在公部門或私部門，只要還有工作能力，尤其在 65 歲以前，從退休金的理論

來講，好像失去退休金的目的。 

 

黃世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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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白講，談了半天都是財務問題，你要做我都不反對，但是問題是財務上能

不能承擔。如果財務上能承擔的話，就皆大歡喜。 

 

葉長明顧問： 

    承擔是從制度面去考慮，退休金的給予標準、年資的採計、退休的年齡，你

自己要去設計，像英國就很摳，英國在 OECD 會員國裡面，是最摳的一個國家，

他就看準你會再就業，就鼓勵你再就業再工作，但就只能在那部份去想辦法克制

他，現在企業界很多 CEO 執行長，要逼他下台，但他還是照做，繼續當 CEO，

我們看報紙經常看到，公司虧了很多，有次級房貸，虧了幾百憶，退下來也要一

筆錢給他，後來照樣去找其他工作，這樣也是雙薪。所以雙薪這問題不是那麼簡

單。 

 

黃世鑫教授： 

    你不能舉 CEO，就好像你拿王永慶來比一樣，要看廣大的勞工階層、廣大的

一般公教人員，我們不能去談總統、部長的退休金，這是一樣的道理。 

 

葉長明顧問： 

    不過也是要屬於菁英才有這個機會。一般人退下來，也不會再去兼什麼職，

還是屬於少數菁英才有機會。 

 

蘇彩足系主任： 

    退休之後還有人願意延聘而領雙薪，人數通常不是那麼多，一般來說，國立

大學老師或是高官才有機會，但若是去私部門或是自行創業，就都很難採計了。 

 

黃世鑫教授： 

    其實關鍵還是在年齡！若是到 65 歲退休，就沒有人會再去再任。 

 

曾明發教授： 

    今天我們大部分是公部門，今天談這議題有點刮自己的肉、自宮，大家都知

道要改，都想改，但都希望是從別人開始。DC 制從下一次新進公務人員開始，

不會刮到自己的肉，我當然舉雙手贊成，但是真的用 DC 是要好好考慮的。DC

制在外國早期都是用 DC 制，但資金太龐大了，容易發生基金運用、貨幣貶值的

問題。 

 

黃世鑫教授： 

    台灣已經開始了，勞退。 

 

曾明發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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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現在大家看到財務問題很嚴重所以要改為 DC 制，但 DC 制將來發生

問題更嚴重，所以國外都不太敢再想改回 DC 制了。這個制度要適度，可以改所

得替代率、给付水準、提高自付提撥，可以用這種緩進的方式，國外都採取這種

緩進方式處理，但是要貿然做重大制度的轉變要非常審慎，因為這裡面風險相當

大，風險是轉嫁到公務人員和勞工階層，像現在勞工退休金制度非常嚴重，可能

20.30 年之後，那錢買不了 3 個麵包。勞工都笨笨的，就變過去，若我們公務人

員改為那樣，真的是大災難。當然我不是政策上唱反調，當然其實現在最主要是

我們退撫基金財務不好，財政不好，和私部門差距太大，所以因眼紅而有爭議。

希望能砍一些，砍多少算多少，出發點就是這樣。 

    而這個議題是再就業領雙薪問題，這裡在座有許多優秀專家學者，大家條件

都很好，將來退休有很大機會可轉到私校當私校老師，我針對這議題準備幾個面

向來談。 

    說實在的，這些人轉到私校去，不是想像的那麼好，不是像我們想像那樣海

闊天空，好像從此過得幸福快樂的日子。 

 

黃世鑫教授： 

    沒有錯！不可能的。 

 

曾明發教授： 

    我曾經把它試算過，如果以我的條件，出去外面當助理教授，算到一生活到

80 歲、85 歲，我一生的總所得，我從菜鳥助理教授開始，沒有兼行政主管，六

七萬開始算，total 我才多兩百萬左右，但我出去私校，兩百萬要拼了多少業績，

才能維持我的位子。 

    最近大家都知道面臨少子化、高齡化，私校會倒閉一半，這不是誇口，荷蘭

才 29 家大學，我們好像有 140.150 多家，會垮一半，老師就是第一個遭殃。而提

早退休的人有個特質，他少領退休金，不是外國的減額退休金制度，他本身就少

領了，比如：我現在年資 25 年 50 歲退休，就少領很多退休金，退休金是會累積

的，多活 10 年就少領 10 年、多活 20 年就少領 20 年、多活 30 年就少領 30 年這

些差額退休金，少領這些退休金，多領第二份薪水，這樣 cover 過來，其實不見

得有利多少，但承擔的風險是非常大，所以我百思又想，我不敢出去，原因就在

這裡，很多人大膽走出去，很多人之後都後悔，很多人都失業，這些損失就等於

國家佔了他便宜。 

    問題有很多面向，除了之前的風險面向，還有人事運用面向也很嚴重，若每

個人都幹到 65 歲這很嚴重，因為人事一潭死水，沒有升遷機會，大家都在排排

隊，這些人領高薪，政府負擔高薪，這些人又沒有動力，績效又不是很理想，這

造成國家雙重損失，所以從人事運用面向來講，過去會設計提早退休，是有他制

度的原理，我記得當時立法五五專案多加五個基數，那時有個立法委員林鈺祥，

他大力去策動，當時想法是說，我們要有時間點，讓你人生中可以跳槽轉換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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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早離開公職的時間點，對公職沒興趣可以提早離開公職，如何促成這個目的的

達成，我用激勵的方式，用加發，所以這樣慢慢演變過來。 

    這裡出現兩難，從財務觀點，希望你留到 65 歲，但從人事新陳代謝和國家

績效、國家競爭力來看，是希望你提早退出職場，用你累積的行政資歷去民間企

業服務、幫忙，像日本公部門轉到企業界，幫忙企業界非常多，對他們經濟影響

非常重大，所以這個研究有需要去了解日本的制度，有他的作用，不需要每個人

都幹到 65 歲，這是一種很錯誤的迷思，年金制度一窩瘋好像覺得說太早退休會

把退休基金吃垮，用這樣思維、財務的觀點，希望延退希望工作到 65 歲，但從

人事運用觀點，是有待斟酌。 

 

蘇彩足系主任： 

    我可不可以追問一下，就是從人事運用角度來講，我們很鼓勵公私部門互相

交流，所以公務人員若覺得他自己已經學到頂點了，想要出去就讓他出去，50

歲就讓他出去，但是不是可以暫緩發放退休金或是減額拿退休金，因為這時他可

能會有另一筆薪水呢！ 

 

黃世鑫教授： 

    對不起，這裡說明一下，他剛提到的觀念就是軍中實施觀念，現在問題在這

裡，55 歲再出去，就牽涉到所得替代率的問題，所以如果你繼續留著，我們退

休金還有一個… 

 

周麗芳教授： 

    年資的上限。 

黃世鑫教授： 

    還有一個年資的上限，你講的我都算過了，55 歲退休，多一年會增加多少，

為了你增加多少，55 歲退休加發 5 個基數，到底划不划得來，我都算過了。 

    為什麼拿軍中來比較，因為軍中有位階，尉官到一定年齡就要退，校官到一

定年齡沒有升上去就要退，但是因為他薪資不高，因為他制度設計就是要新陳代

謝要更快，而且上面位置越來越少，所以軍方退伍再就業是正常現象，所以為什

麼要有退輔會，就是要輔導就業，但其實他退休金並不高。 

    但現在我們有一個盲點就是所得替代率，我常強調一個觀念，就是稅前稅後

一定要。現在，一般高級公務員所得稅是 20%以上，退休金現在卻是免的，如果

沒有提高以前，是 65 萬，再加上扣掉基礎免稅額，所以是 20%，現在 90%都是

用稅前來算，若用稅後，差距會更大。 

    我們其實為什麼一般會出去，我算的結果，55 歲退休，其實我能領的退休

金和我工作大概是差不多，如果加 18%更高，就是說，我現在拿退休金比我繼續

工作拿淨的，是比我工作還多，這問題就會牽涉到年齡低和要不要再就業，這些

問題都卡在一起。所以考慮這些問題不能單純從一個面向，退休年齡低、所得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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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率高，再就業問題再加進來，就顯得很不合理！所以不是再就業問題本身的問

題，而是其他兩項因素參雜進去。 

 

葉長明顧問：  

    我補充一下！關於國軍按階級退休，實際上是把人力資源浪費掉，轉嫁給國

家社會來承擔，實際上，從入軍校就開始採計 18 歲，滿 20 年 38 歲就可以退了，

退就可以拿終身俸，然後他一定再去就業，38 歲怎麼不再去就業呢？給他優惠

存款、終身俸，另外，他又自己再去找工作，原本還開了一扇門讓他特考，讓他

大量轉到公部門來，優惠存款也不停，所以是雙薪現象存在。 

 

黃世鑫教授： 

    優惠存款也不停，這很可怕！ 

 

葉長明顧問：  

    所以實際上，55 歲當時是林鈺祥提出來，他是看日本，日本民間企業也是

大概 55 歲都會陸續淘汰，超過以上的，都是到第二線幕僚職、顧問職，第一線

大都到 55 歲到巔峰，公部門當然有很多外圍組織，等於是民間和公部門的橋樑，

所以大量釋放人力出去，實際上，他也沒有限制，日本沒有限制說不能領雙薪。 

 

朱楠賢司長 : 

    有 50%以上的限制。 

 

葉長明顧問：  

    這只是在國民年金的部份而已。 

 

黃世鑫教授： 

    對不起！我岔開一下！我發現我們常有盲點，去拿國外比較，日本企業組織

和我們不一樣，因為他很龐大，不是只有第一線，後面還有顧問之類的，其實這

還是屬於同一個企業集團，拿別的國家來比，容易誤導。 

 

蔡秀涓教授： 

    首先，先感謝蘇老師這樣的機會，剛也聽到許多先進的一些看法，我在家早

上看這個東西的時候，一開始對這個題目我在想，是公務人員和教育人員還是在

公立學校任職的教育人員，剛蘇老師已經解釋很清楚，研考會是希望兩個一起

談，因剛才蘇老師說是開放性談話，反而這個研究一些需要趕快解決的問題就比

較少關注到。 

    文官政策其實是隨著我們國家發展在改變的，目前我們這套文官政策，當然

裡面關於軍公教退休政策，如果把台灣民主化切幾個點來看，現在可說是威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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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權轉型到現在進入鞏固，但是，我們看從威權體制、蔣中正先生開始所建置的

文官政策，在吸引人才上面用的這些理念，到目前為止，我們現在這個時點看起

來，很多政策影子還是殘量的精神，這是第一點，我們在談公教人員退休這個部

份，會引起民間很多的關注，這應該和這個有很大的關係，當時在建置時，是古

老古老以前，當時有那個需要，因為當時政府需要非常優秀的人才，需要一股穩

定的力量，但現在我們當中經過解嚴第二階段到現在，現在其實已經第三階段，

其實這樣的政策其主軸沒有太大的改變，雖然說從 82 年新制立法，84 年開始，

不知道有沒有記錯，但到目前為止最重要的主軸精神，都沒有太大改變，我想這

是第一個。 

    在這當中，在這現在這個脈絡底下，這個政策研考會會委託蘇老師，也是因

為蘇老師本身人事也很強、財政也很強，若只懂人事就少了一點，若只懂財政很

強，可能他看到的 policy 部份可能也少了一點，我想大概是這樣。 

    而在現在這個脈絡底下，這個政策的主軸和那樣的精神還有沒有需要？當時

是要去突顯軍公教這塊是國家穩定的力量，當時國家機制是威權，民間坦白講也

沒有什麼辦法啦！ 

    再來就是，人才甄補上的問題，當時國家財政是負擔得起，不是這個制度問

題，而是這個制度到現在適不適合，這是我第一個我想要談的東西。第二就是，

我是先從整個大的、文官退休政策開始談，再來談蘇老師裡面的具體。 

    目前我們來看財政問題，我剛好上去找了一些資料，整個財政上面，民間看

法上，主觀的認知差異是很大的，以前不會有感覺，大家想的是，我要社會流動，

不想子承父業，一輩子種田，於是從事軍公教。 

     可是現在可能不是，現在民間其實很強，現在看這幾年國家競爭力世界的

評比，民間的總體表現是比政府還強，這樣講可能不是很好聽，在分數上，政府

是向下拉力，所以民間會覺得憑什麼這個制度還是差這麼多。 

    再來，主觀上，的確政府挹注到裡頭，剛才朱司長和黃老師也都有談到，民

間和政府資源分配可能是更大的問題，我們現在的分配其實某種程度是不公的！ 

    再來，來看現在財政上的問題，從開辦到現在，到 2007 年 6 月為止，整個

收入是 806 億 6400 萬元，支出已經到達 1224 億 300 萬，各年度的支出，一直是

往上升，第一年是才支出 1 億多，當然那時，錢也比較多，可是到去年底為止，

光去年就支出 234.2 億， 

    再來，看潛藏負債，教育人員到去年為止，已到 4 兆 899 億，公務人員是到

5 兆 586 億，這是指還沒提撥出去的潛藏負債，我想，蘇老師、黃老師和周老師

在財政上是很強的…… 

 

黃世鑫教授： 

    這是算法的問題。 

 

蔡秀涓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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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有專家，不過這是他公佈出來的。如果按照他應有的提撥率，到去年的

精算為止，根據 2007 年精算，以 50 年期來算，如果折現以 4%來算，公務人員

應提撥 31.1%，教師是 33.1%，軍人更不用講，軍人是 50 幾，這是一個客觀的事

實。 

    針對這些來講，這個問題若放在公務人員教師退休來講，我相當同意朱司長

一開始的破題「公平」二字，和黃老師提到的年齡太輕、月退和所得替代率的問

題，正常來講，以國外來講都是 30、40，國內實在高出很多，他們是 overall 起

來都是如此。 

     我想，這個研究案如果有時間，可能得從比較大的 context 來說，談現在整

個民間的看法，不應只看這一個政策，因為政策不是真空存在。 

    再來，所謂的退休再任問題，剛幾位都提到，從各國退休政策來看，沒有規

定不能再任，沒錯這的確是，但是他們所謂的不能退休再任或是到民間部門，尤

其是到國外甚至是敵對國家，是規範在公務人員離職以後有關的，所以現在

OECD 國家講的是政府倫理法，規範在那一塊，譬如說，可能要主管機關的同意，

否則我們怎麼會出現調查人員跑去那邊幹了一堆什麼事。所以在退休政策上的確

沒有規範，但是這規範在其他總體的文官政策。 

     而有關於利益迴避問題，因為日本情況是很特殊的，也造成日本在政治上

的糾葛，但也不失為我們可以借鏡考慮的。 

     關於公教人員退休再就業，到底有哪些問題？這些問題到底有沒有很重

要？涉及到國家總體的利益來講，利益迴避、離職後的旋轉門問題，在這當中我

們還可以區分，是只要限制在公務人員，還是教師也要限制，當然，在某種程度

來講，教師的嚴重程度沒有那麼多，但是，拉到比較高的國家層次，如果教育界

也有競爭力，退休後到某種程度的敵對國家，如果是人文的就算了，是幫助他們

民主化，但是，若是自然科學科技會不會有問題？因為他不是一般的公民，是拿

納稅人的錢，我想，這是第一點，退休時，要不要考慮利益迴避？ 

    我檢視幾個國家，他們的處理方式是，第一、要經過主管機關的同意，第二、

若是主管機關同意去的話，代表沒有什麼嚴重，但就像蘇老師、黃老師所講，你

得＂停＂，你是真的以後不再工作了，才能把錢繼續支領，不管是一次退還是所

謂的月退休，這是他們的作法。 

    第二個問題，我倒是覺得退休再就任這個問題，和政府財政關係不是很大，

當然，我沒有很深入的去探討，第二個問題其實是新陳代謝的問題，剛很多先進

提到民間很鼓勵，民間他當然很鼓勵，因為他的身分本來就是私部門，我想在座

您的很多家人並不一定是在公部門，你想想看，他退休時，說不定就會覺得為什

麼會這麼不公平？另外，55 歲真的很年輕，剛黃老師說明年就 55 歲，基於國家

需要你，你應該要繼續做下去，來檢證一下這個制度到底好不好？  

    若從整個退休政策，我是很建議是要從整個政經去分析，看這在整個脈絡底

下是不是很適合？這當中涉及到民眾主觀的看法，和等一下周老師可能會提到很

多財政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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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來，就是公教人員退休再就業問題，到底能不能完全開放？他是一個軸

線，什麼條件底下他可以，什麼條件他不太適合？我想，公務人員和教育人員是

可以分開處理。 

    再來就是對策，剛朱司長提到說對策，我想，舉辦專家座談會通常最重要就

是你告訴我ㄧ些答案好了，對策方面，雖然說 DC 制、確定提撥制也許是有一些

問題，但是就台灣來講，第一個，如果按照我們到底該從哪個世代開始進來，真

的開始要解決問題，很快的，明年不管哪一黨執政，他第一個就會面臨這個問題，

大家都很頭痛，大家都希望最好前面一個政黨可以趕快處理完，但看起來也不是

那麼容易處理。 

    我覺得，第一個，未來新進人員一定要趕快做處理，要有一個分水嶺，讓他

很清楚知道，這是契約問題，如果要來，就要接受新制，這也是國家問題，不是

你個人的問題。 

    再來就是可攜式年金，這才能真正達到公私部門的交流，其實人事行政局有

作了一些政策，我想朱司長最清楚，鼓勵公部門去民間，但效果不彰。長遠來講，

只要有在職的事實，我在公部門還是私部門同樣是為… 

 

黃世鑫教授： 

    是年資。 

 

蔡秀涓教授： 

    對！我們在想的很多問題都不會再存在，但是這段期間，也是蘇老師今天最

頭痛的，就是這段時間到底有多長？是 10 年、20 年還是 30 年，這段時間怎麼辦？

現在已經有的巨大負債該怎麼辦？我也提不出什麼想法，大概我今天的想法就是

這樣。 

    另外，專家座談會，我想，蘇老師不是只打算舉辦一場，也許也不知您的方

法，但當中也許民間，今天在座的大概除了我以外，都在廣泛的 public sector 裡

頭，但是剛幾位老師談之後，我覺得很放心，其實他們談的是非常公平、客觀的，

也許今天問的是其他人可能想法會不一樣，今天問學生，將來要去私部門，也許

會有一些很有趣的答案，這是我很簡單的想法，謝謝！ 

 

蘇彩足系主任： 

    研考會有網路論壇，我們會去整理吸收不同角度的想法。 

 

黃世鑫教授： 

    其實可以找退休再就業的人談他們的經驗和看法。 

 

蘇彩足系主任： 

    我們會採用深度訪談的方式，私下做深度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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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秀涓教授： 

    說不定，他們會覺得再就業其實不划算，在後悔。 

 

蘇彩足系主任： 

    沒錯！是可以看不同面向的想法。 

    另外，剛剛蔡老師講，要從比較大的宏觀角度去看。我們讀過一個報導，外

國有針對 158 個國家的研究，發現這些國家裏超過一半國家在私部門以外，有針

對公務人員另設一個 pension，而且針對公務人員獨立設立 pension 的國家，其實

問題是比較多，例如財務負擔比較重、所得替代率比較好；顯然要吸引公教人員

的思維在一半以上國家裡都存在。理論上，在現在的環境下，根本不需要有兩個

不同的 system，不管公部門、私部門都是國家的人才，都要一起公平照顧，但我

覺得那只是一個長遠的方向，在過渡時期，該怎麼去處理現有的問題？ 

 

黃世鑫教授： 

    台灣不可能，因為台灣現在這兩個差距太大了，除非兩個慢慢接近。 

 

蘇彩足系主任： 

    Incremental 要很久，85 制都不知何時才能實施？ 

 

周麗芳教授： 

    剛有幾位先進我非常贊同，第一，就是退休年齡，在和國際做比較的時候，

像我們這麼早退休的國家，畢竟還是少數，教員又比公務人員早一點，軍人更不

用說，又更早了，那確實是要回到根本問題，不管是退休金還是年金制度也好，

退休金應該是要保障因為年紀問題而必須從職場上退下來所領的，而不是這種正

值壯年退下來給他薪資的替代，這是最根本問題。 

    而我們會有這後續衍伸的問題，都是和年紀相關，而年紀不只是單純考慮再

就業該怎麼去管制，基本上不管是 85 還是之前考試院所推的展期年金，都還是

要加強他時程的推動，這是第一個。 

    再來就是，我們和其他國家也不太一樣的地方，每個國家退休金財務設計是

不太相同，剛剛朱司長也特別提到，新進人員可以採行完全的提撥制，可是我們

現在，已經退休下來的，有舊制、恩给制，也有所謂的新制也就是現制，現制就

是相對提撥，隨著越早退的，恩给制時間也越長，越晚退、越慢退的，也就是說，

他提撥的時間是相對比較長的，當然，現在考試院所謂的第三代，新進人員未來

到底是怎麼樣，還在觀望進度。相對地，我們另外也可發現，同樣是退休下來的

這些人，當中也存在著財務上的不公平，這是因為，越早退，享受的恩给制時間

越長，所以自己的負擔是比較少的。 

     不管現在退休下來的人是怎麼樣，但至少在公務人員這一塊還是採行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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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付制，在確定给付制之下，剛好幾位先進也有提到財務負擔的問題，實際去算

他的成本效益分析和精算平衡費率都遠超過 12%，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等於是

說，已經退休下來的人，領取退休金的公教人員，實際去檢視他，他實際投進去

把它當成成本效益分析的成本，他領到的效益是遠超過 100%。 

 

黃世鑫教授： 

    報酬率。 

 

周麗芳教授： 

    沒錯！報酬率遠超過 100%，所以退休之後再次就業領到的薪给才會拿出來

被檢視。如果，他完全採取確定提撥，當初都是他提撥進去跟他現在報酬率遠超

過 100%，我想，大家在檢視這個問題是不一樣的，所以這也是很重要的一個問

題，報酬率和所得替代率是兩件事情，報酬率本身也是一個的問題。 

    再來就是，有一些國家，年金制度也是有規範的，比方說老年年金，如果已

經領了老年年金，之後再去就業，就業的所得額度超過年金某一個比例的話，自

然那個年金不是扣掉就是暫停，是會有一個規範。也許不是規範在退休相關的法

規，而是規範在年金相關的法規裡面，就我所了解，是有這樣的規範。今天也非

常感謝蘇教授和我們顧問所準備的資料，相關國家也有作扣抵和要求做減額等等

規範。 

     我國這個問題也會比較受大家來檢視的，我剛聽蔡教授在發言，我自己都

覺得很不好意思，因為先前教育部私校退撫也是在談，私校退撫的待遇比起公務

人員差很多，怎麼樣才能改善他們的待遇，可以說族群和族群之間差異度實在是

太大，縱使不要去想第二份薪水，只有一份薪水就已經比別人高出很多，所以這

已經不是合不合理、可不可以的問題，而是，社會的觀感的課題是遠比其他課題

來得重要，這也是一個我們和其他國家在考量上面會有比較大差異的地方，我就

簡單補充到這裡，謝謝！ 

 

潘麗雲顧問： 

    現行公務人員的退休制度，我們主秘有準備了非常豐富的資料，所以我國的

這個部份，等一下就請我們主秘來發表。而我雖然之前沒有主管退休業務，但有

時部裡需要資料，有看一些日本的退休制度資料，所以就跟大家報告日本的退休

制度。 

    看日本制度好像單純沒有那麼複雜，日本退職人員，關於退職金部分有兩筆

錢可以領，一是公務員退職金，這個部份是政府編預算一次領，另一個是共濟年

金，早期叫退職年金，因為種種原因退職，譬如長期服務下來退職或是因病因傷

或是死亡而退職的一種年金制度，後來改為現在共濟年金，共濟組合就是政府和

公務員本人相對提撥各一半，相對提撥基金來作運用。 

    公務員退職金這一部份，是在公務員退職時給，他們退職不是像我們的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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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像免職、辭職、死亡、屆齡、任期屆滿或其他原因都叫做退職，不光是像我

們說的幾年退休，只要服務一年以上，就可以給你退職金，所以變成不管服務滿

幾年，只要退離公務界通通都給，就變得很單純，他們對於退職金是採勞績報償，

是說長期服勤公職就給你報償，界定在這樣的目的和理念之下，設計上就變得比

較單純，服務越長，支給的比例就比較高，依勤務服務期限長短，支給不同比例， 

這部份是確定给付，完全分級，最高到 60 個月，若是服務 1-10 年，就給你 100%

比例，10-20 年就遞增，一直遞增到 30 年… 

 

黃世鑫教授： 

    是遞減還是遞增？ 

 

潘麗雲顧問： 

    是遞增，因也要鼓勵長期，但到 30 年以後，比例又降回來，他也不希望你

作三、四十年，在日本很重視人事新陳代謝，所以 10 年以下低一點大概是 100%，

一年給一個月、二年給二個月，10-20 年比例就高了，大概百分之一百多。 

 

蔡秀涓教授： 

不管他做到 30 年，最高就是 60 個月？ 

 

潘麗雲顧問： 

    不，他可以做到 40 幾年，因為大學畢業進去是 20 幾歲，日本屆齡是 60 歲，

但早期，到 50 幾歲就開始人事整理，他們這樣的制度變成任用制度的一環，和

任用制度是扣的很好的一環，有新陳代謝的機制在，不需要成就退休條件，隨時

走，隨時給你退職金。 

    第二就是，這個制度設計有人事整理，例如機關改制或是像軍中的尉官一

樣，認為你不可能再升上去，就勸你退，勸退的獎勵很高、支給比例很高，這是

因為他們覺得為了新陳代謝有這個必要，這是他們退職金制度的特性。 

    不能支給的，是因懲戒、免職、失職這種消極條件的時候，才不能支給，這

是一次給的退職金部分。 

    另一個是共濟年金，早期叫退職年金，因有共濟組合所以變成共濟年金，採

社會保險數理基礎，但是他是分開的，共濟年金給的時候是在現職公務人員生

病、受傷、… 

 

黃世鑫教授： 

    和我們過去公保一樣。 

 

葉長明顧問：  

    但给付是年金化，不像我們公保是一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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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世鑫教授： 

    但是如果她講疾病的話，就像公保。 

 

潘麗雲顧問： 

    沒錯，那種性質是直接給的，而公務員退職給的，是屬於長期給付，就是屬

於年金… 

 

黃世鑫教授： 

    就是說他其實是我們過去的公保，只不過退休那部份是年金化。 

 

潘麗雲顧問： 

    就是變成年金制，等到 65 歲以後再支給。退職滿 65 歲才資给。 

 

黃世鑫教授： 

    那是綜合保險。 

 

蘇彩足系主任： 

   要滿 65 歲才能拿？ 

 

潘麗雲顧問： 

    以前是 60 歲，因為以前是屆齡 60 歲，60 歲就可以支給。後來，因為財務問

題和年金一元化，因為他們一直在檢討年金制度一元化，所以就提高到 65 歲，

但是在這過渡期間，因為公務人員屆齡 60 歲退休，65 歲才支給這一段空窗期，

是採每隔兩年慢慢升，不是一次就 65 歲，利用幾年的時間，慢慢 65 歲。 

 

葉長明顧問： 

    和美國一樣。 

 

黃世鑫教授： 

   一般都是漸進的。 

 

潘麗雲顧問： 

    另外，為了這段緩衝期間，他又設計了再任用制度，就是說退了以後的人，

可以再回去任用。就是希望都不要有社會問題產生，日本在改革就是很漸進… 

 

黃世鑫教授： 

    制度很精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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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麗雲顧問： 

    就是說，其中會碰到問題會有其他替代方案。 

 

朱楠賢司長： 

    他和日本民間差異大不大？ 

 

潘麗雲顧問： 

    他們是民間比較好。現在是 2008 年，他們之後 2010 年在共濟年金部份，會

作一個調整，他們要重新再設計一下，但他們是準備把共濟年金這部份把它廢

止。但是現行就已經比民間差一點，若把那部份再廢止，跟民間就差很多，所以

人事院現在就緊急向內閣提出書函，請內閣就這個問題研究一下該怎麼處理。 

    在私部門的話，有退職的一次金，當然國民年金是大家所共同的，企業有退

職一次金還有企業年金，企業年金我剛看，有 97%是由雇主提撥，本人提撥的話，

大概只有 3%左右；而公務員部分，公務員一次金的部份是比企業的一次金多，

但在共濟年金部份是政府和本人各提撥一半，這兩部份加起來，還比民間少一

點，他們是不敢太高，所以低一點，但將來可能又更低一點。 

 

朱楠賢司長： 

    所以共濟年金比企業年金少一點，又提撥高。 

潘麗雲顧問： 

    對！少一點，且本人又要提撥一半。因為現在國內企業，本人提撥部份幾乎

都不提撥，只有雇主在提撥，而政府機關，是本人也要提撥，是 40%。 

 

葉長明顧問： 

    這裡面就是他也把國民年金也納進去，原本國民年金不是海外的，後來納入

共濟組合裡面；而企業的共濟組合，他也是有包括國民年金，所以另外，剛才說

的第二次的這部份，有包括國民年金這部份。 

    而我國的國民年金明年也將實施，像公保、勞保、農保這一部份，實際上都

要和關連性作一結合，將來實際上要整理在一起才對。 

    最主要的，他們私部門也是一次金，政府的公部門退職津貼也是有一次金，

至於，第二次的這部份共濟組合，私部門有共濟組合，公務人員也有共濟組合，

兩者都有包含國民年金第一層的，那條件完全一樣，限制是比較多，另外，增加

的這一部分，剛才她也有講，私部門的這一部份是高於公部門，但另外一次金的

部分，是比公務人員少一點。大致上，是這樣。 

 

蘇彩足系主任： 

    非常感謝潘參事這位日本通，陳德禹老師和呂育誠老師剛上完課後即趕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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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真的很感謝，現在，是不是請陳德禹老師發言？ 

 

陳德禹教授： 

    很抱歉晚到！沒聽到各位高見實在很可惜，相信各位很多都是類似這方面的

長期主管，而我的意見也許是比較任性。我們人力資源究竟該抱持什麼態度？如

果整個國家來講，人力資源該怎麼用？如果他還可以繼續用，是不是禁止不讓他

發揮？這是很值得考量的。 

    我的感覺是，憲法保障人民有工作權，為什麼可以限制他不可以再就業？而

這個計畫裡面有考慮到，我覺得很好，從憲法、人力資源或從行政人事理論對退

休性質的看法，從這邊來檢討，我想是蠻好的。 

    如果他是一種績效報償也好，或是延期给付也好，我覺得不應該以這點理由

來限制他不能再就業，這是他和政府有這一層關係所以有這層報償，但這報償是

他所應予的，不管這是分一次還是月退，況且算一次或月退，其相差不是頂大，

還有，月退也未必是很好，因這也有風險，政府也不一定會全然吃虧甚至是佔了

便宜。當然這方面我不是行家，我沒有很仔細的去算，我的感覺是，領月退，大

概要領五、六年才會和等於領一次的母金，還沒算利息喔！若他活不到五年，就

拿不到一次金大概七百萬，也許這有講錯，可以糾正，他有撫慰金，只是補足他

不足母金那個數而已。 

 

黃世鑫教授： 

    撫慰金還是在他有遺族才有。 

 

陳德禹教授： 

    對，至少肥水沒有落外人田！且大約要退休後活十年，才能趕上那一次退和

其 18%，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有時候還佔了便宜！所以不要以為說拿月退很

好，其實各有風險，說得不好，政府若破產，拿月退是完蛋，手中是沒有，拿一

次退還有，馬上銀行抽出來，不要領利息了，對不對？所以這是各有風險，拿一

次退也有風險，18%不太確定，不知道要砍多少，若取消掉也是很危險。 

     但是，就是說，不要以為給公務人員有很大的優惠，我的感覺應該不是這

樣，補償他績效回報或是延長给付，這本來就是政府應該給他，把他的帳算清，

往後他要怎麼走，怎麼可以限制他再就業呢？而且憲法本來就有保障他的工作

權，那他當然可以繼續工作。 

    若站在國家和社會的立場來考量的話，我的感覺，只要他還有意願去付出，

而且也有能力可付出，社會也需要，何不樂見他繼續發揮、貢獻呢？其實這沒有

關係啊！他也不是白收入，他也有付出，對社會有貢獻，社會給的報償，這是另

一段的给付關係。 

    目前我們的制度，銓敘部的規劃，我也覺得合理，若再服務的是公家支給的，

那就要暫時停止，這是對的，因為還是國家在付，另外，有一定金額以上 3 萬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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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不可以，其實，那個收入也不是頂多，只是鼓勵，這我也認為合理。 

     但對政府來講，拿民間的錢，政府應不必限制他，人家願意付錢，為什麼

要苛刻過去有一起服務關係的同仁呢？還有一點，現在制度逐漸不一樣了，所以

要精算，現在是年金儲蓄制，裡面有我的錢，我的儲蓄是不是管過頭了？我的錢

是我存的，我要怎麼用是我的事，若連這個也要限制，那就只能限制政府提撥進

去的那部份比例，這樣的比例才叫公平。 

    現在旋轉門條款，基本上是擔心會不會傷害到國家、洩露機密，或者是以公

家的利益交換私人，怕利益輸送或交換，這樣的限制不是不可以，但需要經過比

較多一點的程序，譬如說像英國成立獨立的機構來審查，有一個很獨立的審查，

事先需申請，申請之後調查，核准就可以去任職，如果將來發生了狀況，事先審

查也沒有注意到，一樣可以罰他，我想，在這樣情況下，公務員被限制的情況就

不是頂多，因為一般來講，都不容易產生這種利益輸送，如果有，大多是屬於和

事業機構有關的，我的感覺是像這些限制可以用某些方法來限制他，但不能完全

不准他工作。 

     也許我們現在是用時間，經過多久也許是三年內不准和五年前有關的機構

工作，但如果他真的很專業，那就沒辦法了，退休後就沒辦法工作，因為其他部

門他不適合，他都沒辦法去，因為能夠去的都跟他有關和五年前有關，就完全被

限制，人家是說，如果你要去五年前有關的機構，就先審查，若將來有發生問題，

還是可以懲處，我想，這樣就有嚇阻的作用了，他就可以為社會來服務了，我只

是很粗淺的一點理念來供計畫參考。 

  

蘇彩足系主任： 

    謝謝陳老師。我們就是說要看退休金是從哪個理論出發，如果是延遲工資，

那怎麼可以不給呢？但若是退休年老保障的話，有工作能力時，就不需要這份保

障。我覺得從不同理論出發，就會得出不同的結論。我個人是認為，政府目前是

不可能限制他不能再就業，除非是利益衝突（例如旋轉門條款），他不可能剝奪

人民的工作權，政府現在想考慮的是，如果你再度工作的時候，能不能 hold 你

的退休金不發，這有沒有法令基礎、會不會違憲？因為在外國部分目前還是沒有

找到法律依據，外國法令還是只告訴你，若你到公部門去，暫時不讓你領退休金

或是退休金會減額，但如果到私部門就業，沒有法令可以控制。我們台灣都是跟

隨外國，外國有我們就敢做。但現在我們是不是能從理論或法律的角度去做限

制，這是銓敘部最想要了解的一點：若退休後到私部門去工作，我們能不能暫時

不讓你領退休金，但其實到私部門工作很難查核。 

 

黃世鑫教授： 

    這還是年齡問題。若是 63 或 65 歲，那問題不大，現在問題關鍵還是在現在

50 歲就可以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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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彩足系主任： 

    我先向兩位晚來的老師報告，我們剛才是在討論，因為大家 50、55 歲就可

以退休，年金財務已產生一個大窟窿。我們到底有沒有權力現在去限制他拿雙

薪？ 

 

陳德禹教授： 

    這是理念問題，我認為齊頭式的平等是很不平等的。現在是只要拿退休金，

通通都不准或是停止，若到私部門去我也停止，為什麼要這樣呢？豈不是要聰明

的人要更笨一樣嗎？不准你繼續貢獻…。 

 

蘇彩足系主任： 

    來降低工作誘因。 

 

陳德禹教授： 

    根本就不是你恩給，現在越來越不是，也改成年金儲蓄制，根本就不是了嘛！

財務到此我們就已結束，只是方式不同，一個是你一次拿、一個是你慢慢給我，

慢慢給我也有風險，你以為你給我恩惠？沒有啊！我有風險耶！其實帳已經結

了，你就不要再管我，你也沒有權力管我了，我要怎樣都可以，犯法的話，該怎

麼辦就怎麼辦。不要以為這樣才叫公平，你有本事，你也可以拿雙薪，沒有本事

就拿單薪，這有什麼不對，這才叫公平，因為他才能、健康狀況不同，他可以再

賺，為什麼不讓他賺呢？我是這樣想法啦！當然你也可以用別的角度，認為大家

都一樣才叫做公平，這是另一種公平的基準是這樣說的，這當然也是另一種邏

輯，只是我是用另一種角度看，我是這樣想。 

 

呂育誠教授： 

    很抱歉因上課關係所以遲到，沒辦法聽各位長官的高見，在座各位都是這方

面的專家，不知我等一下講的是對或錯。 

    其實，剛看到這次的大綱時，我有去看徐有守老師的最新出版，裡面有專門

一章，那是他當銓敘部長時，怎麼去定這些退休金的制度，我剛聽蘇主任講，我

們該怎麼去尋求法律來解決，其實，我們台灣整個退休金制度就是政治的考量，

一開始，是希望讓公務員的待遇更衡平，所以我認為，雖然所有制度的設計度最

後都形成法制，但是歷史背景和當時歷史發生的時間點，我認為或許研究單位可

以把這部份做一個總檢討，很多人以今日之非來談昨日之是，時空錯亂後，最後

會雞同鴨講，我認為這部份的釐清是蠻重要的。 

    我簡單針對幾個面向來提出個人淺見，我是從公務人力資源角度來看退休問

題，可能沒辦法實際 touch 到退休金額度的計算，我是提出我個人想法。 

    第一就是目前退休制度值得關注的問題，蘇老師這裡有提到說公平、效率，

我認為，除了公平、效率這兩項外，這裡還有獎勵的味道在裡面，有變相鼓勵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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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青年投入公職的行列，你現在問，為什麼要當公務人員？其中有一原因是以後

會有退休金，尤其是月退休金，所以或許我們可從這裡去檢討，若這樣假設是可

以接受，現行制度除了先前的歷史背景需檢討外，第二個要檢討的是社會就業的

狀況，這部分也去檢討的話，比較可以跳脫退休金金額的爭議，不然的話，年齡

和 18%問題，到底這樣算年輕還是年老？會掉入剛陳德禹老師所說的困境，會有

爭議。 

    另外，除了研究單位目前整理出的這些問題之外，還可以補充幾個點來談，

第一、就是社會認知的問題。就目前法制來看，大致上是 ok，但就是社會認知

究竟是高或低的問題，例如 18%的問題，不管它背後理由是什麼，但不可否認很

多社會大眾對退休金制度主觀上是有一些期望，公務員退休制度為何會有這樣的

認知？這一部份或許可以思考。 

    第二、就是黃老師的專長，就是政府財政的部份。這個部份，我覺得有兩個

部份可以談，第一，是從政府整體的人事費用支出的部份，這邊我要特別提出的

是 local 這一塊，政府地方的人事支出份一部分，尤其鄉鎮市，這部份或許需和

中央切割開來看，除了像陳老師所說的，貢獻和報酬差異之外，鄉鎮市退休制度

更應該去檢討，因為它的人事費已經完完全全無法讓鄉鎮市運作起來，我覺得個

別層級或是個別機關，我們需要特別去做考量。 

    另外，我們現在是公、教部份合起來看，應不應該切開來看？公、教在處理

退休再就業問題應有完全不一樣的思考，因為不管是工作性質、屬性、服務狀況

都不一樣，到底要不要合起來看，是可以再考量。 

    第二個可以討論的點是退休再就業領雙薪問題，我非常同意陳老師提到的看

法，法制上或許是像蘇老師說的，到底我們應如何去定，但，我是從政策上去考

量，就是說，政策上究竟是要採消極還是積極的取向，如果是消極的取向，我們

是由穩住財政收支去考量，其實這也沒什麼不行，我們是基於政府人事支出過度

龐大的考量，而採取宏觀財政管制的方式，其實不是不給，而是做技術面上的調

整，我覺得這方面，和法律恐怕沒有什麼關係，只是技術上的一個設計而已；積

極的考量就是，我們都在談，高齡就業、二度就業的概念，我們現在這種方式等

於就是給二度就業限制，或是給他負面的因素，希望他不要就業。剛陳老師提供

一個很好的觀點就是，你若站在才能差異的話，你也是限制他的才能。所以我會

認為這是政策取向的問題。 

    至於要怎麼定去這問題，我也同意陳老師的看法，就是用消極面監督的方式

就好，不要去管積極的部份，如果說有涉及旋轉門、利益輸送的部份，也許我們

去做一些管制，其餘的，留給市場機制去做決定。 

    第三、我國退休制度和其他行業去做比較。這可能就是我剛提到社會觀感的

部份，這部份也涉及到是不是該回歸至定位的部份，這也是蔡秀涓老師最近在談

的部份，如果我們把公務人員制度當成永業概念去看或是當成特定職務，若是把

公務人員視為永業，把公務人員視為長期生涯發展，退休制度就是一很重要的環

節和誘因，若把公務人員只單純視為一個工作者、employee 受雇者，退休金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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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就會完全不一樣，所以我們要先把公務員的定位釐清再思考。目前我們會和其

他行業產生衝突的理由也是在這裡，一般人會把公務人員拿來跟一般企業員工相

提並論，因為他們認為都是所謂的受雇者，為何適用勞基法的受雇者是這樣，適

用公務員法的受雇者是那樣，都是受雇者顯然會不公平，但卻沒有考慮到公務人

員和其他行業可能是完全不同的設計，或許委託單位可以由這裡切進去分析，事

實上，這兩類是不一樣的。 

    若是這樣，退休制度我可以把它分為三個光譜，最消極的，可能是一個報償、

報酬的一個部份，是貢獻和回報之間的 pay；第二個層次可能是一種保障，認為

公務人員除了有受雇者的角色外，還有一種特殊的使命、特殊法定的地位，此時

退休制度是給他的一種保障，就好像對法官優遇一樣，是對職業的一種保障；第

三個層次是激勵的問題，我們認為退休金是作為投入公職的人的一種激勵的手

段、一種誘因，讓他安於職業、職位，我認為，從這三個層次來分，對於技術性

的細節有一出發點，否則，談到最後可能陷入到底百分比要怎麼調，會有他的困

難性。至於，提綱的第三、四點並不是我的專長，就沒辦法提供任何看法，謝謝！ 

 

葉長明顧問： 

    因為這個問題實際上牽涉太廣，消化時間會很長，所以我有幫忙整理成書面

資料，書面整理即針對提綱四點而寫。而在這個之前，我先說明一下，就我過去

一二十年的經驗，新制在個人收益部分和舊制來作比較，新制沒有比舊制好，因

過去有 18%，過去是恩给制個人不須繳，所以就個人收益來講，不見得是比較好。

當時在規劃、推動時，那時曾經有分析探究過，只是舊制由雇主全部負擔不符合

世界潮流共同提撥，那時候和勞基法舊制、國營企業來作比較，新制比不上舊制

對個人有利。 

    第二個，最近實施新制以來，退休金佔中央總預算一千三百多億，這比例一

直都沒有變，實際上來講，軍方大概一千一百多億，公教人員二、三百億，這都

沒有什麼大變動，這裡面吸收了一部分，提撥基金換成年金，所以成長就沒有很

大。 

   第三個，現在最大問題是提撥率已達到法定 12%最上限，因為是國內市場利

率影響到基金收益率，一直掉下來 2%、3%，即使經營再好 4%、5%，和當時預

期 7%、8%的設計有距離，受益率低就會突顯提撥率就要相對提高，財務上才能

平衡，最近大家擔心的就是潛藏負債，提撥率不足的部分，前面是把一般性的先

作報告。 

    就提綱第一點來講，關於現行公、教人員退休制度衍生哪些值得關注的問

題？ 

第一、退休制度成敗的關鍵因素，歸納了四點，這是長期以來關注的問題，

因為時間關係，大家就請自行參閱。 

第二、退休制度面臨的挑戰與問題，分為五點： 

（一）、國內政經情勢促成提早退休風潮，公務員平均退休年齡一直下降，自 6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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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降為 55.85 歲，教師自 56.73 歲降為 54.54 歲。 

（二）、微利時代嚴重影響基金資產累積，國內市場利率水準自 6～7％降為 2～3

％，基金收益率降低，勢必相對大幅提高基金提撥率，始能維持長期的財務平衡。 

（三）、過渡期間部份人員退休所得有偏高現象，因有舊制公保年資享有養老给

付優惠存款利息約占退休所得三成左右，以致造成偏高現象，實際上，新制扣掉

過渡時期的話，沒有偏高，頂多 70%，所以本俸加一倍不會偏高， 等一下會講

到 OECD 國家給各位大家作參考。過渡時期時，要 cover 過去，制度轉換時才給

定若干優惠，才會有偏高現象。現已修正優惠存款要點，設定上限所得替代率予

以縮減。 

（四）、政務官約聘僱人員及民間企業從業人員均採確定提撥制的退休儲金制，

這也會形成壓力，所以儘管銓敘部一直在研究第三代，其實這是蠻複雜的，事實

上他要學的是美國制度，美國 FERS 1974 年立法，1984 年實施，已經是 20 年前

的舊制，現在要學，應不要侷限在美國 FERS 這種舊制。 

（五）、由於提早退休，平均餘命增加，所以和人口老化有一點關係，因為每個

人都多一、二年，算下來也很嚴重。加上基金收益率下降，更凸顯基金提撥率嚴

重不足。目前提撥率雖已達法定上限 12％，但依照退撫基金管理委員會委託精

算，收益率是 7%所需平準費率 15.5％，收益率是 3.68%時，平準費率 26.4％，差

距甚大，估計潛藏債務負擔極為龐大。 

      

提綱第二點，公、教人員退休再就業領取雙薪之爭議如何解決？ 

    第一、受雇者退休再就業領取雙薪之現象，在美國以 Double dipping 稱之。

支領雙薪或在兩個部門領取津貼者，以 Double dipper 稱呼。此種少數享受年金给

付又有再任工作報酬的特權階層，社會上習慣以「年金菁英」（pension elite）相

稱。只要法律准許所領的年金给付，加上退休後再就業所領取的薪資，可以提高

個人所得及未來生活品質，不能說沒有正當性。這邊我特別提出，我國法官、檢

察官受終身職保障，年滿 70 歲享受優遇，不必辦公，可領全薪終身，政府為鼓

勵自願退休，除支给退休金及辦理優惠存款外，加给退養金最高可達退休金 140

％，並得自行從事律師業務，是典型的「年金菁英」。 

    第二、美國社會安全法規定，特別有 means test，就是就再就業達多少錢之

後，就開始扣，扣 1/2、1/3 或全部停掉，是依據公法強制實行的第一層社會安全

保障體系，根據所得重分配原理所訂的「所得或資產檢測」（means test）機制，

是薪資稅，所有的人只要就業都要扣這社會安全稅。但在第二、三層社會安全保

障體系，這部分就不能管了。 

    第三、未來退休型態、觀念在轉變，管理學大師彼得杜拉克（Peter Drucker）

在《下一個社會》中預言：「未來的人只要體力許可，必須工作到 75 歲」，所以

未來勢必要延長服務期間，預算採計年資也要同時考慮，以前只採計 30 年，幹

了 40 年，還是採計 30 年是沒有配套。未來人類的生涯規劃，將以週期型取代直

線型。直線型的人生是學習、工作和退休三個階段；週期型的人生則是學習、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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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和休閒組成不斷循環的週期。人生會有好幾個循環和句點，這時退休政策就要

加以考慮，在這裡，提出我個人的淺見供各位參考，根本解決方法約有：一、提

高或取消退休年齡限制。二、增加服務年資採計上限，縮減退休金計算给付標準。

三、修法明定再任其他公職或公款補助財團法人學校之機構職務者，得減發月退

休金或縮減優惠存款補貼。 

    

提綱第三點、我國公、教人員退休制度與其他行業退休制度有何主要差異之

處？ 

    第一、公教人員的雇主是政府，民間其他行業從業人員的雇主是事業主或公

司董事會。民間從業人員的退休金制度，是由雇主與受雇者共同集資籌措退休金

之財源或由雇主單方面負擔財源，若干國家為鼓勵民間推行員工退休制度，往往

給予若干的財稅方面協助。公教人員的退休制度，政府財務負擔包括雇主身分及

協助民間行業的財稅協助部份，致其財政負擔的比例，較民間行業的雇主為重，

乃屬當然。 

    第二、退休金是員工整體薪資報酬的重要一環，民間其他行業從業人員的薪

資結構，除貨幣報酬的各項薪给、津貼、獎金、加班費及實物報酬的膳宿、交通

車、其他物質給與外，尚有分紅、配股等措施，最近 IC 設計產業員工分紅配股

改為費用化的會計制度，估計平均影響每家公司純益的 25％，因此項紅利收益

頗多，故能吸引及留住人才，而毋需依賴較優渥的退休金去爭取人才。 

    像我小孩就在 IC 設計公司服務，他們都是靠配股，配股都比我們退休金多

上好多，這種情況都沒有作比較，現在單純拿退休金來作比較，然後說我們太優

厚，這是片面的，要比可以，但要完整的比較。 

    尤其，公教人員早期薪俸微薄，退休金基數內涵僅按本俸（薪）計算，不敷

養老之需，因此推行退休制度改革，以期適度提高所得替代率，吸引優秀人才加

入公教行列。 

    第三、公務人員與國家之關係，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已由特別權力關係轉

換為公法上的職務關係，但其行為仍因職務關係受到較民間其他行業從業人員更

嚴苛的各種法律限制，除一般民事、刑事責任之外，尚有公務人員專屬的行政責

任、營生謀利及兼職亦受到重重限制。渠等負擔的退休基金、公保健保費用，普

遍相對提高，若要將這兩類人員退休制度相互比較，勢必從整體薪酬待遇結構全

面加以探討，始符客觀公正的精神。 

 

最後第四點、外國公、教人員退休制度有何值得借鏡之處？ 

    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發表「2007 年退休金一覽表（Pension at a 

Glance 2007）」的調查報告指出，各會員國退休年金的所得替代率平均為 58.7％，

我們 78%其實也高不到哪裡去，其中以希臘最高達到 96％，英國最低僅 31％、

義大利 68％、美國 41％。會員國法定退休年齡多數訂為 65 歲，其中丹麥、冰島、

挪威、荷蘭、德國、英國、美國等已或將延長為 67 歲；而法國、義大利、比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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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等平均退休年齡還不到 60 歲。至於退休金支出占 GDP 的比率，歐盟 15 國的

平均值為 12.3％，其中名列前茅依序為義大利、希臘、德國、波蘭、法國等。 

    有鑑於人口結構、退休觀念的改變，退休基金普遍面臨入不敷出的窘境。自

1990 年起，OECD 會員國幾乎都對退休金制度進行改革，大都採取漸進與多渠道

的方式為之。最常見者是以確定提撥制（Defined Contribution Scheme）來全面或

部分取代確定给付制（Defined Benefit Scheme）作為對整體制度的結構性改革。

其次，則是在既有的退休制度架構下，因應人口結構的高齡化、少子化；工作型

態、生涯規劃及退休觀念演變；以及市場經濟、社會安全、財務健全的需要，修

改退休條件，或者延後退休年齡。退休條件很重要，退休條件假如很寬鬆，退得

會很快，負擔就會很重。 

    再來就是改變退休金基數內涵，例如最後一個月加一倍，可以變成很長一段

時間平均數來當基數，這也是外國很常見的作法，有的從三年、一輩子都是變通

的方法。還有就是给付金額計算方式，一年 2%或是降到 2%以下方式。再來，鼓

勵中高齡者若持續就業，政府角色的轉換，以減輕財政負擔。因為政府角色又是

資金供應者又是所有風險的保證，用 DB 方式負擔到底，財務負擔很重，若變成

監督者、制度規劃者的角色，不必實際變成經營者、保證的角色，這樣就可減輕。

另外，若採用 DC 制民營業者的角色將有更大的參與空間，像香港，2000 年 12

月實施 DC 制之後，包括公務人員都納入這個制度，以後進來的，當然以前還是

維持以前的，以後進來的，就和全民一樣都採 DC 制，這 7 年來，經營得不錯，

因為他是民營化的方式，可以自由的選擇，績效好的，可以馬上換過去選這個，

可以顯現將來民營的角色。 

    公教人員退休制度主管機關經常舉美國聯邦公務員退休制度（FERS）為例，

朝向三柱（Three Pilars）式老年保障制度研究推動，我覺得這太老舊了，該制度

係於 1974 年完成立法，1984 年開始實施，歷經 20 餘年來的社經環境變遷，美國

聯邦政府定期大概一兩年須向國會提出檢討報告，會評估其優缺點，財政負擔、

個人收益有沒有增加？甚具參考價值。我國推動退休制度改革之際，似宜再參考

其他新進實施新制成功國家之案例，作為借鏡。以上，是簡單整理提供參考。 

 

蘇彩足系主任： 

    很清晰的說明。但剛才呂老師說：「這是技術問題，無關修法。」但是，即

使是技術問題無關修法，可用行政命令還是其他方式，都會引起喧然大波，抗力

都會很大。新進當然沒問題，新進要怎麼去進行比較有共識，但是，目前的問題

如何 incremental 去改，這壓力很大。 

 

葉長明顧問： 

    現在留下來潛藏的負債、負擔、義務，都不能推翻它，實施到今日的，一毛

錢都不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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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世鑫教授： 

    這個問題當然是不可能去動它，不管以後怎麼改，都跟在座我們無關。我想

在考慮問題要比較廣，剛呂老師、蔡老師都有說過，今天我們進入民主化的＇社

會，所以有些事不是你要不要的問題，例如第三點：公、教人員退休制度與其他

行業退休制度，當然說不是要一致，但要不要比較？我想，這不是能避開的問題，

這避開不是說要完全一樣或一致，而是說差距，因為今天不是些微的差距，而是

天差地別的差距。 

    另外，不只是和其他行業比較，＂教＂裡面就不一樣，所以剛提到的很多理

由就不能適用，例如公務人員身分特殊化，我是認為因為公務人員特殊化就可以

比別人好，這種論點將來可能不存在，尤其是公立教師和私立教師，大學教師和

大學以下老師，就很難說得通。第二、中央和地方，尤其是地方的老師，因為財

務問題沒辦法退休，剛講這麼多，如果財務可以負擔得起就都不用談了，總結就

是今天會產生問題都是因為財務問題。另外，公務人員會不同，是因為雇主是政

府，過去可以這樣講，但現在不能這樣說，錢不是政府付的，錢是納稅人付的，

雇主是人民。現在要說，公務人員和一般人是一樣的，但民間是有差距，剛講的

IC 產業和傳統產業不一樣，但沒有人有爭議去比較，今天不要有一個觀念，公

務人員身分就特殊。 

 

葉長明顧問： 

    不要講特殊，就是把兩種負擔都算進去。 

 

黃世鑫教授： 

    不能說民間就沒有兩種負擔，如果你這樣講，民間也可講我也有很多的負擔

啊！職業沒有貴賤，這也適用在公務人員，因為當初也是自己的選擇。我的意思

就是說，若是在以前年代這沒有問題，但今日進入到民主時代，剛蔡老師也是針

對這點，就不能有這種差距觀念。第二，我們談未來，針對退休年齡，未來可長

可久的角度來看，現在談得其實不是些微問題而是很大的問題，不是說從 63 歲

調到 65、67 歲，而是 55 歲到 65 歲。 

    第二、所得替代率的問題，看國外的資料，其實不能用平均，因為有些國家

制度有好幾種，如果國外資料運用久了，特別 OECD，每個國家基礎都不一樣，

用那些數據就很危險，用平均來看，更糟糕！而從自己本身來看，以稅後來看，

已經超過 100%。 

 

葉長明顧問： 

    是因為還加上優惠存款，不是因為退休制度。 

 

黃世鑫教授： 

     第一個要算稅後，另外，一般來講，所得替代率要怎麼算？即工作時就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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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多錢，然後再看退休後能拿多少。現在退休時，我還有公保養老给付，我至

少可以拿 150 幾萬，最高 180 幾萬，我現在 130 幾萬可以去優惠存款，我算起來，

真的可以達到 100%。 

 

葉長明顧問： 

    扣掉稅，分母就減少，變成淨額。 

 

黃世鑫教授： 

    所得替代率本來就是這樣算的，就是工作時可以拿回家生活，退休後可以用

的，就是算退休前和退休後的差距。 

 

蘇彩足系主任： 

    現在所得替代率就是要和其他國家比高低，所以要看其他國家怎麼算，在同

樣的基礎上比較才有意義。 

 

黃世鑫教授： 

    就是其他國家有的用毛額有的用淨額，但是其他國家用毛額反而差距更大，

因為歐洲國家的稅更重，所以要算淨額，算毛額沒有意義。而有些國家，退休金

要課稅、有些不用，所以要做國際比較，這些陷阱要知道。 

    

陳德禹教授： 

    歐洲稅比較高，社會安全制度好，這也是等於把錢先交給國家，之後也會照

顧我，不能單純看稅很高稅很低，我們還要儲蓄照顧自己。剛才主任秘書的話，

我很贊同，要有整體比較，公務員只有加一個半月，民間有的加五、六個月或十

個月，比我們都還高，尤其以前公務員生活很糟，所以公平要整體把所有東西加

進來，程序公平、實質公平都要考慮進來才公平。 

 

葉長明顧問： 

    求公平，要和勞工一樣，這是要往後，往後用 DC 制。 

 

黃世鑫教授： 

    我現在強調談得是以後的嘛！ 

 

蘇彩足系主任： 

    這裡面有很多可以討論，包括公、私部門我們是不是有不同的對待？即使到

現在，有些人認為要把比較好的人才甄補到公部門來，但我認為，私部門也需要

很好的人才。如果覺得公部門比較重要，需要甄補特別好的人才，在退休金部份

就需優厚一點，當作誘因機制。這就是比較主觀的看法，像我就覺得公、私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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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要有好人才，但有人是認為公部門人才對國家的未來政策規劃上有很大影響，

所以要把比較好的人才吸引到公部門，退休金保障要優厚一點，這是很主觀的想

法。 

 

黃世鑫教授： 

    我是認為，這問題沒有意義，什麼是好、什麼是壞？而且，真的是要吸引的

話，可能不是退休金而是薪資。另外，不要把公務人員的職位特殊化。如果今天

財務問題、公平問題沒有那麼大的話，這些問題都不會成為 issue。 

 

葉長明顧問： 

    我在財政部、經濟部待過，有機會到國營事業去，但我那時候認定我的退休

制度好，所以就留下來，做了 40 幾年到屆齡退休。 

    之前是採計到 30 年，現在採計 35 年，若要留人，採計年資也要增加，當時，

是要跟老師看齊 40 年，但上面還是不同意，要留才，但年資不繼續採計，那為

什麼要留下來呢？所以很多人是到 55 歲就已經滿了，留下來又不採計，又多繳

了 10 年，也沒有增加一毛錢。 

 

黃世鑫教授： 

    所以說，公、教本身就不能比較，而且也不是要一致。再來，過去公營企業

是單一薪俸待遇好，但退休制度就相對。今天我們不是說要把所有拉為一致，但

還是得比較嘛！若一直強調特殊性，那比較就很難，不然公立教師和私立教師要

怎麼講。在現在民主社會，不應再顯現特殊性。 

    今天我們不是談要不要給退休金，而是什麼才是合理的退休金，不是說要和

民間拉齊，而是今天我們的差距太大。第二，今天財務是一個大問題，所以我們

要撇開現在，看未來的制度。 

 

陳德禹教授： 

    比較是好，但比較是要從整體，並且我深深感覺到現在多元社會要分類處

理，其實公教應該分開；教裡面，大學和其他也要分開。 

 

黃世鑫教授： 

    其實國外教師沒有包含大學教師。 

 

陳德禹教授： 

    而且大學教師和其他層級學校來比，大學老師不止教一科，而且都在研究室

自動加班，我們大學教師吃虧太多，我們沒有年終獎金、考績獎金。 

 

黃世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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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當公務人員不是為了退休金，是因為不會失業、穩定。所以比過去沒得

比，要講未來。 

 

陳德禹教授： 

    比較還是得從整體比較才公平，不然有些人不會叫，像大學老師吃虧也不會

叫。 

 

黃世鑫教授： 

    我們現在好很多，以前老師是想盡辦法要延長退休，因為以前退休條件和現

在差很多，那時候教授也吃虧很多。而現在已沒有延長退休的問題了，都提早退

休了。 

 

曾明發教授： 

    我再補充一點。從歷史演變來看，不是一天造成的，今天擁有的成果用法律

來把它拉平，這是很不容易的，我在公部門裡面，我主張公務人員組工會，公務

人員權益得來不易，說實在不是我們自私，現在新制和其他國家比起來，已經差

不多了，但是現在是因為在過渡期間，所以產生有過渡時期的少數問題狀況，退

休後領雙薪也是少數狀況，我們不能把我們在世界上比較合理的制度拿去跟不合

理的勞工制度看齊，而否定了我們原先比較合理的制度，我們應該反過來檢討為

什麼勞工會被壓榨到這種程度，把勞工跟我們看齊才是。 

    另外，現在要縮減，是非常困難的，就算沒有工會，還是有許多管道可以施

壓。像 18%，我們就接到很多電話。 

    我們要看制度合不合理、公不公平，然後去做調整，現在會領雙薪的原因是

因為太早退休、所得替代率太高，領得太早又再去就職才有兩份薪水，這些有技

術性方法，例如我給你退休但某一年齡才發放，這中間若貧困怎麼辦，可以用社

會救濟領社會救濟金，退休年齡和領取年齡脫鉤，可以用技術方法，這些方法不

用新進人員才可以做，舊的也可以啊！這是國家大政策調整，所以有很多東西可

以用技術改變，慢慢調整。 

    

黃世鑫教授： 

    以前 18%是浮動且利率高，所以差距不大，現在零利率，所以是時代因素。

加上以前都領一次给付，18%我也贊成，就是把退休给付年金化。拿年金以後，

就不應該有 18%，我們常常沒有針對問題，領一次给付可以 18%，18%的原始設

計是因一次给付，現在已經拿月退，學理上就沒有 18%，和公保無關。討論問題

時，要把問題澄清。 

 

陳德禹教授： 

    以教授來講，若沒有 18%，月退領到的實際上是六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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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世鑫教授： 

    要看稅前稅後。 

 

蘇彩足系主任： 

    回到展期年金，可以讓人們提早退休，但要到 65 歲才能領年金。這制度誰

敢真的把它推出來啊。 

 

黃世鑫教授： 

    不通過、不敢也沒有問題，但問題是年輕人這一代，那都是納稅人的錢。其

實這題目很小，只要延後退休年齡，就沒有再就業問題。 

 

曾明發教授： 

    其實不管退休年齡，只要退休年齡和領取年齡脫鉤即可。 

 

蘇彩足系主任： 

    問題就是 85 制這麼 mild 的提案好像就已經無法通過了。 

 

曾明發教授： 

    就像健保，革命性的改革很難通過。 

 

蘇彩足系主任： 

非常謝謝各位熱烈的討論，後續若有問題，再個別請教大家，這場座談會就

到此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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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計畫顧問葉長明前主任秘書座談會書面意見 
二○○八年一月三日 

 

一、現行公、教人員退休制度衍生哪些值得關注的問題？ 

（一）退休制度成敗的關鍵因素，包括： 

1.退休制度的規劃設計，諸如所得替代率目標之釐定、基金提撥率與投資收

益率的槓桿平衡、退休金基數內涵與给付標準、政府與公務員分擔比例、退休金

支領期限及政府財務責任等。 

2.退休金给付成本的精算，諸如成本精算方法的選擇、精算假設的理性評

估、定期精算應計負債總額及平準費率、推估基金長期的現金流量等。 

3.退休基金的投資管理，諸如釐清委任或信託管理之法律關係、善良管理人

義務之遵行、自營式委託之模式、運用稽核計畫及投資組合之執行、績效目標與

風險管理、多元化投資與國內外投資並重等。 

4.制度運作的行政管理，諸如網路化服務與收支作業系統、運用投資決策與

即時監控資訊系統、作業規範與監督稽核制度、完善的資料庫與作業流程、定期

公開揭露財務報表、實施公認的會計制度等。 

（二）退休制度面臨的挑戰與問題，包括： 

1.國內政經情勢促成提早退休風潮，公務員平均退休年齡自 61.13 歲降為

55.85 歲，教師自 56.73 歲降為 54.54 歲。 

2.微利時代嚴重影響基金資產累積，國內市場利率水準自 6～7％降為 2～3

％，基金收益率降低，勢必相對大幅提高基金提撥率，始能維持長期的財務平衡。 

3.過渡期間部份人員退休所得有偏高現象，因渠等人員有舊制公保年資享有

養老给付優惠存款利息約占退休所得三成左右，以致造成偏高現象，現已修正優

惠存款要點，設定上限所得替代率予以縮減。 

4.政務官約聘僱人員及民間企業從業人員均採確定提撥制的退休儲金制，而

軍公教人員退休制度仍採確定给付制，為減輕政府財務責任及促進公、私人才交

流，並參照外國政府實施退休制度改善之發展趨勢，未來對退休制度作整體性、

結構性改善的機率已經大幅提高。 

5.由於提早退休，平均餘命增加，加上基金收益率下降，更凸顯基金提撥率

嚴重不足。目前提撥率雖已達法定上限 12％，但依照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

理委員會委託精算所需平準費率 15.5％～26.4％，差距甚大，估計潛藏債務負擔

極為龐大。 

 

二、公、教人員退休再就業領取雙薪之爭議如何解決？ 

（一）受雇者退休再就業領取雙薪之現象，在美國以 Double dipping 稱之。支領

雙薪或在兩個部門領取津貼者，以 Double dipper 稱呼。此種少數享受年金给付又

有再任工作報酬的特權階層，社會上習慣以「年金菁英」（pension elite）相稱。

只要法律准許所領的年金给付，加上退休後再就業所領取的薪資，可以提高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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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及未來生活品質，不能說沒有正當性。我國法官、檢察官受終身職保障，年

滿 70 歲享受優遇不辦。72 

（二）美國社會安全法規定，支領老年给付者，年齡未滿 67 歲再就業時，只要

年收入超過一定數額，每多賺一美元，老年给付退休金就被減少 1/2 美元，此乃

基於老年年金给付的財源是由在職者課徵薪資所得的社會安全稅所提供，依據公

法強制實行的第一層社會安全保障體系，根據所得重分配原理所訂的「所得或資

產檢測」（means test）機制。但屬於第二、三層社會安全保障體系，屬於雇主與

受雇者之間所訂的社會契約或受雇者個人自願的節約儲蓄計畫，均無「所得或資

產檢測」機制之設置，若欲於第二層社會契約之退休制度內明定，則須以法條明

定限制之。 

（三）管理學大師彼得杜拉克（Peter Drucker）在《下一個社會》中預言：「未來

的人只要體力許可，必須工作到 75 歲」，現今 OECD 部分會員國的扶養比已接近

2：1，未來人類的生涯規劃，將以週期型取代直線型。直線型的人生是學習、工

作和退休三個階段；週期型的人生則是學習、工作和休閒組成不斷循環的週期。

職場生涯有許多劇本，高齡工作並非戀棧權位，而是人類活力的展現。根本解決

方法約有： 

1.提高或取消退休年齡限制。 

2.增加服務年資採計上限，縮減退休金計算给付標準。 

3.修法明定再任其他公職或公款私助財團法人學校之機構職務者，得減發月

退休金或縮減優惠存款補貼。 

 

三、我國公、教人員退休制度與其他行業退休制度有何主要差異之

處？ 

（一）公教人員的雇主是政府，民間其他行業從業人員的雇主是事業主或公司董

事會。民間從業人員的退休金制度，是由雇主與受雇者共同集資籌措退休金之財

源或由雇主單方面負擔財源，若干國家為鼓勵民間推行員工退休制度，往往給予

若干的財稅方面協助。公教人員的退休制度，政府財務負擔包括雇主身分及協助

民間行業的財稅協助部份，致其財政負擔的比例，較民間行業的雇主為重，乃屬

當然。 

（二）退休金是員工整體薪資報酬的重要一環，民間其他行業從業人員的薪資結

構，除貨幣報酬的各項薪给、津貼、獎金、加班費及實物報酬的膳宿、交通車、

其他物質給與外，尚有分紅、配股等措施，最近 IC 設計產業員工分紅配股改為

費用化的會計制度，估計平均影響每家公司純益的 25％，因此項紅利收益頗多，

故能吸引及留住人才，而毋需依賴較優渥的退休金去爭取人才。公教人員早期薪

俸微薄，退休金基數內涵僅按本俸（薪）計算，不敷養老之需，因此推行退休制

                                                 
72 按可領全薪終身，政府為鼓勵自願退休，除支给退休金及辦理優惠存款外，加给退養金最高可

達退休金 140％，並得自行從事律師業務，是典型的「年金菁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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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改革，以期適度提高所得替代率，吸引優秀人才加入公教行列。 

（三）公務人員與國家之關係，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已由特別權力關係轉換為

公法上的職務關係，但其行為仍因職務關係受到較民間其他行業從業人員更嚴苛

的各種法律限制，除一般民事、刑事責任之外，尚有公務人員專屬的行政責任、

營生謀利及兼職亦受到重重限制。渠等負擔的退休基金、公保健保費用，普遍相

對提高，若要將這兩類人員退休制度相互比較，勢必從整體薪酬待遇結構全面加

以探討，始符客觀公正的精神。 

四、外國公、教人員退休制度有何值得借鏡之處？ 

（一）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發表「2007 年退休金一覽表（Pension 

at a Glance 2007）」的調查報告指出，各會員國退休年金的所得替代率平均為 58.7

％，其中以希臘最高達到 96％，英國最低僅 31％、義大利 68％、美國 41％。會

員國法定退休年齡多數訂為 65 歲，其中丹麥、冰島、挪威、荷蘭、德國、英國、

美國等已或將延長為 67 歲；而法國、義大利、比利時等平均退休年齡還不到 60

歲。至於退休金支出占 GDP 的比率，歐盟 15 國的平均值為 12.3％，其中名列前

茅依序為義大利、希臘、德國、波蘭、法國等。 

（二）有鑑於人口結構、退休觀念的改變，退休基金普遍面臨入不敷出的窘境。

自 1990 年起，OECD 會員國幾乎都對退休金制度進行改革，大都採取漸進與多

渠道的方式為之。最常見者是以確定提撥制（Defined Contribution Scheme）來全

面或部分取代確定给付制（Defined Benefit Scheme）作為對整體制度的結構性改

革。其次，則是在既有的退休制度架構下，因應人口結構的高齡化、少子化；工

作型態、生涯規劃及退休觀念演變；以及市場經濟、社會安全、財務健全的需要，

修改退休條件，延後退休年齡，改變退休金基數內涵及给付金額計算方式，鼓勵

中高齡者若持續就業，政府角色的轉換，以減輕財政負擔，民營業者的角色將有

更大的參與空間。 

（三）公教人員退休制度主管機關經常舉美國聯邦公務員退休制度（FERS）為

例，朝向三柱（Three Pilars）式老年保障制度研究推動，該制度係於 1974 年完成

立法，1984 年開始實施，歷經 20 餘年來的社經環境變遷，美國聯邦政府定期須

向國會提出檢討報告，甚具參考價值。我國推動退休制度改革之際，似宜再參考

其他新進實施新制成功國家之案例，作為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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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國家政策網路智庫線上民眾意見 
 

1. 公私部門採行不同的退休金制度，在各國實屬常見。然而有些民眾認為，我

國公教人員之退休保障較民間勞工優厚許多，並不公平。您認為當前公教人員

退休金制度是否公平合理？公部門和私部門的退休金制度是否應該整併為一，

還是仍應有所區隔，保留分立式的退休金制度？為什麼？  

    依據線上民眾提供的意見可歸納得出，雖然現今公部門退休金本身制度出現

問題，退休所得替代率有超過 100%以上，凸顯了現有的退撫制度的不合理與不

公平之處，實有加以修正之必要，但不應直接納入私部門的制度，而應思考制度

存在本身的意義作必要修正。 

民眾仍認為公私部門分立式的退休金制度有其必要，理由可歸納為公、私

部門工作的性質本就有所不同，公共利益與私利難以衡量，固定薪給與利潤分

紅平時已難計公平，基於公平性原則，二者之定位取向並不同，因此公、私退

休金制度整併不具可行性，公私部門之退休金制度應區分出來。並且更有民眾

指出，若是公、私退休金機制可以流通，很有可能會出現公部門留不住人才的

情況，或是產生兩面通吃的現象，進而有不公平的狀況產生。 

以下為網路智庫線上民眾回應的原始意見： 

民眾回應一： 

公務人員退休（金）制度為人事制度之重要一環，對於行政機關而言，具

有促進人力新陳代謝、提升行政效能之目標；對於公務人員而言，更有照顧老

年生活，使在職人員無後顧之憂等功能，原先立意為良好。但我國一般勞工工

作滿 30 年後，退休所得替代率約為 54%；然部分軍公教退休人員，卻因享有

18%的優惠存款利率，退休所得替代率多的是超過 100%以上、120%、甚至高

達 130%亦所在多有，凸顯了現有的退撫制度的不合理與不公平，有加以修正

之必要。 

民眾回應二： 

    雖然公務人員的退休金制度改革是需要的，因為當中已存在諸多不合理的

現象，但是其性質不同於私部門，國家的公權力行政是為民眾存在而服務，保

障公職人員體系不輕易受到影響，才能繼續工作內容，跟私人企業凡事以壓低

成本追求品質跟利潤，賺錢賺錢賺錢的特色不同，所以兩者之間仍有區隔的必

要。另外，公部門跟私部門的性質應該是互補的，例如著眼於工作內容跟收入

皆有保障且穩定的咖哩貓，就很嚮往公部門的生活。但是其所付出的機會成本

便是沒有機會享受到在私部門企業工作，憑藉努力與機運可能年收入數百萬數

千萬，尾牙抽到百萬名車...等事實（當然，也不是所有私人企業都是如此）。這

便是類似於風險與所得的相互關係，既然公私部門兩者皆放棄一些可能，自然

要有所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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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回應三： 

以財務運作成本考量來說，目前的退撫制度也許存在著不公平的現象。根

據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針對撥撥費率中之退撫基金收益率及正

常運作成本的估算結果為，即使將收益率訂於 7%的情況下，最低費率與正常

運作成本兩者間仍然存在顯著差距而未能適時調整，可能產生的隱憂為影響退

休基金之財務健全，更會侵蝕退撫基金支付退休金之能力，更會產生不同世代

公務員間產生不公平之財務移轉問題。另外，基於公平性原則，二者之定位取

向並不同，故筆者認為公私部門之退休金制度應區分出來。 

民眾回應四： 

公教人員在職務上的性質本就與私部門人員有明顯的差異，私部門員工在

工作時以利益績效為導向，故在職務升遷上較一般公教人員容易，而公教人員

所執行的職務是屬於公共事務，所以在執行職務時著重的是公平與正義的原

則，也很難以業績為考量去做為升遷的標準，使得公教人員在職務的升遷上較

一般私人部門困難。再從相關的福利與獎勵來看，私部門往往可以因為公司獲

利上升，而對員工增加福利或是獎金，這點從每年科技公司配股或是年終獎金

分紅就可以看出私部門員工除了基本薪資外，較能獲得彈性的福利與分紅，而

這點也是公部門難以做到的，所以為了保障公教人員的退休生涯，而採取較為

優厚的退休機制也是理所當然的，而更因為有優厚的退休保障當作誘因，才能

吸引優秀人士進入公部門，進而提升公部門之人才素質。我認為公司部門的退

休機制仍應有所區隔，如前所述，既然公、私部門的薪資、福利與保障有明顯

的差異，就是因為在公、私部門工作的性質有所不同，若是雙方機制可以流通，

很可能會出現公部門留不住人才的情況，或是產生兩面通吃的現象，進而有不

公平的狀況出現。 

民眾回應五： 

我認為公教人員由於在在職期間無法像私部門人員可以兼職或是有其他

的收入，且公務人員在職期間被課徵的稅額也不見的少於私部門人員，或者是

年終獎金的部份，公務人員與私部門相較也是獲得的較為少，所以給予公務人

員較多的退休金是合宜的，況且目前施行退休金新制的情況下，部分公務人員

的退休金是其薪資提撥的，此概念與私部門人員目前所施行的勞退新制的概念

是相當的。不過我認為，若比較基層與高層，私部門的薪資水準落差較公部門

更大，所以若要討論是否公平合理，則應該考慮到各個層級，而不是一概而論。

而關於公私部門的退休金制度是否要整併為一，我認為需要考量到公私部門工

作性質的差異，以及整體收入的差別。畢竟，兩者的工作性質迥異，且運作的

背後價值也相異，前者重視公益（public interest），而後者重視獲利（profit），

且兩者對於人員的金錢報酬也不同。況且，公務人員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是屬於

特殊權力關係，與私部門雇主與雇員之間的契約關係不同，在這方面就有很大

的差異，因此我認為還是要分立的退休新制度比較洽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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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回應六： 

私部門由於必須承擔極大的財務及裁剪縮編的風險，除了常人所較為認同

的績優公司外，更多的小公司人員流動頻繁，在經濟退時期，甚至營運狀況不

甚順利。此外，私部門雇主和受雇者間的勞基法與政府與公務人員之特別權力

關係為兩種完全不同的思維，兩者所享有的保障差異極大。公部門之所以會吸

引人才，除了由於其能夠滿足公共利益與公平正義等理念的實踐外，更多部份

是因為其工作職務穩定、人員承擔免職風險低、人員福利制度良善等特質；我

認為，這亦是公務體系最難能可貴之處。公部門雖然職能日益讓渡，但其實扮

演的應該要是最重要的領導、引航、服務的角色；為了讓公務人員能更無後顧

之憂的扮演好其角色，我想良好的退休金制度仍是必要，且必須和私部門作區

隔，不應由於公部門本身制度出了問題就欲直接納入私部門的制度，而應思考

制度存在本身的意義。唯現今之公務人員退休金制度已音時代背景之差異漸失

去原本的意義，如此一來，雖然為達成之目的仍然不變，但是手段本身已經不

符「公平正義」。如此高的退休替代率，漸成公務人員競逐的焦點，而已非公

部門存在的本質，因此現行制度仍須作必要修正。  

民眾回應七： 

個人認為一個健全發展的國家，公私部門分立式的退休金制度是必須的，

其理由如下：（1）公共利益與私利如何衡量： 公教人員受雇於國家，其所為

皆以促進「公共利益」為宗旨，其所服務者為普羅大眾，而私人企業乃在於追

求公司與私人利益，其所服務者為企業與個人，若將公共利益與私人利益混為

一談，其基準要如何界定，方可符合公平正義？而企業這隻一心只想展翅高飛

的鵬鳥，束縛了牠的雙羽，只給一定的空間高度（薪資）又是何等一個情境與

結果？（2）固定薪給與利潤分紅平時本已難計公平： 公教人員所受之薪給，

需按國家既定制度實施，薪資調整按職務、年資逐年調整，較之於私人企業的

盈餘分股分紅，年終獎金更常是動輒數個月甚至數十個月而言，公教人員之薪

資相對上低了許多。因此，國家若不建立合理之公教人員退休制度，如何提供

公教人員退休後之生活保障，以鼓勵其奉獻心力？何況，現今公教人員之退休

金，皆由每月月俸所提撥，事實上，國家只是強制為公教人員「儲蓄」退休金

罷了。（3）公、私退休金制度整併不具可行性： 公教人員依據國家考試制度

予以錄用，薪資由國家給付，而私人企業雇用員工，則以其企業營運收入給予，

若要整併公、私部門之退休金制度，其職務之考試、任用、銓敘、考績、級俸、

陞遷、保障、褒獎、撫卹亦需統一，才能達到全體一致之公平標準，如此的制

度改變，只在強制大家接受齊頭式平等，其後遺與限制勢必接踵而至，在民主

國家似難可行。  

民眾回應八： 

我認為不應整併合一，由於公務人員的制度設計，是公務員追求公共利益

的極大化，而非私人利益的極大化，政府對於公務人員生活給予保障，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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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退休制度，可養公務員之清廉，讓公務員在職努力為民服務，退休後無

後顧之憂。 並且，私人企業退休金制度雖不如公務員優厚，但其他收入包括

分股紅利、兼職等，均是公務員所無，若現階段若合併公私部門退休制度，未

做其區隔，不僅政府財政無法負擔，並且無法達到公平的價值。  

 

2.根據我國現行規定，公教人員退休後，若再任職於政府全額捐助成立之財團

法人，其月退休金應予停發或減發，以免造成「支領雙薪」的情形。但對於退

休公教人員再任職於私部門（包括私立大專院校），則未有規範。您認為政府若

將停發或減發月退休金之範圍擴大至轉任私部門的退休公教人員，是否合理？

是否可行？此一限制對於退休人力之再運用，是否將造成負面影響？  

    其月退休金是否應予停發或減發，以免造成「支領雙薪」的情形，從民眾的

回應來看，基本上有下列看法，一是認為政府若將原規定在公務人員退休轉任公

立（或政府補助）之財團法人，則停發或減發的月退休金之法，範圍擴大至轉任

私部門的公務人員，是相當合理，也相當可行的，因為退休金的原意是為了使退

休後的公教人員擁有基本維持生活開銷的能力，維護其人性尊嚴，使公教人員在

退休後不至於因為失去了薪水而產生維持生活的困難。退休公教人員在任職於私

部門或私校任教，不失為一種善用人力資源的好方式，但支領雙薪的情形的確有

其值得爭議之處，除了社會不公外，造成政府財政負擔亦不符合所謂「退休」本

意。 

另一種看法為退休人員轉任職財團法人或其他私部門，與其所領取的退休金

性質並不相同，前者係一種退休後繼續貢獻人力所領取的報酬，而退休金則具有

一種慰勞與保障的性質，兩種不得混為一談，是否再行另找工作，不應做為是否

給付保證金之考量。獲得退休金，是過去之努力的成果，而獲得私部門之薪水，

是現在努力的成果，不論退休金或現職薪水都是個人努力之成果，國家不應懲罰

個人努力。  

    另有折衷看法為要有合理標準的調降，但不應該全數停發。停發之措施必

難以實行，勢必會受到權益者之相當大反彈，更會造成社會整體人力資源的耗

費，並且全面停發會降低這些能人貢獻己力的誘因，尤其這些人才是有助社會

正面外部性。 

至於限制退休人力之再運用，是否將造成負面影響，大多認為只要相關配

套措施做好其實影響並不大，即使有負面影響，應也是短期效應，並且更有民

眾提出若政府對於即將符合退休條件的公務員，已明確表示不容許支領雙薪之

情形存在時，此時這些公務員自然不會申請退休，而仍會留在公務體系，並不

會發生退休人力如何運用的問題。 

以下為網路智庫線上民眾回應的原始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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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回應一： 

對於退休公務人員或公教人員轉任私部門或私校任教等情形，在今天已經是

相當盛行的風潮，但社會上也不乏反對聲浪，認為這樣一來，不但可能排擠年輕

優秀教師人才，更因為領取雙薪（公部門退休金及私部門薪資），造成政府財政

負擔，更是在社會公平上頗有爭議之處。 

    筆者認為，首先，退休公教人員在任職於私部門或私校任教，不失為一種善

用人力資源的好方式，但支領雙薪的情形的確有其值得爭議之處，除了社會不公

外，造成政府財政負擔亦不符合所謂「退休」本意。 

    因此，政府若將原規定在公務人員退休轉任公立（或政府補助）之財團法人，

則停發或減發的月退休金之法，範圍擴大至轉任私部門的公務人員，筆者認為是

相當合理，也相當可行的。一方面，擴大限定範圍是基於一視同仁的觀念，這樣

一來，至少在公務人員的轉任上，並未會有因轉任職務而有差別待遇的爭議出

現；另一方面，筆者認為公務（公教）人員若為轉任而提早辦理退休，應當有承

擔此利益權衡的心理準備，若一味以利益取向，實不可取。 

    至於此一限定是否會對於退休人力再運用造成負面影響，筆者認為即使有負

面影響，應也是短期效應，畢竟，有此限制除了維持社會公平及消減財政負擔之

外，也尚有希望公務（教）人員期滿退休之用意，期滿退休本就是一種對政府對

優秀人力資源最基本的運用，如同筆者前段所述，公務（公教）人員若為轉任提

早辦理退休，則須己身衡量。筆者認為，在完善的配套措施下，人力資源應可在

市場機制下獲得完善的運用。                             

民眾回應二： 

    個人覺得如果退休的公務人員不但可領退休金，轉任職於私立大專院校任

教後，又能多領一份薪水，確實該改制朝向停發或減發。對於就業和勞動市場

而言，已退休之公職人員轉任私部門，應僅能為補充性質。否則，若這些公職

退休人員已成替代性質的人力，將會衝擊壓迫到原先私部門的工作機會。當然，

為了不排除某些公教人員，確實有家庭生活與經濟上的金錢壓力，應可設立標

準或門檻，規定轉任私部門工作之薪水收入低於標準時，仍發予公務人員退休

金；若其私部門薪資已高於一定門檻，則將公務人員的退休金停發或補發。 

民眾回應三： 

    我覺得已經在領退休金的公教人員，還到私部門機構尋找事業「第二春」

的話，私部門機構支付給他的薪水額度，應該要隨著該機構受政府補助比例的

不同，而有合理標準的調降，但不應該全數停發。之所以不應該全數停發，是

因為「支領雙薪」本身並沒有錯。如果一個人有能力對雇主（甚至社會）貢獻

生產力的話，不管接了幾份工作、領有幾份薪水，都是勞雇雙方的選擇，也是

該員工應得的。特別是對社會有正面外部性者，如在私校任教。假如全面停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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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降低這些能人貢獻己力的誘因。但另一方面，薪水額度仍要按政府補助該

私人機構比例而適度調降，特別是該私人機構財源很大比例來自政府時。否則

把「支付雙薪」的重擔都交由政府來實際承擔，也是在浪費資源。 

民眾回應四： 

    我認為政府停發或檢發月退休金之範圍擴大至轉任私部門的退休公教人員

是合理的政策，因為在高齡化的社會來臨後，退休人口勢必會越來越多，而這

對政府的財政勢必造成相當程度的壓力，所以日後對於發放月退休金之審核自

然必須更加謹慎與嚴格。而退休金的原意是為了使退休後的公教人員擁有基本

維持生活開銷的能力，維護其人性尊嚴，使公教人員在退休後不至於因為失去

了薪水而產生維持生活的困難，所以當退休的公教人員轉任私部門時，代表其

仍有能力維持生活，所以根本不需要有月退休金之發放，因此我認為停發或減

發月退休金是合理且可行的，至於是否會影響退休人力在運用，我想只要相關

配套措施做好其實影響並不大，例如，延長退休年齡，讓還有能力工作公教人

員不會過早退休，還有月退休金在公教人員自私部門離職後仍繼續發放，而不

影響其權益。再加上退休後仍能進入私部門的公教人員，代表其擁有一定程度

的能力與抱負，並不一定會為了月退休金而放棄施展長才的機會，所以對於退

休人力之運用並不會有很大的影響。 

民眾回應五： 

    我認為對於公教人員退休後，另尋事業第二春，卻又擁有退休金的支領雙

薪情形，在退休制度上的意義上是十分不合理的事情。就退休金的意義而言，

是對於無法再有生產力之工作者，能夠在其無法再對於自己經濟生活上有所保

障的時候，維持一定的生活保障。然而，再轉任於私部門的同時，即表示其仍

有相當程度的工作能力，使得其實質所得遠大於退休前所擁有之薪資，其喪失

了退休制度的意義，也相同程度造成政府的財政負擔，公部門的人力損失。然

而，站在其公教退休人員的角度來看，在選擇對己最大利益之方式，認為自己

還有對社會有所貢獻跟生產力的價值，於退休年紀在繼續留在社會上發揮自己

所長，係為一種個人選擇，實際上人力的充分應用是對整體社會有所助益。然

而，我認為，將其停發之措施必難以實行，必然會受到權益者之相當大反彈，

更會造成社會整體人力資源的耗費，而可朝向減發月退休金之措施，以降低其

金額之比例，來減低政府財政上的負擔，使得社會整體和權益者皆能取得最大

利益之平衡。 

民眾回應六： 

    支領雙薪的情形當然不合理。一旦退休公務人員轉任私人機構時，其退休

金當然要停發或減發，否則就形同政府編列預算（有部份退休金是由政府編列

預算的）提供給退休公務員的創業基金。換言之，便是公務員領雙薪，由全民

買單。如此制度設計上自屬不公平。至於對於退休人力的運用是否有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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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形，倘若設有過渡條款，事實上結果應不致如此，因為倘若政府對於即將

符合退休條件的公務員，已明確表示不容許支領雙薪之情形存在時，此時這些

公務員自然不會申請退休，而仍會留在公務體系，並不會發生退休人力如何運

用的問題。 

民眾回應七： 

我覺得支領雙薪乍看之下的確不合理，但大家所關注的焦點在於「雙份薪

水」的爭議上，但其實退休人員轉任職財團法人或其他私部門，與其所領取的

退休金性質並不相同，前者係一種退休後繼續貢獻人力所領取的報酬，而退休

金則具有一種慰勞與保障的性質，兩種不得混為一談，況且「退而不休」應該

是退休者應該具備的一種積極生活態度，如此的作法可能導致其消極面對退休

生活的規劃與安排，削弱自己繼續貢獻社會的誘因，因此我覺得這樣的作法是

不合理且不可行的。 

民眾回應八： 

個人不贊成退休公務員再任職私部門時，其月退休金應予停發或減發，因

為公務員退休後，獲得生活之保障，為政府所承諾，不論公務員之貧富、能力，

均應一視同仁。尚有工作能力的公務員，基於生涯規劃，選擇離開公職，政府

即應依承諾給付退休金。而其是否再行另找工作，不應做為是否給付保證金之

考量。 另外，退休公務員再投入民間企業，將有助於國家 GNP 之產出，充分

利用人力資源，應予以鼓勵。獲得退休金，是過去之努力的成果，而獲得私部

門之薪水，是現在努力的成果，不論退休金或現職薪水都是個人努力之成果，

國家不應懲罰個人努力。  

 

3. 現行法規規定，公務人員年滿 50 歲、且服務滿 25 年，即可申請支領月退休

金。此一退休年齡的規定有無重新檢討的必要？如有必要，應該如何修正？  

    依據目前線上民眾提供之意見，皆認為現行規退休年齡的規定有重新檢討

之必要，因為目前 50 歲的退休年齡，在現今出生率逐年降低，人口老化情形增

長，我國國人平均年齡與其他先進國家相同有延長趨勢的情況下，公務人員在

50 歲退休當時即可立即領取月退休金，容易造成政府財政沉重負擔。 

    並且皆認同修正方向應朝向將公務人員退休年齡適度延後，因為 50 歲正值

壯年時期，在此時退休，雖然說有助於公務體系的新陳代謝，但是實務上經驗

卻未能及時傳承給新進人員，且 50 多歲正值經驗最純熟之際，在公務體系中其

經驗與專業的累積對於政府運作提供許多重要的貢獻，過早退休可能造成公務

人才資源的浪費。但政策之修正應採用漸進式配套措施，可以利用服務年資及

退休年齡搭配適合的減額年金或展期年金，或是延後退休的補償金等方式搭

配，降低政策衝擊，提高政策實行之可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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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網路智庫線上民眾回應的原始意見： 

民眾回應一： 

根據銓敘部長期統計，近年來大部分公務人員自願退休平均年齡大約在 55

歲到 58 歲之間，50 歲的退休年齡不但與實際情形不符，與其他高齡化國家相

較之下，我國的退休年齡似乎偏低，並且公務人員在退休當時即可立即領取月

退休金，在我國國人平均年齡與其他先進國家相同有延長趨勢的情況下，容易

造成政府財政沉重負擔；另一方面，在出生率逐年降低，人口老化情形增長的

情況下，提高退休年齡也是一種妥善運用人力資源的好方法。 

    退休年齡該如何修正，筆者認為應採用漸進式的退休制度，如可參考日本

在 1989 後推廣的「部分退休制」，實施部分退休制，除了設立既定的退休年齡

外，還可視其身體及心理狀況，良好者可繼續就業，這也不外乎是一種保持身

心健康的方式。 

    而配套方式可以利用服務年資及退休年齡搭配適合的減額年金或補償金

方式。例如將目前 50 歲的退休年齡提升至 60 歲，則配套的漸進方式可以展期

年金、減額年金，或是延後退休的補償金等方式搭配，務將政策的衝擊減到最

小。 

民眾回應二： 

五十歲就退休，真的太浪費人力和納稅人的錢。五十歲，雖稱不上年輕力

壯，但其智識和經驗最為成熟，不是嗎? 除非是特別危險需或要體力的工作，

否則起碼要延長到六十歲吧? 不過，話說回來，現在人的工作環境壓力都好

大，如果可以把步調放慢一點，工作到 65 歲，也未必是壞事。 

民眾回應三： 

如同 T.Su 所言，公務員年過半百就退休尚嫌早了些，可以再加以討論。

然退休年齡也非我國獨特問題。隨著人口老化，退休年齡和養老金成了西方國

家的老大難問題，因而英國在考慮把退休年齡從目前的 65 歲推遲到 69 歲；一

來因應現代人壽命較長，相對的，若延後退休時間的話，能利用的人力資源時

間也較廣；二來現在少子化的趨勢下，若不延後退休請領退休金年齡，對於下

一代的財政負擔會是相當沉重。因此，我倒覺得我們可以參考英國的做法，將

退休年齡再延長，善加利用人力與整頓財力，不失為一方法。 

民眾回應四： 

這種寬鬆的退休年齡制度，再加上我國公教人員享有極高的所得替代率，

就會造成「鼓勵仍具生產能力的公教人員提早退休」的效果。這一效果不僅對

整個社會來說，是一種人力資源的浪費；從平均壽命延長的趨勢來看，也會增

加政府在退休金開支上的負擔；若再將少子化趨勢納入考慮的話，下一代每位

年輕人必需「投入」更多的時間和心力，才能「產出」現有（或更高）水準的

生產力。此時仍具生產能力的公教人員，若能晚一點再退休，不僅可減輕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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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退休金的負擔，也可稍稍紓解年輕一代的生產壓力。因此，將公務人員退

休年齡適度延後，或許是值得考慮的改革方向。 

民眾回應五： 

如同前二位討論過之內容，筆者認為自願退休公務人員的月退休金起支年

齡應延後為 60 歲，但如遇任職年資比較長的人，如服務達 30 年以上，其月退

休金起支年齡可訂為 55 歲，可以確保中堅人力不流失。惟後續之配套措施仍

需研議，比方說要如何建置一有效且方便管理之退離機制等課題。 

民眾回應六： 

我覺得這個制度有必要再修正。年滿 50 歲且已服務 25 年表示公務人員在

25 歲之前便已經決定當公務人員，這種心意和志向當然是相當好，但是人在

50 歲依然是壯年時期，在此時便退休，對於我國公部門的確是一件相當令人感

到惋惜的事情，畢竟在此時，在處理公務上的經驗已經累積到一定的程度，在

此時便退休，雖然說有助於公務體系的新陳代謝，但是那些實務上經驗卻未能

及時傳承或分享給新進人員，這對於公務體系來說也不失為是一損失。因此，

我認為應該將申請月退制的年齡限制和服務年限加長。從目前人類的身體狀況

和醫療環境來看，若將申請此制的門檻提高到公務人員年滿 55 歲且服務 30

年，亦不失為是一好方法。 

民眾回應七： 

我個人是認為這項政策是有檢討的必要的，以我國目前的情形而言，領取

月退休金（含兼領一次及月退者）的平均年齡自 85 年的 60 歲，至 94 年已降

低為 55 歲左右，顯示平均退休年齡逐年下降的趨勢，這樣的情形可能會造成

公務體系中經驗傳承的不足，畢竟 50 多歲仍值青壯，在公務體系中其經驗與

專業的累積對於政府運作提供許多重要的貢獻，過早退休可能造成公務人才資

源的浪費；且綜觀目前各國公務員退休金的起支年齡，英國與韓國均為 60 歲，

德國為 63 歲，均顯現其因應高齡化社會與平衡財政的政策考量，因此延後支

領退休金的年齡應是政策發展的必需方向。 

民眾回應八： 

對於現行法之規定，對於公務人員退休年齡以及服務年資作規定，如果都

不將其年齡和服務年資作界定下，則會產生會產生退休年齡降低、退休金起之

年齡壯年化的情形，而更增加財政上的負擔。而有關退休年齡之修正，我認為

延長退休年齡有一定之必要性，特別是面臨到現今人口老化以及家戶少子化的

時代。而在今日健康系統發達的現代，人力資源上應用，其時間是可以往後延

長，若是提早使其離開社會中，則會造成社會生產力的耗費，而其所支領之退

休金反加重財政上的壓力，更造成下一代的負擔，形成世代間經濟分配不平均

與不公正。而我認為退休金起之年齡延後才是真正實踐對於退休人員終生照顧

之目的，才能在社會正義和世代間公平中獲得平衡。  



公教人員退休再就業問題及對策 
 

 138

民眾回應九： 

近年來我國國民平均壽命不斷增加，另一方面，平均退休年齡卻不斷地下

降，已造成公務員服務時間比支領月退休金時間較短的不合理現象，亦已造成

各級政府退休經費的沉重負擔。其次，參考國外的公務人員退休制度，日本普

通公務員的退休年齡為六十歲，英國也是如此，因此我國退休年齡至五十歲，

服務滿二十五年即可支領月退休金，相形之下，我國現行制度確有待改進之

處。建議採取的方法，除修改現行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四條之規定，將退休年齡

適度調升外（例如將退休年齡調整至五十五歲），另可搭配展期年金或減額年

金的方式。惟倘若此時有涉及公務員信賴保護的問題時，政府亦應制定過渡條

款以資緩衝。 

民眾回應十： 

政府規定公務人員年滿五十歲、且服務滿二十五年，即可辦退休，並領取

推休金，甚至五十五歲退休還加發五個基數，究及該規定的立法目的，是早期

退休人員較少，為激勵退休，促進公務機關的人事新陳代謝，因此鼓勵公務人

員提早退休，但五十歲、五十五歲公務員，年紀正值壯年，熟悉相關行政業務，

退休之後將會造成人力損失。並且我國平均壽命持續增長，公務員退休之後，

政府將支出部份龐大的退休金，造成政府嚴重財政負擔，因此我認為公務人員

年滿五十歲、且服務滿二十五年，即可申請支領月退休金，此一退休年齡的規

定有重新檢討的必要。 根據國外多數國家都將自願年齡退休年齡，規定定在

五十五歲至六十歲之間，考量目前人類六十歲之工作能力與壽命，現行規定五

十五歲，應該提高之空間，我建議應該要提高至六十歲退休，才是最退休年齡

的最適方案。  

 

4. 為了減輕財政負擔，有學者建議，公教人員退休金制度可以「展期年金」或

「減額年金」方式處理之，亦即服務公職滿 25 年退休者，必須年紀達 65 歲，

始能領取全額月退休金，否則只能領取部分（例如八折）或暫不支領月退休金。

請問您是否贊成此一改革方向？  

    依據民眾提供之看法大多支持此一改革方向，認為將支領退休年金之年齡與

退休年齡分離，是現今世界潮流，並且考量減輕財政負擔、提高人力資源運用等

情況下，展期年金或減額年金政策應是迫切需要實行的政策目標。並且「展期年

金」或「減額年金」不只可以減輕財政負擔，在一定程度上可避免「支領雙薪」

的情況，也降低提前退休的誘因，使得仍具生產能力的人力資源不被浪費。 

    雖然民眾一般認為展期年金與減額年金有其可行性，但仍有民眾提出須特別

注意其配套措施和基本條件的設立，實行方式須以漸進為主。畢竟，展期年金的

實施，必然減少公務人員自願退休的誘因，除非政府同時建立嚴格的公務人員汰

舊換新制度，否則平均退休年齡延後的結果，也可能將造成公務體系年齡老化，

人事汰換延緩，行政效率難以提昇的負面效應。另外減額幅度，需要配合展期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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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之主要目標，即延後退休金領取年齡須合理訂定，不應有提前領取退休金利益

大於屆滿年齡領取的情形發生。 

以下為網路智庫線上民眾回應的原始意見： 

民眾回應一： 

展期年金的運用，旨在合理限制退休金領取年齡，以達避免人力資源浪費、

減輕財政負擔，一方面更可解決退休後二度就任支領雙薪的問題。筆者認為展期

年金有其可行性，但須注意其配套措施和基本條件的設立。畢竟，展期年金的實

施，必然減少公務人員（尤其是中高齡者）自願退休的誘因，除非政府同時建立

嚴格的公務人員汰舊換新制度，否則平均退休年齡延後的結果，也可能將造成公

務體系年齡老化，人事汰換延緩，行政效率難以提昇的負面效應。 

    因此，展期年金的實施，需有更為宏觀的思考。包括在延後領取退休金年齡

上，必須配合人口老化實際情形，大幅延後或太過保守都可能帶來不良後果，並

且可搭配服務年資及年齡設計，務求公平；再者，實行方式須注意漸進為主，但

到底幅度多少才稱之為「漸進」，這個問題恐怕沒有正確解答，以美國聯邦公務

人員退休制度調整最低退休年齡之過程為例，平均每年僅調高退休年齡 2 個月，

提高 1 歲後並經一段中斷時間再繼續調整。其退休金支領年齡每提高 1 歲，時

間花費 12 年，最低退休年齡 55 歲調整為 57 歲，前後歷時 22 年。由美國的例

子來看，雖然退休金體系的改革是勢在必行，但仍不可躁進行事。 

    另外，也可配合減額年金制度，如公務人員因特殊情形必須提前支領月退休

金，則應配合規劃減額年金之設計，提供提前領取之機會。但需注意減額幅度，

定要配合展期年金之主要目標--延後退休金領取年齡合理訂定，不得有提前領取

退休金利益大於屆滿年齡領取的情形發生。 

    最後，從銓敘部提出計畫草案以來，社會各界（尤其是首當其衝的現任公部

門人員）反對聲浪極大，學者專家有提出基於信賴保護原則，初期應以新進人員

為適用對象的聲音。但筆者認為，改革縱使非一蹴可幾，也不能畏畏縮縮，若是

勢在必行，則應盡量找出對現制衝擊最少的方式為之，包括展期年金的形式應以

本國社會情形量身訂作，而非一味地參考抄襲他國制度；另外，在退休時及實際

領取退休金的期間，是不是可以尋求補償金的方式，以維持退休人員基本生活，

都是可以考慮的配套措施。 

    筆者認為，在目前我國領取退休金年齡（50 歲）偏低的情況下，在考量減

輕財政負擔、提高人力資源運用等情況下，展期年金或減額年金政策應是迫切需

要實行的政策目標。但對於目前已就任的公務人員體系，展期年金或減額年金的

實行必定會引起反彈聲浪及退休潮，有關當局除了須在立法之後預留一段緩衝期

之外，更須注意改革務以漸進方式，逐年進行調整，將政策的衝擊減到最小。 

民眾回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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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世界各國公務員退休年齡來看，我國的公僕只要年滿 50、服務滿 25 年

即可退休領用退，在年齡門檻上似乎是稍嫌早些。例如說：美國聯邦公務人員

支領退休金之條件：年資較長（30 年以上）者，退休金起支年齡為 55 至 57 歲；

年資較短者，退休金起支年齡則相對提升（例如任職年資 20 年以上者支領退

休金年齡為 60 歲；任職滿 5 年以上者支領退休金年齡為 62 歲）。英國的公務

人員支領退休金年齡為 60 歲、德國為 63 歲。此外，亞洲的韓國在 2000 年修

法前，其公務人員領取退休金年齡為 50 歲，但在 2000 年修法後已改為 60 歲，

修法時已在職人員則係以每 2 年延後 1 歲之方式，逐年提高退休金起支年齡。 

然我國人口平均壽命與上述國家相較，並無顯著差異，但公務人員領取月退休

金年齡則顯有偏低，且 50 歲就退休，很多經驗的傳承將會出現裂痕，不易建

立資深文官；故就國家長遠發展來看，修法改為 65 歲退休才能領月退，吾人

是表示贊同。  

民眾回應三： 

我覺得「展期年金」或「減額年金」不只可以減輕財政負擔，還可以舒緩

問題 2 和問題 3 所涉及的難處。一方面，「展期年金」將在一定程度上避免「支

領雙薪」的情況，至少在 65 歲以下的公教人員身上較不容易發生，因為他們

如果不選擇持續在公部門服務到 65 歲，就必須選擇轉行到私部門，但到了 65

歲才可能開始「支領雙薪」。另一方面，「展期年金」或「減額年金」也將大大

降低提前退休的誘因，使得仍具生產能力的人力資源不被浪費。因此，「展期

年金」或「減額年金」應是值得考慮的改革方向。不過如何透過漸進、過渡的

設計，以避免引發公務體系的反彈，也是實現改革另一個要注意的問題。 

民眾回應四： 

個人贊同此ㄧ政策方向，但是應將年紀下修為 60 歲比較合宜，這是一個

延長公務員人資壽命的ㄧ大誘因，也是在 75 制與 85 制之間所設計的ㄧ套過渡

方案，我國近 10 年來公務員的平均退休年齡約為 58 歲，若規定 60 歲始能支

領月退，那麼僅有 2 年差距，此ㄧ差距是較容易為人所接受的，且目前我國國

人平均餘命為 76 歲，即便 60 始得支領全額月退，亦仍有 16 年可領，個人認

為支領月退的年份與個人服務於公務體系的年資兩者之間，前者不應大於後

者；展期年金或減額年金此ㄧ方式除了能夠讓資源使用與分配更具公平與公正

性外，亦提供了個人規劃與選擇的自由空間，畢竟退休者雖為年長者，但教育

年長者對於晚年進行量身訂做的自我規劃，是更重要的ㄧ項工作。  

民眾回應五： 

我贊成 Anwar 的論點及資料，現行退休金年齡應就國內人口平均壽命作一

調整，50 歲確實顯著過低，相較於私部門企業，許多企業主的年歲遠高於 50

歲，甚至 50 歲才正是其事業高峰。公部門應善用此批具豐富經驗的長者來對

新進公務人員作傳承及培訓，而非讓人員養成＂及早退休以享清福＂的觀念。

此外，我更認同 Anwar 所提資料中的韓國做法，在過渡時期，可採漸進改革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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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修法時已在職人員則係以每 2 年延後 1 歲之方式，逐年提高退休金起支

年齡，讓人員接受度提升。 

民眾回應六： 

將開始支領退休年金之年齡與退休年齡分離，是許多國家的作法，例如歐

洲的英國、德國與法國等等，支領退休金均在六十歲以上，如此不僅可以減少

政府財政負擔，相對地亦可鼓勵退休的公務員再就業。當然也有可能造成的結

果是，許多原本已達退休年資的公務員反而沒有退休的意願，反而繼續留在公

務體系，進而產生減緩公務人員新陳代謝的弊病。因此基本上我是贊成展期年

金的改革方向，不過可能要需要一套配套措施。例如，展期年金的月退休金，

應比現今制度的月退休金稍高些，如此公務人員或許反彈聲浪會比較小，並可

提高公務員世代交替的速度。至於減額年金的部份，基本上我的看法，與前揭

展期年金相同，但是如果可支領的退休金成數過高時，可能即會無法達到減少

政府財政負擔，以及鼓勵退休公務員再就業等政策目的，因此基本上我兩者都

支持，但是如果要選擇其一的話，我比較支持展期年金的作法。  

 

5. 為了減輕財政負擔，有學者建議，將公教人員退休金制度由現行的「確定給

付」改為「確定提撥」。所謂的「確定提撥」，是事先預定好公教人員和政府的

提撥比例，按月提撥至公教人員的個人退休金帳戶，退休時，再依帳戶內所累

積金額之多寡，一次或分次領取退休金。請問您是否贊成這樣的改革方向？  

贊成改為「確定提撥」之民眾認為現今社會人口老化問題嚴重，勞動者的

負擔越來越重，短時間內人口結構問題似乎不會得到妥善的解決，如果持續施

行現行的「確定給付制」，當基金入不敷出時，勢必會產生寅吃卯糧的情形，

進而造成世代間的不公平，對退休金制度無疑是一種傷害，因此有必要改為「確

定提撥」。但未來若要轉換制度，需要有審慎的配套措施，提出可以將此制度

與其他關於年齡和累積服務年資等條件一起列入考量，訂出服務時間長短各區

間的標準。並且政府應輔助、承擔公務人員完成新舊制度轉換時會遭遇之風

險；而非僅作制度的變革，以免轉換前後的落差太大，造成公教人員反彈，如

此才有推動的可能。  

    而不贊同改為「確定提撥」之民眾，其理由為以當前的情況而言，「確定給

付」仍是比較可行的退休給與機制。原因為如果以新進公務人員為實施之對象，

也許會因同一機關內新、舊公務人員退休給與權益差異太大而造成不利組織功

能運作的負面影響，降低組織團隊的服務品質及工作效率；另外，改以提撥做

為退休金之機制會讓公務人員擔心因給與額度下降，可能影響養老生活品質，

未來較難以吸引優秀人才進入公部門服務。 

    另有民眾提出雙層制的改革方向，因雙層制為結合「確定提撥」與「確定

給付」二邊之優點，採行兩制並行之方式，將退休制度作彈性設計，在減輕政



公教人員退休再就業問題及對策 
 

 142

府財政壓力同時，更具有個人公平性以及使得公務人員退休後有足夠依賴的經

濟保障，以雙層制進行也許會比較樂觀。 

以下為網路智庫線上民眾回應的原始意見： 

民眾回應一： 

我認為討論問題 5 的立意甚好，此種做法應該類似一般私部門的退休新

制，等於可讓公教人員在自己專屬的帳戶中，定期儲蓄未來的存退休金。惟不

曉得這樣的方法是否會與現行的制度衝突，若要詳細規劃，也許可以將此制度

與其他關於年齡和累積服務年資等條件一起列入考量，訂出服務時間長短各區

間的標準。 

民眾回應二： 

筆者不贊同此改革方向。就當前的情況而言，筆者認為「確定給付」比較

是可行的退休給與機制。惟其缺點是該機制存在著不利於受僱者的因素；例如

公務人員在不同職業或者不同部門間轉換工作時，計算退休金過程之繁瑣，以

及雇主（政府）本身成本不易估算之窘境，雖許多先進國家紛拋棄確定給付制，

但我主張不要貿然施行確定提撥的原因是如果以新進公務人員為實施之對

象，那麼也許會因同一機關內新、舊公務人員退休給與權益差異太大而造成不

利組織功能運作的負面影響，降低組織團隊的服務品質及工作效率；另外，改

以提撥做為退休金之機制會讓公務人員擔心因給與額度下降，可能影響養老生

活品質，未來較難以吸引優秀人才進入公部門服務。鑑於此，我認為如果能擷

取二邊的優點進而以雙層制進行也許會比較樂觀，預期能夠為公部門帶來的負

面衝擊較小，除了能順應世界趨勢外，更能解決人口老化之先進社會特定問題。 

民眾回應三： 

我贊成將「確定給付制」轉為「確定提撥制」，因為現今出生率、死亡率

皆下降，人口逐漸老化的情況下，未來擔任撫養角色的中壯年人口將會逐漸減

少，而在老年人口不斷的增加下，將使得中壯年人口撫養比上升，如此一來，

不僅增加了下一代的負擔，也增加了政府財政上的壓力，所以如果要繼續施行

現行的「確定給付制」的話，當共同基金入不敷出時，勢必會產生寅吃卯糧的

情形，進而造成世代間的不公平，並且對退休金制度無疑是一種傷害，所以如

果將「確定給付制」轉為「確定提撥制」將退休金依比例匯入個人帳戶中，就

不會產生上述寅吃卯糧的情況，可是在轉換的階段必須要做好配套措施，以免

轉換前後的落差太大，造成公教人員反彈，所以此項政策應該是漸近逐步的從

「確定給付制」轉換至「確定提撥制」，如此對政府財政和個人退休都有一定

程度的保障。 

民眾回應四： 

我認為，在確定提撥制度的改革上，是世界各國街所採行之改革方向，其

有助於降低政府相當程度的財政壓力，能改善財政困窘的情形，更能保障公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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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退休的基本生活所需。而確定提撥制能夠養成個人為自己退休儲蓄的良好

習慣，而且在風險轉移至個人身上，降低政府財政上的壓力，而面臨到生育率

逐年降低的情形下所造成世代移轉的負擔問題。然而，我認為任何制度都有其

缺陷存在，為其最佳的方式係乃擷取兩方之所長，在確定給付制下提供最低給

付保障、個人無須擔心通貨膨脹危機等優點，並加入確定提撥制的基金帳戶之

設計，來補充確定提撥制共同基金的不足之處，希望藉個人多自願提撥下，來

增加未來退休所得。而依上述所言，我認為我國應採行兩制並行之方式，將退

休制度作彈性設計，在減輕政府財政壓力同時，更具有個人公平性以及使得公

務人員退休後有足夠依賴的經濟保障。  

民眾回應五： 

「確定給付」的退休金制度主要以隨收隨付的方式，所得重分配的功能

大，不僅減少老年生活的貧富差距，也賦予勞動者撫養退休者的責任。但是，

現今社會人口老化問題嚴重，撫養比例增加，勞動者的負擔越來越重，短時間

內人口結構問題似乎不會得到妥善的解決；因此我認為有必要改為「確定提

撥」。但是確定提撥制度本身亦存在相當多的限制，因此政府絕對必須是在配

套措施都已規劃妥善後，才能讓新制上路，否則只是將政府財政負擔丟還給民

眾來尋求解套。以下幾點關於確定提撥的問題還需要多加思考：此一制度一定

程度上動搖了＂社會重分配＂的價值，此外，對政府而言，承擔責任縮小；另

外是受雇者所需承擔幣值變動風險的考量。讓公務人員和政府依比例共同提撥

立意良善，但仍需讓所得替代率適當，而非過低；再者，通貨膨脹等幣值變動

亦是極大的風險。所以我認為未來政府在此一部份應漸漸完善配套措施，輔

助、承擔公務人員完成新舊制度轉換時會遭遇之風險；而非僅作制度的變革，

如此才有推動的可能。  

 

6. 我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之財務壓力十分沉重，實施十多年來，多次提高

提撥費率，已達現行法定 12％之上限。為落實收支平衡原則，有人建議將退撫

基金提撥費率之法定上限提高到 15%，以為因應。您是否贊成?  

贊成提高提撥費率之民眾認為如果一定要採取某些調整策略，贊成提高提撥費

率，因為從 12%提至 15%，每人每月多付金額應只有數百元，對於現職人員影

響最小，不過會擔心政府不停的提高提撥上限，要求公務人員增加支出。  

    而不贊成提高提撥費率之民眾指出，雖然現今政府財務負擔沉重，但

是若公務人員所提撥的比例過高，可能會造成公務人員整體的工作效能下降，

優秀的公務人員流失，對於政府的信賴感可能會有所影響，有可能造成因小失

大之反效果。政府應該要做的是如何去找出解決財政壓力或是其他開源節流的

方法，而非針對公務人員做出這些治標不治本的方法。 

並且提高至 15%，是基於八十九年間委託研究之精算結果，但是該次精算

結果迄今已近十年，這十年間國內外經濟情勢已有重大變更，國民所得、物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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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準、利率等因素，均與十年前有所不同。倘若要評估我國目前退休金提撥率

是否要調整至 15%之必要時，最好能先進行重新精算的工作，此時方能依據重

新精算後的數據，判斷是否確有調漲之必要。 

以下為網路智庫線上民眾回應的原始意見： 

民眾回應一： 

如果一定要採取某些調整策略，我贊成提高提撥費率，從 12%提至 15%，

每人每月多付金額應只有數百元，對於現職人員影響最小，不過我也擔心，政

府會不停的提高提撥上限，要求公務人員增加支出。  

民眾回應二： 

我不贊成這樣的作為。我認為政府應該要考量到公務人員與政府間的提撥

比例的衡平性，雖然政府財務壓力沉重，但是若是公務人員所提撥的比例過

高，是否會對於公務人員的工作投入和效能，以及對於政府的信賴感有所影

響，這些都是政府應當要考慮的問題。雖然說調整提撥比例有助於減輕目前政

府的財政負擔，但若因此造成公務人員整體的工作效能下降，以及優秀的公務

人員流失等情況，反而引發這些因小失大的反效果，這樣對於政府總體的發展

也不是一件好事。況且，這也可能造成政府對於公務人員福利的一種損害，政

府不能以財政壓力為藉口，頻頻縮減公務人員的福利。若是如此，是否也有可

能造成另外一種的不平等呢？政府應該要做的是如何去找出解決財政壓力或

是其他開源節流的方法，而非針對公務人員做出這些治標不治本的方法。 

民眾回應三： 

依據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八條第三項規定，我國公務人員退休金之提撥率，

最高為百分之十二。而銓敘部曾經在八十九年間依據委託完成的精算結果，提

出提高至百分之十五之建議，因此問題討論所載之「15%」，應是參考該次銓敘

部所提建議之結果。但是問題在於，銓敘部上次所提「15%」之提議，乃基於

八十九年間委託研究之精算結果，但是該次精算結果迄今已近十年，這十年間

國內外經濟情勢已有重大變更，國民所得、物價水準、利率等因素，均與十年

前有所不同。因此倘若要評估我國目前退休金提撥率是否要調整至 15%之必要

時，最好能先進行重新精算的工作，此時方能依據重新精算後的數據，判斷是

否確有調漲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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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學者專家訪談紀錄一 
 

訪談時間：二○○八年三月十日 

訪 談 人：蘇彩足（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兼系主任，計畫主持人） 

受 訪 者：楊永芳（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監理委員會組長） 

與 談 人：趙復中（立法委員黃建庭國會辦公室顧問） 

          王麗鳳（立法委員廖正豪國會辦公室主任） 

          王開弘（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副研究員） 

           

蘇彩足教授： 

當初接受委託的是有關「公、教人員退休再就業領雙薪」的問題，不過研考

會希望研究團隊能比較全面性地從整個退休制度去回顧，除了退休再就業之外，

涵蓋的討論範圍可以再大一點，換言之，是希望能把當前關於公教人員退休的重

要問題都涵括進來。就我來看，恐怕真正的問題根源在於允許太早退休，因此退

休再就業問題也才會衍生出來，如果到六十五、六十七或六十八歲才退休，那就

不會有這類問題。只是從另一個角度想，現在五十歲就可以退休了，如果不讓他

們再去就業，那也是一種人力資源的浪費，不是嗎？  

 

楊永芳組長： 

    其他國家有類似之限制規定嗎？ 

 

蘇彩足教授： 

    委託單位是希望我們瞭解其他國家有沒有再就業就不能領月退休金之限制

規定，但就目前搜集之資料來看，其他國家規定都和我國一樣，亦即退休到公部

門或財團法人再任職就不能超過一定薪資金額，大概都是類似這樣的規定。 

 

王麗鳳主任： 

    別的國家也有和我國一樣有提早退休之情形？ 

 

蘇彩足教授： 

確實是如此，有些國家也和我們一樣，五十多歲便可以退休。 

 

楊永芳組長： 

     其實能不能早退並不是對或不對的問題，因為這本來就是當初就業時雙方

確立契約的條件，當退休條件成就時，退休金視為遞延工資。但問題在於談論退

休金制度的時候，以美國為例，會有領退休金年齡的下限，退休條件成就之後，

可以選擇退休離開，但年齡未到，不能開始請領退休金。其實我們可以從退休金

的目的出發，尤其是月退，退休金是要保障退休後老年生活。 

    以瑞典來說，並沒有公務人員退休制度，它是全國一致的，每個公民從十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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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半開始每個人都會有個人帳戶，任何人雇用你的時候，就需要存入大約 19.5%

的薪資至你的個人帳戶，到了某個年齡，例如：五十九或六十歲不做事的時候，

你就可以依據一套複雜的公式申請計算你裡面的權利有多少，而不是你的金額有

多少。換句話說，在之前還有生產力的時候，是要靠工作賺取薪資維持生活，但

當你因特殊事件無法工作的時候，第一個你可以領失業救濟金，第二個若失能，

例如殘廢，可以申請提早領退休金補足這個請領退休金下限的制度。但原則上，

當成就退休條件時，是不能領退休金，要到特定年齡之後才可以開始請領。 

其實銓敘部也有相關規劃，稱「展期年金」，另外還有「減額年金」，提早領

就打折，但其實我認為減額年金並不是很好的退休制度。重點其實在於只要展期

年金能夠真的推動，就沒有所謂的領雙薪問題，因為一定要到某一個年齡之後才

可以開始領退休金，若退休後去其他地方工作領的是你的薪水，而給你的是稱為

vesting 即賦益權，給你慢慢累積的權利。但問題在於目前沒有展期年金，現存狀

況是退休後至公家機關做事就不能領錢，但到私人機關就沒辦法限制，主要是因

為他是另外的雇主，在邏輯上根本管不到，因為到私人企業工作，市場價值是由

私人雇主所決定，所以去限制他不能轉任私部門，一點意思都沒有，又不是政府

付的錢。 

 

王麗鳳主任： 

    這樣的制度設計反而有反淘汰機制，因為退休有價值的員工，因為受其再任

公部門薪資有其上限，因此會跑去私部門。 

 

楊永芳組長： 

    任何制度其實就不會有百分之百都沒有問題。但再任公部門有所限制的邏輯

在於，作為雇主，明明員工會繼續做，其員工退休回任，沒有理由回任給他薪水

之外，還要付他的退休金。 

 

蘇彩足教授： 

    但若我們不要分公、私部門，從整個國家的整體資源來看，之所以領月退，

是因為已沒有工作能力，既然還有工作能力，不管你之後要到公、私部門再就業，

都不應該再領月退休金，不是嗎？ 

 

楊永芳組長： 

    重點還是若展期年金是存在的，就沒有這個問題，因為年齡未到，就不能領

退休金。 

 

王麗鳳主任： 

    現在前提是他會二度就業，但展期之後，若有些人退休後年齡未到，但沒有

二度就業，那該怎麼維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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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永芳組長： 

    這裡強調一點，沒有一種制度是十全十美的。當初會訂出這麼年輕的條款是

因為當時平均壽命不過五十幾歲，但現今平均壽命已延長、社會條件已改變，所

以勢必需要做一些改變。 

 

蘇彩足教授： 

    基本上，我也同意假設現在要到六十五歲才可以領月退休金，但在這之前可

以先退休，那麼就算 50 歲退休，要不要二度就業是個人的選擇。未來應要走這

樣的設計。 

 

楊永芳組長： 

    其實銓敘部本來早就要推動展期年金，但一直擋在那邊。而八五制是另一種

方案，八五制是退休條件達成的點是在八五，而展期年金是不管七五或八五，只

要達成了可以退休了，但年齡還沒到，就不能領月退。 

 

蘇彩足教授： 

    我的解讀是八五制是過渡制度的設計，它不能一下子推動，需要用漸進的方

式。 

 

楊永芳組長： 

    八五制和展期年金其實是不一樣的東西，現在是七五去計算，而軍人在軍校

時期就開始採計，就更容易達成退休條件，於是就希望把退休條件延長；而展期

年金在邏輯上是最低要到某一歲數才可以開始領退休金，不管是不是五十歲就已

達到退休條件，但年齡還沒到，個人退休帳戶內的錢就是不能領。現在大部分國

家都是定五十九歲半。 

 

蘇彩足教授： 

       目前世界趨勢都一直往後延。 

 

楊永芳組長： 

    沒錯！是因為人越來越長壽，並且有財務問題。而剛才說，六十歲以後可能

還是有二度就業的問題，這在世界各國都會面臨這樣的問題，而這就需靠「租稅」

方法來解決，你的工作所得和退休所得一起進到帳戶採計，以前是退休金榜保障

不納稅，但若是沒有工作，總所得就不會超過某一額度，自然退休金就不會被課

稅。而展期年金的設計是設定一下限，退休條件成立時，仍太年輕了，就不能領

退休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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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彩足教授： 

    您已把最理想的狀態介紹完了，但是我們的計畫案是想討論現在的規定之下

應如何改革？因為現在我們不可能推動這樣的方案。 

 

王開弘副研究員: 

    若在傳統，公務人員雖然收入不是很好，但是退休後，仍保障生活的安定，

維持一定的尊榮，而現在，到底我們對於公務人員應如何認定？ 

    另外，我們對於退休金的給予，是否應一視同仁，像在軍中，不同位階是不

一樣的，而公務人員是否也應如此，因為有些同仁在部門裡面就是很煩惱他的，

若不能讓他提早退休，對於組織部門的人力運用活水會受到限制。 

 

楊永芳組長： 

    退休金的功能其實是保障退休後的生活，人事運用活水並不是退休金最主要

的功能，不能變成限制的因素。而要解決這個問題，就是如剛才所提到的 vesting，

即「賦益權」，你走換單位，但你的權利還是存在的，等到你到達可領取退休金

年齡時，之前在各部門的成就都要兌現，但是現在我國是如果我現在離開，那我

的 vesting 就沒有了，但是一個好的制度是，到了六十五歲，我可以算我在公部

門二十五年、在私部門十年的權利。 

 

蘇彩足教授： 

    其實我們計畫裡面也想討論的，就是公、私部門退休金需不需要有個別退休

金，因為很多國家，像瑞典就沒有特別為公部門設定獨立的退休金制度。所以我

們第一個問題是，公、私部門退休金需不需要有不同的退休金制度？另一個問題

就像永芳組長所談的，為了組織人事運用的活水，其實你想幾歲退休就可以幾歲

退休，但有一個帳戶可以帶著走，可以累積你的權利點數就可以解決。 

 

楊永芳組長： 

    針對公、私部門退休金需不需要有個別退休金這一問題，其實在最一開始研

究老年安全的時候，很多是不考慮公部門的，因為公部門的員工其雇主是政府，

政府是不會倒的，政府付退休金的來源是用租稅，所以在談老年安全時，是不去

管公部門。 

    而在談老年社會安全制度，尤其是社會福利國家理論認為一般人民的老年安

全照護也是現在政府的責任，因此往下演變，變成政府需要規劃制度照顧全體人

民，但討論到這裡還是公、私部門分開，因為公部門部份是假設政府以雇主身分

會照顧。 

 

蘇彩足教授： 

    這裏補充一點，我們從 OECD 最新的調查來看，專為公務人員設立獨立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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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人員退休金制度的國家超過一半。 

 

楊永芳組長： 

    沒錯！一開始是只有公部門，後來慢慢建立起私部門，因為政府對於公部門

多了雇主的身分，因此社會安全制度不會討論它，慢慢演變之後，如一些社會福

利先進國家如：北歐國家，因為它整體的社會安全制度很完善，，所以不需要特

別為公部門獨立定一個制度，政府作為雇主，就把錢提撥進員工的法定帳戶裡，

提撥進去後，就如同其他一般民間員工一樣，所以員工就算遊走各部門都一樣。

但是這個前提是，退休制度必須做到一定的改革。 

    而以台灣目前的退休制度是 defined benefit〈DB〉，在公部門給的退休金公式

和民間的公式不一樣，因此沒辦法把公、私部門一致。但像瑞典，就像 401K 那

樣的帳戶，移來移去都可以，這時就不需要為公部門特別設一個制度，而這種國

家越來越多。 

 

蘇彩足教授： 

    你的看法是贊不贊成？ 

 

楊永芳組長： 

    現在不是贊不贊成，而是台灣若要改成這樣，需要做很大的動作，因為現在

台灣公部門的制度無法轉到民間去，除非，公部門制度改成像現在新的勞退制

度，就可以完全轉換。 

 

蘇彩足教授： 

  我從剛才的談話中，隱隱約約覺得你們的意見是認為公務人員部份仍應與私部

門年金分開。我也問過我們碩士生的意見，他們也認為公私部門分立式的退休金

制度有其必要，因為任公職期間有所限制犧牲，因此為了要吸引比較優秀的人

才，需要有較優厚的待遇。其實我有點訝異，幾乎所問過的碩士生都是這樣的想

法。 

 

楊永芳組長： 

    其實公務員也沒有比較優秀。 

 

蘇彩足教授： 

    應該是說政府「希望」公務員是比較優秀。 

 

楊永芳組長： 

    這和我的認知完全不同。我的認知是公務員他不希望比較優秀，他希望的是

一般化就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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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彩足教授： 

    這邊的「他」是指誰？ 

 

楊永芳組長： 

    這邊指的是整個社會。因為民間可以依據他需要多優秀的人才而去定他的退

休制度、薪資獎酬制度…等，但是對公務人員來說，因為他佔社會很大的主體，

因此需要的是一個比較平均一般化的即可，因為除了新加坡少數國家之外，不可

能提供整個社會最優秀人才的薪資報酬及退休金。 

 

蘇彩足教授： 

但是公務員所從事的公務影響到很多人，所以相對也很多人會希望由比較好

的人來做事，出任政府職務。 

 

王開弘副研究員:  

公務員的退休宜分成低階或高階，要有很多層次區來分他們退休制度，我們

就是希望高階跟低階不一樣，希望一些年輕人看到高階這樣的制度，讓他們覺得

有希望，形同給他一份尊崇，得到一個位子後，當他退休時政府就會給他必要照

顧。 

 

蘇彩足教授： 

為何不在薪水裡給他一份誘因就好？ 

 

楊永芳組長： 

你們的邏輯聽起來好像是私人企業一樣，我要比較好的人，所以我要給比較

好的待遇，可是一般公部門不可能這樣去想，因為你是用考試用人的。 

 

王開弘副研究員: 

私部門也是一樣也要從基層做起，不是嗎? 

 

王麗鳳主任： 

基本上是要找優秀的，才會用考試錄取。 

 

蘇彩足教授： 

考試的效度不高，所以我們認為目前考試沒有辦法找到最好的，特別是施能

傑教授希望把最好的人留給公部門。不過我是反對這種說法的，因為不同部門的

人才都應該並駕齊驅，好的人才不應該全部集中在公部門，儘管大部分的人都這

麼想，我不太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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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永芳組長： 

公部門就整個社會來說是一般的人，在民間能產生最大報酬的企業當然會給

最好的。理論上有很多種可能，但我講的是公部門會有不一樣退休制度的來源。

純粹說贊不贊成，我基本上是不反對把公私部門兩種退休金制度改成一樣，畢竟

這只是諸多制度中的一種。可是以台灣現存體系來看，如果專門要去改成這樣，

是不值得的，第一個因素是，民間部門的養老制度沒有做好，應該是要改這麼部

分這個部分使其完美；第二個是現在退休金的流動性並不是很好，除非把它增

加，讓大家不管在什麼部門都可以累積；第三是政府公部門是 Defined Benefit 

plan，也就是 DB 制，我們很難要求民間公司能夠達到這樣的情況。硬把兩邊變

成一樣，不但是民間付不起這樣的水平，也和目前潮流（確定提撥制，DC 制）

相違背。假如最後要走到這步的話，也要大幅度翻修公務人員制度。 

 

蘇彩足教授：  

我贊成成本太高的理由，不過現在實際的問題是如何慢慢把退休年齡往後

推，或是將領退休金的年齡往後推，這些解決方法比較務實。 

 

王麗鳳主任： 

那麼哪一個層級或類別的公務員在 55 歲時便可有月退休俸？ 

 

蘇彩足教授： 

我覺得和公務員的業務性質比較有關係，用職等是比較沒有道理。 

 

楊永芳組長： 

軍人那個比較爭議，你可以說我培養不同，或是比較優秀，可是在人權社會，

人家會說為何是人的問題，也許你這個等級鑑別度不高，當人家要來爭論的時候

也許會這樣說。 

 

王麗鳳主任： 

想要提早退休 就不要升那個職等。 

 

楊永芳組長： 

私人公司都可以這樣做，但是政府的話，必須普遍性考慮。比方在中央政府

和地方政府，相對上負的責任可能是一樣重，可是佔的職等是不同的，地方可能

一個科長要負很大的責任，中央可能要到司長才有這樣的情形。我的意思是如果

你要用不同職等這樣的方式去解決退休問題，爭議非常大， 

 

蘇彩足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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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公務員要走的話隨時都可以走，但要到六十五歲才能領退休金，不管

是什麼職等，如果一直在原地升不上去，都可以離開。 

 

王麗鳳主任： 

還是要有一個最低的限制 你隨時要走，到底是什麼時候走？ 

 

蘇彩足教授： 

應該是有一個門檻，如果兩年就能夠累積點數，為何不可以走? 

 

王麗鳳主任： 

因為現在是指領月退休俸，並不是說他可不可以退休，所以應該要有一個最

低的門檻。 

 

蘇彩足教授： 

那我想要大家一樣，就六十五歲，以後就看身體的狀況。 

 

楊永芳組長： 

這個東西就是要看原來的制度設計是什麼，在公家和民間轉來轉去，最大的

一點制度差別，就是說私部門每一個人在職時雇主提撥 提完就解決了，沒有月

退問題。因為月退問題是因為當你退休的時候，你有累積到一個 credit，但那個

credit 不是政府付你月退，而是轉成保險機制，換成商業基金，你累積到多少存

款，它是一個制度設計。 

 

王麗鳳主任： 

公部門和私部門其實在責任和所受約束上是不一樣的，年金可以用在資遣

費，如果是月退休制度的話應當要有一個時間的限制，比方說滿五年，就可以走， 

你可以帶著年金比例走，但是你如果要領月退俸，就不是這樣子。 

 

蘇彩足教授： 

世界潮流是領月退，把年金跟月退分開，在我看來有點問題。 

 

王麗鳳主任：  

我覺得還是要有差別。 

 

楊永芳組長：  

還是退休金是誰給的問題啦，以前如果是政府是雇主，它支撐夠大，可以直

接變成退休金給你，美國早期私人公司也是給你，後來那種退休金倒了之後，把

責任轉到 PPGC 保險公司，付最低的年金，它有配套制度。如果想把公部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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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部門變成一樣的時候，最好就是把變成一個單純提撥，到你退休的始點，這個

錢是一筆錢，不是退休金，這筆錢怎麼轉成退休金？就是要轉成商業保險之類的

機制，由民間單位來付。 

 

蘇彩足教授： 

銓敘部的想法好像就是這樣。 

 

楊永芳組長： 

銓敘部的想法，我是覺得比較不負責任，他們只是想如何解除政府財務負

擔，卻忘了政府不但是對一般人民有老年安全負擔的責任，它還是一個雇主的身

分。還有一點很重要，我們寫文章時會提到在現代政府理論，就是要照顧所有的

老年人。如果現在不理公務員，給他一筆錢，讓他走路，他今天失敗了 回到社

會體制還是你要負責啊！政府為何不以雇主的身分，分塊解決，承擔起來。至於

美國為何很多大私人公司的退休金制度會垮掉，通通移到保險公司，這是因為它

的這個外在經濟條件在改變，航空公司、卡車公司、鐵路公司，它們沒有這麼好

的產業條件，給不起當初所答應的好條件，但是政府沒有這個問題啊！ 

我們本來講社會安全用到一個補償式的觀念，你有能力顧到的這一塊，一塊

塊先切割出來，剩下的，不行的部分才由整個社會來負擔。公務員這麼一大塊，

政府是雇主，為何不先用退休金制度先處理好呢？這樣剩下社會這一塊，要去處

理的話，問題就小了嘛。現在政府這部分獨立存在，其他問題變成就是，是不是

當你獨立存在，最後相較於民間企業提供的條件優渥的多。等於說，政府給付給

公務員，從人民收稅，最後會不會被攻擊說是政府用民眾賦稅豢養私人部隊，變

成一個特權的階級。當然，你可以增加很多理由，例如我們要最優秀的。可是社

會如果是自由社會，退休金多少是和社會經濟條件有關，就像一個迴歸式，迴歸

線最好最壞的都在民間，政府應該是在中間這一條迴歸線。經濟報酬特別高的工

作，民間會自己去支付，政府也無法提供，但對於社會上的失敗者，政府也不能

用他們，必須靠養老制度和社會安全去救他。 

至於前面你所謂很多人提到的公務員應當是最好最優秀的概念，那東西是研

究生想像的，和政府為何會獨立存在退休金，這根本是兩件事情。 

 

蘇彩足教授：  

當那些研究生說到最好的，其實是想到一個較強誘因，目的是吸引到高於平

均水準的人來公部門服務，他們認為在規範上應該是要這樣。 

 

楊永芳組長：  

我覺得那是他們想像的，如果當我們說到國家，國家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

我拿這個觀念來說明這個東西是想像的。政府之所以提供一套不同於民間的制

度，是因為早期國家不同於民間，因為沒有所謂社會安全觀念，只有政府給退休



公教人員退休再就業問題及對策 
 

 154

人員退休金。 

 

蘇彩足教授： 

你說的是實證上情況，但麗鳳和那些研究生所說的是規範上的情形，他們希

望能夠達到招收到最優秀公務員的效果。 

 

楊永芳組長： 

我還是認為是他們想像的，和希望不一樣。台灣最早是所謂的恩給制，這名

詞是從日本那邊沿用過來，最早是源自德國英國那邊政府給受僱者養老，你為政

府做了二十年或三十年，那麼我給你一筆錢。日本出現這個名詞也是這樣的意思，               

中國過去古代也是如此，某人告老還鄉後，朝廷賜他良田百頃去養老。那個時候

政府的職能裡面沒有去管到民間的部分，對於表現良好的受僱者，從給予恩給的

個案，後來漸漸制度化起來，然後慢慢演變成訂定法規。二次戰後，福利國家觀

念興起，各國政府開始注意到人民民間的這一塊，對養老也開始注意，所以公私

部門的制度，他是不同觀念產生的，等到後來人類壽命越來越長，負擔越來越重，

開始想到確定提撥制的方式。 

 

王麗鳳主任： 

過去古代政府當我把你這個農民找來管一些制度文書，讓你離開農田，當你

告老回鄉，我當然給你一些生活保障，這是可以理解的。 

 

楊永芳組長：   

我所謂想像的共同體就是說，想起來都很有道理，可以加很多理論在上面，

但是實際上成立的不是這樣來的。 

 

蘇彩足教授： 

我同意，其實我們中間沒有不同，要做任何的改革，就您所提的信賴保護原

則來說，勢必不可能動到現在公務人員的權益，只能從新考進來的人員開始做，

對不對？ 

 

楊永芳組長： 

這是最嚴格的邏輯啊！就是說我們不能動到公務員進來所享有的退休條件， 

它要適用於新進人員。第二層邏輯是說，對現存的人也可以適用，但從現在這個

點開始叫做新制，舊的還是的用舊的，新的則用新的。第三層邏輯是說給一個落

日條款，不退的人，從什麼始點開始實施新制，因為我們沒有錢了。 

 

蘇彩足教授： 

但是從政治可行性來說，似乎是從新人員才可能適用。現在從第二層邏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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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比方說，我們規定以後你隨時可以走，我們把 vesting interest 留下來，像

個帳務機制，不管你做不做事，六十五歲才開始累積所得。這樣的話，可否設計

一些過渡的? 

 

楊永芳組長： 

我知道你是哪一地方模糊了，國外也有涉及到最嚴謹的邏輯用法，舊的制度

只適用到哪一年進來的公務員為止，新進以後全用新的，舊的這一塊不再增加新

的參加者，這時候的邏輯變成說，我對於新進者和民間完全一樣，用同一個制度

去規範，用一樣之後就可以解決 vesting 的問題。 

 

蘇彩足教授： 

那是另外的一個問題，我想講的是政治可行性，會不會才是最嚴格的邏輯，

公務員們才會支持吧? 

 

王麗鳳主任： 

現存的人，隨時都可以走，我一直認為要設定一個條件，才能享受公務人員

的權利，第一層是帶著年資參加類似勞保年資的累積制度；第二層是滿五十歲，

年資至少滿二十年，這時候他可以領月退休，公務員現在比較有保障的部分，如

果你提早也要到六十五歲才能領。第三層，他確實是六十五歲才退休，他就是可

以馬上領。 

至於老師又問的另外一個問題說，公部門私部門重新二度就業的處理。如果

是第一層的人，他沒有領任何好處跟一般民間一樣的，這沒有什麼問題；第二層

的人，我比較建議公部門私部門是一樣的，也就是說你不能說，吸引那個都是在

民間吸引領雙薪，有掛薪水到六十五歲，私部門的部分，也是一樣拉平，也是到

六十五歲才能領。公部門和私部門都是可以二度就業領那個錢，困難度降低一

點，那你說是不是馬上實行，只要是這個時間點提撥 這個條件他還是維持原來

權益，只是延後去付這個錢。 

 

蘇彩足教授：  

我覺得會遭受反對，比方說一個人，原本今年十月要退休，突然通過六十五

歲才能退休，我當然反對啊！ 

 

楊永芳組長： 

國際上都是這個樣子設計，例如七五制轉成八五制，然後用十年，每年少二

分之一的漸進速度在轉換。不過你剛剛講的公私變成一樣，不一定合乎這樣的轉

換。 

 

蘇彩足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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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過，現在晚一年才能開始退休，我們上次研討會討論，現在的公務員都不

會贊成，只能適用剛考進來的人員 

 

王開弘副研究員: 

晚一年是為了省錢的這個理由。可是省錢之外 政府是不是還有其他更高理

想作為理由。 

 

楊永芳組長： 

假設我是法官，你是一個民間單位，然後一個民間受僱者來告，當初進去時

你明明告訴他 59 歲可以退休，現在他要 60 歲才能拿錢，當然要判雇主輸。但是

現在是公部門拿稅金養公務人員這部份的人，國家而且財務已經受不了，這個現

實也必須解決。所以最嚴格就是說，由立法院立法改變你們的條件，它代表社會

多數，歐美都是這樣處理，如人口老化，民主國家的程序，立法院通過法令，就

可以把退休金制度改變，立法委員同意了就改變了，說不好聽，這就是多數暴力。 

同樣問題，如果私人公司被告 一定是雇主錯。可是公務人員這部分，就不

會有太大問題，尤其當這種社會要垮掉的時候。我們的退休金其實本來是有更簡

單的方法，像最近通貨膨脹很厲害 去年的一百，現在變成八十元了。以後什麼

都不動的時候，政府調薪水一定不是調本俸，而是調專業加給，我說政治人物應

該要有耐心一點，當十年內兩次通貨膨脹，退休金負擔就解決，減輕了百分之五

十，而且也不違法。但這麼做你就要承受退休者不投票給你，這是現實上的政治

壓力。 

 

蘇彩足教授： 

我們的 inflation 是跟著什麼作調整？美國有一個自動物價調整公式，可以不

讓通貨膨脹影響太多。 

 

楊永芳組長： 

沒有，我們就是跟本俸調。美國其實是分好幾種 inflation index， 一種是 CPI，

另一個則是 GNP 推測，還有一種是實質工資指數。 

我們本來的做法是說，因為通貨膨脹的時候，薪水跟著調整，所以就自然會

調，那現在既然是這樣，我們就讓他慢慢調下來，那就會完全合法。比方說，明

年調薪，我們調專業加給，本俸不動，所以退休金就不動，長官會要求一定要財

務平衡，假設民間聲音很大，都說快過不下去。 

 

王麗鳳主任： 

可是還是要溫和一點，不能立院強行通過這個樣子，民間好多公務員的家庭，      

你不要認為說其實就這一些人，處理上還是要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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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永芳組長：  

我是一個分析者，我告訴你，他通過立法院，這沒有什麼說我跟你有契約的，

信賴保護等 

 

蘇彩足教授： 

信賴保護這句話，我完全聽不下去，你只要修法就完全推翻了。 

 

楊永芳組長： 

您這句話一半對，一半錯，信賴保護是在公法下的關係上，過去是屬於一種

特殊職務的一種邏輯，所以我們公務員對你政府是信賴的，信賴保護是存在的，

信賴保護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尤其對這些年，公務體系之所以正常傳承下來。 

 

蘇彩足教授： 

可是那是行政部門的承諾，不能動不動就說成是制度不能更動嘛!透過民主

程序應該都可以更動。 

 

楊永芳組長：  

對公務員來說，我為你政府這個雇主做很多，連政府這個特別雇主關係，都

不照顧我的話，那公務員要如何去賣命呢？所以信賴保護很重要，不能隨便去動。 

 

蘇彩足教授： 

我們都說公務員的退休制度很優渥，所得替代率很高，可是我前一陣子聽到

銓敘部的退休主秘講，所得替代率雖然高，可是你如果計入民間部門的分紅，也

就是要算終身所得的話，那麼公務員並沒有佔到什麼便宜的。 

 

楊永芳組長： 

這句話還是不完全對，所得替代率就是一個衡量退休後所得和退休前所得的

一個比例關係而已。假設我們說，退休前是百分之十，退休後是百分之十一，所

以不用做事，這怎麼樣都說不過去，公務員在職時本來就跟民間是不一樣的，民

間有很高薪的， 也有很低薪，退休前本來是合理參考，怎麼會退休後變成。 

 

蘇彩足教授：  

可是我們可以將它看成延遲工資啊。 

 

楊永芳組長：  

這種說法是把公務員整個當是一個僱佣條件，是前面多給的多還是後面給的

多，但是這並沒有真正涉及到所得替代率的概念核心，所得替代率最嚴重的兩個

問題，第一個是他本來只是一個比例關係，結果卻變成限制退休金的一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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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所得替代率的比例概念，分子分母概念，但是真正要拿來作為法律限制是

很有爭議的，比方說，主管加給要不要算在分母，有人又有特別加給之類。實質

所得可能調的很低，法就是要明定，本來只是理論要變成法律時做不來的。 

第二個 所得替代率高低與否來算退休生活水準的變化，他沒有去考慮到，

誰在供給財源，所謂的所得替代率高是公務員自己拿錢進去存了三分之一，如果

你覺得 公務人員所得替代率太高，想多殺一點，你叫公務員提撥多一點，提撥

個百分之五十上去，所得替代率變成一百五。可以把政府給你的通通都拿掉，做

到極端就是你叫公務員自己提撥，提到百分之百就把政府給的通通拿掉，故所得

替代率只是衡量退休之後是不是有足夠的所得觀念，但是誰存的他不管你。 

我有寫過文章專門談退休制度改革，這兩天幫吳容明寫一篇登在第四屆作為

考試院政績改革裡面，這是我十年前就在主張的東西，應該把百分之三十五你自

己提撥，也沒有護盤的問題，因為你自己提撥，自己去選嘛，好壞自負，剩下政

府的三分 之二 給付降低 還是用確定給付的方式，算所得替代率應該要用這個

算，這才是政府用雇主的身分，給你公務員的錢，你才有資格說，政府給得太優

渥....所以要去刪減。 

 

蘇彩足教授： 

如果我們用 accrual rate 表示提撥多少和後來拿到多少的關係角度來看，或者

是以公私部門所提撥的基金做比較的話，那麼公部門人員在退休後是否退休金較

為豐厚，比方說過去二十五年，每個人自己總共提撥了多少錢，最後又領了多少，

這些應該都是算得出來的吧?另外，若是以世界各國做比較，而不單是指台灣的

話，公私部門之間難道一定必須使用兩套制度嗎？至於在提撥率的部分，光是提

高提撥率恐怕也行不通，畢竟這樣相對政府的提撥也要提高，財政負擔不是更重

了嗎？ 

 

楊永芳組長： 

其實政府就是一個雇主，差別只在於它所提供的退休制度是 DB 制，但是民

間使用的則為 DC 制，蘇老師所說的是希望從公平的觀點出發，希望民間與政府

至少在制度上不會差距那麼遠，至少要差不多。不過很不幸的，去計算 DB 制是

沒有意義的，因為 DB 制根據的是你的年資與職等，跟提撥多少沒有關係。比方

我現在四十九歲，我已經提撥了二十五年到政府，而且我很早就到八百點了。可

是如果有一個人官運不佳，到六十歲退休時才剛好升到八百點，那麼我們領的退

休金就會一模一樣。 

例如朱武獻部長把「所得替代率」這種東西拿給陳總統和記者做為指標，我

就不贊成。因為這個名詞本身的分母和分子就難以定義，它只能單純用來做研究

時去比較退休前後的生活水準，而且最大問題就是它並沒有告訴你是誰把錢存起

來的。如果現在公務員提撥百分之三十，因為退休之前提撥太多，所以退休前的

所得也就變少了嘛，結果退休後馬上所得替代率就變成百分之一百三十，大家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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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懂我意思？說什麼現在公務員所得替代率有多高，什麼十年下來可以節省幾千

億，根本就是數字遊戲，你覺得有可能嗎？ 

 

蘇彩足教授： 

回到雙薪的問題，我請教過銓敘部司長，他說這部分的財政負擔其實是相當

少的，因為有能力去賺雙薪的退休公教人員，除了退休高官和國立大學的退休老

師之外，人數不多。再者，若是從美國 social security 體系來看，它們對於再就業

者的退休金領取也有一些限制。好比說你已經 entitle 符合領 social security 的資格

後，又再去工作，那麼每多領一元工作報酬，social security 相對就會減少一點。

還有在第二層職域年金的部分，美國各州也都會對於再就業者領取退休金的部分

施加一些限制。 

 

王麗鳳主任： 

    就我所知，很多退休公教人員是用了不少規避的方法，比如跟國家捐助的財

團法人或衛星企業做生意，當顧問，或是用人頭等等。另外我也知道很多老師，

他們退休後私立學校（例如森林小學）任教，退休後比退休前薪水還多。 

 

王開弘副研究員： 

台大醫院裡面也是這樣，他們裡面喜歡重新聘用一些從醫院退休的人，因為

成本變得比較低。 

 

楊永芳組長： 

事實上，絕對數字其實不算多，它並不會形成政府主要的財務負擔。但是你

如果觀察一些五十出頭退休的，他們很多都有雙薪，不論是靠什麼樣的方法。而

且重點其實在於民間的觀感，畢竟現在整個社會經濟下滑，但是很多退休公教人

員不是喝下午茶就是爬山，這些退休的人通常都活動力特別好，所以大家自然就

認為你們公務人員過得這麼好，很不公平。 

    所以，政府以身為雇主的角色，所以對於重新回到公部門就業的人會給予一

些退休金領取上的限制，這是可以理解的，因為它是雇主嘛。就算是在第一層

social security 的部分，公務員是被排除在我們國民年金之外的，可是一般國民則

可以領這部分。有些規定是相當不合理的，最近我為這事情就打了兩個官司，主

要是因為我父親以前在政府當司機，雖屬政府部門退休人員，但沒有優惠存款和

公務員退休金，只有勞保給付，結果現在竟然又被追繳，因為你只要領過政府部

門任何一毛退休金後就不能領勞保這部分。 

    美國的 federal 或 state 或 local government，它們是會有一些限制，但各地方

的規定都是不一樣的，因為我姊夫在美國教書，所以我很清楚，美國前一陣子也

在強烈限制空軍退伍的人不能賣飛機。反正如果回到政府是雇主的那個概念，那

麼它給回任者一些退休金的限制本來就是合理的，可是如果人家是到私部門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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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那你限制就沒有道理了，而且你就算限制，只要人家私部門覺得那個人夠優

秀，還是會想出許多方法和誘因去僱用他，他想要給你錢，什麼名目都想得出來。

但是話說回來，民主政治中立法院有最後決定權，反正只要立法院能通過，也沒

有什麼事情不會發生。 

 

蘇彩足教授： 

所以現在整個退休制度最大的問題，只是在於大家太早（五十歲）就可退休

而已？ 

 

楊永芳組長： 

    因為民間已經衰退了，加上看到五六十歲的退休公務人員在養生或賺雙薪，

當然會不平衡。 

 

趙復中顧問： 

坦白說，公務人員跟政府的特別權力關係有著長期的歷史，公務人員受限

多，犯錯後適用的特別刑法，如果是在民間部門頂多是背信罪或詐欺罪，是一般

刑法。而且在我初任公職時，那時候的退休金只有二三十萬，相當少，整個文官

體系是最不受保障的一群，這些歷程都應該一併納進來看。最後，我認為改成八

五制或七五制，也就是改成六十五歲退休，或許是一條可行的改革方向，這一些

是我在立法院服務三年來的一點淺見。 

 

楊永芳組長： 

    公務員跟民間受僱者本來就不一樣，很多地方限制多，你如果有意見，對外

也必須看法一致，表達的權利是剝奪的，因為你是這公務體系的一部分，你是一

個執行者，身份和倫理就是這樣。所以，既然有這些限制，政府要留人才，當然 

要提供給我一些條件和福利。 

    而且最近退休的情形也有一些變化，有些人因為看到政府財務不是很穩，所

以反倒不敢退休了，他們很怕政府以後不給退休金，再加上自己的能力又無法再

就業，因此在位子上能做一天是一天，真正敢五十歲退休的人其實不多。當然，

台大教授自然不屬於一般的樣本，他們退休後不會沒事情做。 

 

蘇彩足教授： 

    這與我先前訪談到的意見有出入，現在很多人應該是想趁著制度對他還有利

的時候趕快退休，先退先贏。至少基於信賴保護的理由，未來制度改變也比較不

會動到他們。 

 

楊永芳組長： 

    我想應該兩種情況都有，不過就我對最近與全國教師會的互動瞭解後，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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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老師確實會對於退休後的生活收入感到不安，所以不敢退。                             

 

趙復中顧問： 

    不過像我這樣，錢領的差不多，但時間是你自己的，閒雲野鶴多好。 

 

蘇彩足教授： 

    以男性角度而言，工作環境若還不錯的話，應該都不太願意早退吧？ 

 

楊永芳組長： 

    以我來說，工作上小的環境是好的，但是整個公務員的大環境就不太好，專

業未必受到尊重。                                                                     

 

蘇彩足教授： 

    其實國中小教師的退休問題也很大，它的財務負擔比公務人員退休的部分還

重。而且大家如果不准他們提早退休，但是又沒有那麼多行政職讓他們轉，該怎

麼辦呢，年紀大又要教一群小孩子，真的很辛苦。 

 

楊永芳組長： 

    目前全國教師會的吳忠泰理事長非常認真，對此問題也知之甚詳，你們從他

那裡將可以得到更完整的剖析。我想不管公務人員或教師，政府都應該有一套淘

汰機制，不能夠因為妥善處理他們退休生活的辦法，然後就讓他們繼續一直待在

公務體系裡。如果大家始終忍著的話，那是不是有很多小孩子又要受害了？前面

我們談過，如果有一些人一定要五十歲退休，但是退休金又規定必須六十歲才能

領，這個時候就應該進入失業或失能的救濟體系來處理，經過一些鑑定，就可提

早去領，德國就是這樣子，不過也產生一堆人申請失能證明來提早領年金的弊端。 

 

蘇彩足教授： 

    若是把社會福利 expand 到這樣，那對人性尊嚴的打擊不免太大了，這是在

標準經濟學背景訓練下才會想出來的辦法，我們社會學者恐怕無法接受。與其五

十歲開始付這些人失業金，那還不如付他們退休金吧。 

 

楊永芳組長： 

    只是為了這些千分之一可能有生活問題的人，然後就讓其他千分之九百九十

九的人都從五十歲開始快樂地領雙薪，這又合理嗎？我其實還是關心社會的，我

想表達的是公私部門不一定都必須適用同一種制度，只不過兩者之間的差距不應

該過大，政府在怎麼說也是一種雇主的立場。這幾年台灣的問題在於經濟下滑，

最重的是民間部門需要有更完善的退休金制度規劃，單單是將政府部門的退休金

給付拉下來還是無法解決真正的問題。退休制度本來就不是立竿見影的，一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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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定下來，影響的是五十年、一百年。我相信透過展期年金的推動，以及通貨膨

脹的自然調整，經過十年、二十年，公私之間的差距將可以慢慢拉近，當然，私

部門退休制度也必須步上軌道才行。社會安全這一塊，尤其是世界各國的先進國

家，其實看起來似乎都是岌岌可危的，大部分都很危險，不太足夠。然而，奇怪

的是也沒有真正倒掉，為什麼。因為時間到了就自然會有解決的辦法，除非政府

發生整個系統危機，不然一定要尋求解決之道。尤其當年輕人成為選票的大宗之

後，勢必會有政治人物利用這股不滿來取得選票，所以代際之間的問題到最後一

定會有衝突發生。當年輕人都成為社會中堅的時候，代表這些人的立法委員自然

就會對老人的福利加以刪減，或者是增加老年人的財產稅，這些都不難想像。 

    我個人很喜歡瑞典的制度，它在提撥面用的是 NDC 制，比如說你賺一百元，

那麼裡面將有十九塊必須投入到政府的一個名目帳戶裡。NDC 裡面有兩塊五是

屬於你個人的 DC 制，另外的十六塊五則由政府將該年度總所收來的錢全部加

總，這一部分則是用來發給該年度退休的老人，此處又有點像 DB 制。NDC 制既

然加了 notional（名目）這個字，就代表它不是傳統的 defined contribution，它是

一種名目上的帳戶。瑞典每個人到十六歲就開始有一個帳戶，比方說你今年在裡

面累積了五萬元，那麼它的政府在年終時可能就會公布一項指標，可能是根據利

息或其他指數，這五萬元將乘以百分之十，那麼你這五萬元將變為五萬五千元，

如此一來一回，加上你後來工作所得的提撥，等到你五十九歲的時候，這個名目

帳戶就會累積一些數字。不過，這並不是說你就真的可以拿到帳戶裡的數額，而

是依比例跟退休那年所有的退休者去平均分配，取決於那一年百分之十六點五徵

收提撥進來的錢有多少，它大致上能夠讓每一個年齡層在退休時可以拿到 GDP

的百分之十六點五。而瑞典為了使該制度穩定運作，其間亦設有平準基金，該國

根據人口變化等變數，計算出五年或十年稅率，這部分不會常常動，所以雇主和

老年人可以有一個參照標準，只要國家經濟成長沒有劇烈變化，那麼大家都能夠

承受。 

 

蘇彩足教授： 

    關於瑞典年金制度改革的部分，我也有略有涉獵，曾看過澳洲考察團對於該

國的一些研究報告，他們普遍認為瑞典的制度甚為完美，惟其結果仍有待在評

估，請問銓敘部是否也有朝此方向推進？                                                

 

楊永芳組長： 

    只要經濟變動不要太劇烈，這個制度是可以維持的，如果每年提撥出來的

少，那麼大家自然分的也比較少，還算合理。長期而言，NDC 真正的內涵其實

就是 pay as you go 的精神，它沒有造成任何潛藏負債的問題，每年分給退休者的

錢，正是今年徵收到的錢。其中有百分之二點五的一小部分，這是做為你自己確

定提撥的儲蓄。NDC 底下還有一個基礎，比方說有些人收入特別差，那麼政府

會將他不足的部分補足，它從整個設計的邏輯來說是可以長期支撐的。過去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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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退休基金協會的時候曾經想介紹這個制度，不過他們裡面多是資產管理

業者，所以很熱中在推 DC 制，這樣他們才有一筆基金可以去運作和管理。至於

銓敘部本身，其實他們也沒有心去建立一套可長可久的制度，如果想要成就一套

全國可以適用的制度，那麼例子就在這裡。 

 

蘇彩足教授： 

    有人認為其實現行制度沒有太大問題，只要把退撫基金的運作績效做好就行

了，請問你們那邊退撫基金運作的績效到底怎麼樣呢？                                     

 

楊永芳組長： 

坦白說，我必須承認績效是很不好。做不好並非是人的問題，而是角色問題。

為什麼？管理退撫基金的長官自己跑去操盤，左衝右突，殺進殺出的。可是根本

比不過那些專業的投顧公司。應該做好的角色是什麼？應該扮演好管理專業人才

的角色，將這些運作交給真正的專業經理人去進行，將專業經理人駕馭好，而不

是長官自己跳上去當騎師，也跟人家在那邊跑，你怎麼跑得過人家？ 

 

蘇彩足教授： 

    但現在委外的績效也不好啊，這又該怎麼說？                                        

 

楊永芳組長： 

關於委外的部分，這又是整個委外制度有問題。因為我們委外制度是先叫人

家自己定規格，然後我們再去挑選哪一家最好，可是人家幫你做事一定要先知道

你的要求是什麼，否則怎麼做？另外也有很多原因，在這裡說不清楚，所以委外

三年下來很不理想。跟大家談了好多，期盼有機會再為您提供公務人員退撫基金

的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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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學者專家訪談紀錄二 
 
訪談時間：二○○八年三月十四日上午十時至十二時  
訪談地點：公務人力發展中心 
訪談人：蘇彩足（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兼系主任，計畫主持人） 
彭錦鵬（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協同主持人） 
受訪者：吳忠泰（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理事長） 
 

蘇彩足教授： 

吳忠泰理事長您好，研考會委託我們研究公教人員退休再就業的問題，對於

公務人員，我們可能較為瞭解，但是由於國高中或小學教師這部分比較特殊，所

以特別希望請教理事長您的意見。關於公教人員退休再就業問題的爭議點，主要

在於公務員或教師退休之後，可能再擔任全職或兼職的工作，然而基於他們又領

有政府退休金，所以就形成領雙薪的問題。不過除了這點之外，研考會其實還希

望我們能夠全面性地找出退休制度未盡妥善之處，期盼能將退休制度改得更好。

目前在我觀察到的一些問題裡，其中有一項有關於小學教師比較需要體力上的負

擔，所以退休年齡可能不適合太晚的建議，至於大學教授可能就沒有這方面的問

題，不知您的看法如何？ 

 

彭錦鵬教授： 

    對於退休年齡這個問題，我也稍微先表示一下意見，見解可能跟別人不同。

有人說超過五十歲不一定無法勝任小學老師一職，但拿美國來說，很多小學教師

都是五十歲或六十歲的年齡，根本沒有這些問題。所以我想請教理事長，高於五

十歲以上的年紀，是否真的就會與小孩子有代溝，或是產生體力不足的問題呢？ 

 

吳忠泰理事長： 

謝謝蘇教授與彭教授的指教。有關教師退休制度的部分我十分清楚，不過再

就業的問題，恐怕我還不能夠給太多意見。但在教師退休年齡的部分，確實是如

此，像大學教授在五十歲或許才是風華正茂的時期，可是如果是一位中小學教

師，好像就會給人阿嬤老師的感覺。 

至於有人會提到教師五十歲太早退休，以及要不要讓他們這麼早退休的問

題，這其實涉及到更為複雜的歷史因素。首先，就戒嚴時期所培育的那些教師而

言，他們是在市立師專與市立女師專受培訓的那個年代，可以說是軍事化的教

育，十八歲時就已經出來任教職，直到五十歲時其實已經奉獻三十多年。國中小

學的職場較為一成不變，不如大學教授有升等及做研究的壓力，在國中小有兼任

行政職的可能還好一點，否則環境確實是調劑與轉換不多，與私部門的職場變化

更是無法相提並論。奉獻三十二年，對於一個人心靈的催老相當嚴重，這不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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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先進國家而都有資格提出退休。至於可以提出退休，但是退休金要不要延後

才讓他們領，那則是另一個問題。 

其次，台灣的解嚴後，整個國家教育權及人民受教育權它是顛倒的，人民為

主體，而當人民為主體時，就會面臨到選擇的問題，雖然沒有到商業商品化的地

步，但畢竟就是以學生及家長為主體；這些前輩過去在師專被要求使用管理方

式，當遭遇到服務或互相尊重的理念時，不適應性就會產生，以前我是人家的媳

婦，現在卻不是人家的婆婆，看到孩子不受他們的教鞭指揮，這時候挫折與懈怠

感就會出現，有些家長看了一個兩個個案後，就會覺得年紀大的教師好像動力不

足。 

    如果我們去參加經訓會，滿場產官人員平均年齡就是五十五歲左右，社會精

英真的就是平均五十五歲左右，但五十五歲在國中小就是活力不足，還有斷層的

問題。因為國中小老師碰到的是文化問題，傳統東方社會認為老師是傳道授業解

惑的威權形象，現在則遇到要解構，解構以後要翻轉，我覺得那個是真正的文化，

器物的改變容易，法令的改變也容易，但是文化的層面很難。偏偏在中小學裡面

師生關係的翻轉，它其實是文化的層面，所以在多重狀況下，這幾年才會演變成

如此。其實彭老師也不必因為客氣而不好指出來，有部分的原因就是他們想退休

了嘛，所以就找理由，年齡就是很好的理由。   

  

彭錦鵬教授： 

    其實我接著要問，如果國外的話，就以美國的小學來說的話，他們五十到六

十歲老師在教學上怎麼解決類似問題？比如說像是五十五歲以上的教師，雖然有

一部分人可以兼行政職，但是比例應該不高吧？ 

 

吳忠泰理事長： 

    國外也許有著各式各樣的制度差異，很難一概而論，美國有五十到六十歲的

教師，跨國的比較中甚至可以看到有些國家的年紀非常輕，像馬來西亞的老師就

是年紀輕的離譜。若以國內的研究來看，國中小學老師任教職後的最好狀態是五

到十五年，此時他們不致於太過稚嫩，也不致於老氣橫秋到以自己的人生經驗當

成一切價值背景。如果是十五年、二十五年或三十五年之後， 我們家長就普遍

會覺得這批人不太有衝勁了，你去問家長，一般都會這麼覺得，所以其實不是自

己覺得老，主要是家長也會覺得他們太老。如果看到自己的小孩被安排一個這麼

年長的老師，尤其是越到都會區，這種排斥性會越強。 

    年齡超過五十五歲，當主任、組長或校長時還沒有這些問題，到底他面對的

是成年人。可是有些教師在年輕時沒有從事行政工作，就因為年齡提高就必須去

做行政工作，他其實也不願意，畢竟行政工作很多東西要批，案牘勞形，又有很

多的應對，很多承上啟下的東西，當教師接受命令就好，做批改作業的例行公事，

性質比較單純。第二個問題就是職業年金夠不夠，也就是所得替代的問題，像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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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政府如果希望教師提前退休的話，他們恐怕會誓死以抗，因為他們退休所得

低，而我們則是所得替代率高。倘若是在私部門企業上班，在沒有存夠退休金之

前，試問你敢退休嗎？尤其是在那種領一次退休金的制度底下，誰還能再去找一

份那種六、七萬元的薪水？ 

 

蘇彩足教授： 

    退休教師給人的印象，似乎都是喝下午茶和旅遊之類的活動，如果要有心想

開展事業第二春的話，請問還有什麼機會？ 

 

吳忠泰理事長： 

    並不只是那樣，還有其他非常多的類型，我們全國教師會現在正舉辦一個屆

退老師的研習，它對國家來說是一種人力的再運用。現在教師退休年齡平均是五

十三歲，銓敘部那邊有相關資料，他們第一個可能是當志工，現在剛好有志願服

務法配合，中南部就有很多人去做志工，像科工館，高雄有很多人就去科工館當

志工，中南部退休教師比較有一種和社會沒有完全脫節的風氣；可是北部，我正

奇怪這種南北差異，北部老師比較封閉，我知道的很多是跑去尋求宗教，換句話

說他可能成為慈濟、法鼓山的志工，但不見得會成為社福機構的志工，也不會有

人像曹慶這樣公職退休後去成立一個創世基金會，南北部老師在退休後的生活是

有區域差異的。 

    

蘇彩足教授： 

    在退休所得的部分，退休金是跟著本俸走，未來應該要調加給而不調本俸，

而且以後的通貨膨脹應該就會把所得替代率拉下來。 

 

吳忠泰理事長：  

    這種聲音應該要愈來愈大才好，其實十年前就有人在提，但是被阻止了，甚

至阻止的人都是高層，為什麼？因為他自己就是即將退休的人，如果你要他的退

休金跟在職者一起連動，你們在職調薪，我就跟著調薪，但你以後卻每一次都調

專業加給那一塊，那怎麼可以呢？ 

那大學教師的薪資彈性化，研擬過程我也有稍微參與，研究費也要分級，現

在是五萬多，未來最高可到八萬，不受限於目前那個五萬多的研究費，這是可以

理解的，因為那個不影響機關對你的公繳部分，也不影響你自己的自繳部分，然

後，也可以抵緩整個退休的人追上來，將改革化於無形。 

像那個林萬億，他也很清楚，也很支持呀！黃世鑫他也支持這樣，他們幾個都是。

文官有中有朱楠賢等人也都很清楚並支持，教育部常次亦跟范巽綠建議過，但都

還是無法接觸到那個關鍵決定者，畢竟人事行政局就是一個關口，歐副局長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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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認為不能這個樣子。我們全教會去年已經正式行文給人事行政局，要求未來有

關調薪的政策，我們一定要參與，並且還要提案。 

 

蘇彩足教授： 

    回到剛剛有關再就業的問題，請問這些退休教師除了從事志工等性質的工作

之外，是否還有其他或自行創業的情形？ 

 

彭錦鵬教授： 

    大家現在都很清楚了，現在本俸就是不會加了啦！本俸就不加，加其他的。 

 

吳忠泰理事長：  

    過去有些人基於家境的關係，所以選擇就讀師專，因此可能放棄了南一中、

中一中的就讀機會，現在有些退休校長或教師看到外面私部門的那種成就，不免

覺得自己有些遺憾。女的就認為自己原本可能是殷琦，男的覺得自己說不定是另

一個郭台銘，所以有的人退休後跑到大陸去經商，闖一闖，試試看。 

 

彭錦鵬教授： 

    冒昧請教理事長，在當前整個教師的結構裡，大概要從哪個年齡層開始的思

維才比較是屬於正常化，除了較不受威權時期的影響，對於相關的教改措施及社

會的改變較願意去接受？有沒有辦法明確哪一年師專入學作為分水嶺，屬於之前

舊時代的教師不如就讓他們盡快退休了？ 

 

吳忠泰理事長： 

很悲哀的，可能要到四十歲以下。依我來說，我是七十四年師大畢業的，一

般來說，民國七十六年以前的會有數位落差，使用電腦上就是一個問題，大學教

授恐怕也是如此。此外，師範體系比起普通大學來說，是個更晚開放的世界，所

以教改時李遠哲不免就會將師範體系視為一個保守抵抗的陣營。師範體系的新思

維從何而來？那些是年輕一輩自己在解嚴後外面的社會習得的，並不是真的從師

範院校裡所學，所以恐怕要四十歲以下的教師才能有這種經驗。至於我這樣四十

歲以上的人，多半是因為個人際遇，例如參加教師法的修法、參與社會運動、參

加高層級的學術會議，因此跟傳統一輩捍衛舊制序的看法不同。 

    至於說哪一年，這其實很難去界定，不如這樣說，當民國七十六年解嚴的時

候，那群師專生，他們即使是住在學校裡，同樣都會受到社會的洗禮，是這股潮

流在洗禮他們。但是更大的撼動則是來自無殼蝸牛運動，那時股市和房市狂飆，

有些學校的老師跳出來，不賺死薪水了，師範院校的入學分數降得好低，現在大

家說做老師待遇又多好多好，那一陣子其實很多人離職。這種社會生態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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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整個師範體系學生的影響會更大。 

    

蘇彩足教授： 

    坦白說，我個人覺得教師可以自由進出這個市場最好，不論是五十歲或多少

都好，但必須改成是六十歲才可以開始領月退，這樣子的抗拒力是否仍舊很大？ 

 

吳忠泰理事長： 

其實比較小。現在教育部人事處專門委員賴俊男，他過去做過銓敘部科長，

過去十幾年他是掌管國內退撫制度最重要的事務官，後來被朱楠賢帶到教育部，

妻子則任職退撫基金管理會。剛剛您所說的就是展延年金，我從俊男那裡得知，

銓敘部有中長期的方案，長期就是 DC 制，最近在大學教授的員額方案這邊，銓

敘部也想把他們變成 DC 制，至於中期方案就是領月退年齡三年往後延一年，三

年往後延一年的設計，或者是從七五慢慢漸進到八五。但後面這個方案被誤會，

以現在的老師來說，師專畢業二十年，他也是五十歲才能領月退，雖然服公職三

十年，三十年加五十歲，這不是八十嗎？這哪裡是七五制，也不是嘛，這叫八○

制。所以為七五制是指你二十五歲開始服務，然後服務二十五年，五十歲退休，

這才是七五制，否則一般師專畢業的本來就只有八○制，不是七五制。大學教師

因為是三十五歲開始擔任講師或助理教授，所以他本來就是要六十歲才能退，道

理一樣。 

展延年金的部分，初期是希望五十五，後來再慢慢向後延，展延年金或減額

年金受反彈的聲音其實很小，甚至也有人主張接受。畢竟純新制的所得替代率本

來就不高，因此不少人會不願意早退，比如說大學教授的本薪佔薪資比例就不高

了，那麼再服務二十年，你還敢退休嗎？當初退撫新制實施時，這種展延年金或

減額年金應該就要先做，但後來銓敘部朱武獻推的那個百分之十八優惠存款的方

案已經弄得天翻地覆，所以也就亂了整個改革的大計。 

    

蘇彩足教授： 

關於教師再就業的部分，就我們上次去銓敘部所得的資訊，這樣的人似乎不

是很多，一般除國立大學教師或高官退休後至私立大學任教，其他人恐怕就沒有

這種機會。不過，我前幾天也跟退撫基金管理委員會的楊永芳組長談過，他則告

訴我說其實很多，我們身邊每一個人都在就職。不知道理事長您對這方面的看法

如何？ 

 

吳忠泰理事長： 

其實這樣視乎「再就業」該怎麼去定義，況且它同時是一把兩面刃，經濟部

就一直討論要如何提升退休者的「勞參率」，可是如果你這邊又不允許投入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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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領退休金，試問要怎麼提升？況且如果他年齡到五十幾，你又不讓他退，同時

社會上又沒有足夠的工作機會，那麼相對就演變成年輕人找不到工作，因為老的

都佔在位子上不能走。就我的觀察，國中小教師到私部門再就業實在不多，為什

麼？主要是他們覺得退休所得夠，所以一方面就沒有這種意願，即便有些自認為

名師的，他們退休後可能會到私立學校，也有當教務主任或校長的，但人數仍舊

非常少。至於教授退休的部分，那再就業的就好多喔，兩位恐怕比我更清楚一些。 

 

蘇彩足教授： 

    可是如果到政府預算成立的財團法人或基金會，似乎有規定不能領超過三萬

二似乎，所以說政府出資達一定比例的話，領雙薪的情形就會受到限制。不過，

若是有心規避，大概也不困難，例如運用找人頭或車馬費等方式來處理。 

 

吳忠泰理事長： 

那些都只是行政命令而已，真的是有太多變通的機制，不信你去問問看大考

中心的洪冬桂和簡茂發，看看他們的月退有沒有被減。像大考中心雖然是財團法

人沒錯，但是董事們都堅持大考中心不是由政府出資，而是他們先成立後政府才

開始進入參與。當然，大考中心確實是財政自主的，因為它無須仰賴政府預算支

應，靠著報名費等收入在維持。而且裡面每個成員都領有高薪，例如大考中心的

主任與副主任現在都領雙薪，一個月十幾萬，非常嚴重，但是也沒有任何機制可

以更換他們。 

從整個脈絡來看，當初大考中心成立時是由各校募款一億，後來教育部又才

投注五億進去，不過教育部在董事會席次的分配卻不成比例，因為大考中心堅持

要以原始成立時的比例來做分配，這樣就迴避了董事席次的合理化。儘管教育部

後來不斷施壓，認為政府出資已超過百分之五十，所以可以對大考中心有一定程

度的掌控。不過大考中心就是堅持它們不是教育部出資所成立，最初是由它們自

己出資成立的。即便所謂高於政府出資達百分之五十的一些限制，其實早在民國

九十一和九十二年就該明確立法規定，但截至目前為止都還是行政命令而已。這

種類似的公設財團法人問題其實還很多，不是只有教育部而已，像經濟部所主管

的部分，例如糖協的財產，同樣都存在類似情形。 

 

蘇彩足教授： 

請教吳理事長，您認為如果教育人員退休制度要改革的話，最容易且最有可

能達到的部分為何？ 

 

吳忠泰理事長： 

政府與受僱者必須同時改革，而且要用賽局理論裡的對撞理論。過去長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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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政府想要改革退休制度，公教人員同時是受益者與受害者，公教人員是被改

革的對象政府從未改革自己做不對的地方。以三支腳的概念來看，第一支是提撥

率，公教人員是強制撥繳，沒辦法自由選擇，但提撥率並非越多越好，無法承受

的話就有如減薪。在退撫新制剛建立的時候，政大會計系的教授在精算下，就認

為提撥率必須百分之十三才足夠，可是由於新制要通過，必須有所妥協，勢必準

備不足，但當時則決定長期靠的行政命令來慢慢補足。第二個則是國際微利時代

的來臨，現在的定存當然不可能到達以前百分之八或百分之九的利率。不過，升

高提撥率影響的不只是個人，因為相對撥繳的一方（例如台灣大學）可能都無法

承受那另外百分之六十五，所以也不願意。 

從前後三次的精算報告來看，潛在不足至九十四年底達九千多億，分二十年

攤提不足，分三十年攤提也不足。因此有人建議必須比照過去公保在八十八年時

不足的處理方式，該調費率就調費率，不論是攤提多少年，總是要處理。至於為

什麼會不足這麼多，還有一項原因就是營運績效的問題，當初預期的獲利是百分

之七，然而事實上卻證明無法達成，坦白說甚至比定存還要差，到民國一百零二

年時將呈現自由落體般下滑。這部分是退撫基金管理委員會比較難以啟齒的，首

先除了國際局勢之外，管錢本來就不是公務員的專長，基金的任何操作首重防

弊，也沒有獲利上的分紅機制，而且操盤者多為公務人員，又只有聘僱極少數的

專業人士，當然無法期待它能有大型投信公司的績效。 

 

吳忠泰理事長： 

    目前由銓敘部長兼退撫基金管理委員會的主委，所以制度改革時就會被質疑

是球員兼裁判，現在造成虧損，究竟是基金操作不良佔影響原因有多大，提撥率

不足又影響多少，這些是說不清的。尤其是監理委員會的成員，幾乎已經可以召

開國安會議或行政院會議，所以不免流於形式。 

 

彭錦鵬教授： 

退撫基金在運作上的許多設計跟獲利是完全衝突的。而且監理委員會其實可

以說是虛設的，裡面真正懂而且有時間處理的人可能只有一兩個，很難發揮功能。 

 

吳忠泰理事長 

如果回到剛剛所說的對撞理論，我認為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以下簡稱「全

教會」）這邊期盼的是對於退休制度提出由教師團體本身擬定的方案，甚至是法

案，因為這代表教師的整體思維，讓退休制度不再是政府球員兼裁判的產物，如

此方能使得政府與教師雙方面都受到檢驗，彼此坐下來談，拉近差異。 

至於幾歲可以領月退，先進國家的數據應該足以比較，而目前退休基金何以

不足，早在民國八十八年做精算時便已未能妥善規劃，此時也還無政黨輪替的問

題，所以並不是哪個政府執政的責任，兩黨都必須負責。況且不管什麼時候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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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這些教師都老老實實繳了基金，基於政府的誠信與人民的信賴，不能夠用

任何理由去動到他們應得的這筆錢。 

    事實上，銓敘部已經做過研究，即便把「減額年金」和「展延年金」都付諸

施行，能夠改善的財政問題也相當有限。我就坦白講，能改善的效果其實只相當

於百分之三或百分之四的提撥率，這對於整個結構上的缺口，只是杯水車薪而

已，當前銓敘部中長期的改革方案，效果遠低於未來那種自由落體的惡化程度。 

 

彭錦鵬教授： 

長期而言，是否全面實施 DC 制（確定提撥制）方為解決之道？或者是再加

上國民年金或其他類型的保障制度？ 

 

吳忠泰理事長： 

或許是如此，但遽然實施 DC 制恐怕將有一群人會誓死抗拒，可能要改良式

的 DC 制比較好。有人認為第一個該拿掉的是公保的部分，因為沒有一個國家光

職業年金那一層就達到百分之八十或九十。另外將六十五與三十五的部分切開，

三十五的部分改 DC 制，六十五的部分則維持 DB 制。當然，還有一種就是從新

進者全部重新切割，新的老師全部接受改制。如此一來，願因進入教育界或選讀

教育大學的誘因恐怕又會更為減少，如果告訴新進者未來全面實施 DC 制，那我

相信很多人可能寧可留在公司行號及補習班。 

 

彭錦鵬教授： 

看來這個問題必須從整體進行變革，甚至連軍人和警察都該納入考量。坦白

說，就現在政府人才的甄補來看，已經有越來越多優秀的學生轉換跑道去當警察

或軍人，因為薪水高又免稅，福利保障也多。 

 

吳忠泰理事長： 

自推估的資料來分析，軍人退休的部分從民國九十八年就要面臨收支不足，

大概民國一百零幾年便會破產。按基金條例規定，國庫必須負最後責任，因此軍

方認為大不了回到恩給制，自然回到舊制。再不然另外一種作法就是調高費率，

不過比例不是六十五及三十五，而應該是九一或八二。然而，政府怎麼對待軍人，

其實教師和公務人員也都在拭目以待，如果國庫對軍人破產的部分負最後責任，

教師與公務人員又怎麼不會希望比照辦理。 

 

蘇彩足教授： 

    以目前的趨勢來看，各國儘管早期對公部門成員有著相當的福利與保障，但

現在公私部門的年金制度則越來越有融合的趨勢。國內有些學者（如黃世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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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這種發展，他們認為公私部門成員同屬社會的一份子，其退休制度與福利保

障不應有異。不過我也問過本所好幾位研究生，他們都認為軍公教應當特別保

護，這樣子才能給他們又更多任職的誘因。所以就長期而言，請問理事長是否覺

得公私部門是否應當採行同一套的退休金制度方屬合理，不論是以個人帳戶或者

是其他的規劃？  

 

吳忠泰理事長： 

    事實上，世界各國不論是先進國家或落後國家，它們對於軍公教都會有一定

的優惠，有人也認為退休就如同遲付薪水，退休金是薪資的一部分。私部門薪水

隨國際景氣波動而調升，但公務員薪水在我國歷史上最高的調幅也只有百分之十

三而已。在公家機關上班不僅職業受限制較多，獎金機制也呆板，所以過去嚴格

來講是用「恩給制」去綁住那些公教人員，因為一旦你離職，不僅公保沒了，而

且很多累積的東西都會歸零，所以你根本不敢走人。當初一些在初中很優秀的人

跑去讀師專，結果政府不一定有給他們正常薪水，那時領一千多元而已，受盡很

多的奚落，政府甚至還默許他們去養鴨子。所以現在外面這些領月退遊山玩水的

老師，他們很多人自認是先苦後甘，早年受委屈的部分得到了補償。不過我們這

群從七十四到七十七年任教職的這一輩，那時教師薪資對社會來說已相對合理

化，年終獎金業越來越有制度，如果政府那時候就開始著手退休金的改制，便不

會有現在許多的問題。 

  

彭錦鵬教授： 

關於公私年金究竟是該一致，抑或是全然區隔，其實我覺得問題癥結是在退

休金的比例上，目前宏碁員工的退休金現在一個人基本上是三百萬，而公務員和

軍人則有三千萬，顯見差異太過懸殊，所以如果可以拉近公私部門間三千萬與三

百萬的距離，那將是比較合理的。許多優秀的人可能本來在私部門可以日進斗

金，但卻願意留在公部門奉獻，所以給與他們一些額外的福利也是合理的。 

實際上，未來更嚴重的可能是怎麼處理平均壽命達到八九十歲的問題。現在

歐洲國家為了如何將退休年齡從六十歲改到六十五歲或六十七歲，可以說已經焦

頭爛額，示威、罷工、抗議接踵而至。退休年齡的問題如果一次不改到七十歲或

八十歲，那麼新進者在過了二三十年之後，政府將會面臨與跟現在一模一樣的問

題。像日本現在有三分之一的老人，問題根本無從解決。 

 

吳忠泰理事長： 

這就是馬謝雙方在選舉中都刻意迴避的問題，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領

導人選舉不必談退休金制度。退休金政策所產生的跨代剝奪太過嚴重，最後一定

會導致是世代衝突來解決，而且民主投票的時候偏偏是老人家最閒也最多，投票

率也最高，像民進黨內部就分析過，老人投票率高，甚至百分之四十幾以上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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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是從老人投出來的，這種情況只會越來越嚴重，日本幾乎就已經成為被老人綁

架的國家。 

現在全教會對退休制度已經完成一整套戰略，分別是以攻為守和有攻有守，

歡迎政府攻過來，然後我們也攻過去，這樣有攻有守，你要逼我改，我也要逼你

把所有機制更正，大家應該同步被檢視。全教會至少有三百位成員有仔細讀過退

休金精算的相關報告，這是一個相當龐大的知識群。而且目前教師當中純粹適用

新制的人已經超過半數，表示在政策操作上可以用過半數的人去壓過舊的，中小

學老師年輕化的現象其實是政治上一個很重要分水嶺。這樣也能讓舊的知道自己

有一些責任，包括過去十年潛在不足，適用舊制者有百分之三十五的責任。另外，

慢慢也會有人提出，從今以後退休教師如遇費率調整，相關差額也必須補進來。 

全教會一方面以攻為守，一方面也有攻有守，所謂守的部分就是老實地認真對待

每一種訴求，無論是五十延到五十五，或者是五五的取消，或者是展延年金，或

者是減額年金，再不然就是提高費率，這些我們全都有單獨進行優缺點分析，分

析內容亦給會員代表知悉，因此到全教會會員代表以上的決策層級，基本上是理

性而有戰略的。 

 

彭錦鵬教授： 

    教師這部分的準備真是相當充分。反觀我們政府其他部門，例如軍方，從人

事行政局到研考會，對於軍方的人力結構，或甚至他們有多少人，根本上是一無

所知，因為軍方絕對不會把這些資料交出來。警察的部分也是這樣，至於公務人

員抱著的則是同樣心態，擔心五十五會不會被拿掉，五十又會不會被拿掉。 

 

蘇彩足教授： 

    您剛剛所說的職業倦怠感，請問在國小、國中和高中哪種階段會最為嚴重？ 

  

吳忠泰理事長： 

    其實國中會是最嚴重的，因為學生在國小的個別差異到國中會變得分歧更

大。至於高中職則因為有篩選過學生，而且有輔導老師，特別是一群完全沒有授

課的輔導老師，又設有教官，很多繁瑣的事情可以由他們來處理。由此可見，高

中教師或許才是最該被檢討一個團體，他們沒有像大學教授升等和研究的壓力，

同時也不用處理國中那種面對差異很大學生的狀況。國中老師是最可憐的，國小

老師至少暑假就沒有輔導課，可是國中有輔導課的卻有二分之一以上或三分之二  

以上的比例，除藝能科之外，其他學科的教師則多有壓力。雖然倦怠感是因人而

異，視生命柔軟度而定，但國中老師在四十歲就有的也不難見到。 

 

彭錦鵬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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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我們有沒有淘汰，或者是讓他們自行離開的機制，尤其針對一些不適任

的教師？ 

 

吳忠泰理事長： 

不適任的問題很多，但教學不力則有相關的處理機制，通常進入輔導期後，

當事人便會知所收斂，即使大學教授會弄到解聘，多半也是因為個人行為不檢的

問題，其他的問題，坦白說一句學術自主就解決了。國中小學教學不力的部分，

最後容易的是被導引成見仁見智，畢竟一個班級的光譜，家長從極左到極右都有， 

有人希望極端自由，有人希望走傳統路線，當事人只要在輔導期適度改進調整，

很難去認定他是無藥可救。如果言行不檢，發生後是一定要人走的，因為那不符

合社會期待。其實不適任者大概佔百分之二或三，如果能使這些人退場，全教會

並無意見，這百分之二或三對全教會的會員沒有任何影響，我們不是靠這百分之

二或三來維持的。 

當然，組織一定是這樣，分成鷹派與鴿派，接著下去就是扣政治帽子，比如

說蘇貞昌之前當院長推十二年國教的時候，反對者就說我是挺蘇求官，出賣教

師，關於退休制度也一樣是這樣。前陣子我在自由時報寫了一篇「兩位總統懂不

懂教育」的文章，我就認為課綱必須是法律規定，儘管教育部的課綱可能無法盡

如人意，但所有課程和課綱不能被當作是口號，因為那是很真實的東西。上次台

中縣那群教師動員好久，總共二十幾個人，來跟本人抗議一下，我根本理都不會

理，因為你自己要了解你自己在面對的是什麼，當你面對世界，面對重大的議題

的時候，怎麼可能因為三兩個老師、二十幾個老師，煽煽風又扣帽子後就一定得

妥協？ 

國中小學的課稅議題也該解決，立委費鴻泰的哥哥是海軍上將，另外一個哥

哥是教官，我覺得他根本就應該利益迴避，結果最重要擋住軍教課稅最重要的人

是誰？就是他。人家還覺得他是財經專家，到最後連政府答應我們的條件，他都

不讓它通過，結果中小學教師不繳稅的黑鍋又是我們在揹。 

 

蘇彩足教授： 

    不過，我覺得軍教課稅的問題在新政府上台之後，還可以加以討論。 

 

吳忠泰理事長 

我們全教會的一些人就常在想，二○一二年還有人敢選總統的話才厲害，知

識界都一定知道，國債存有很多潛在黑洞，像勞保年金化的問題，我也很關心。

按照侯彩鳳十二月二十一日最後提出的版本，那個版本瞬間會增加七千億，往後

每一年又以一兩千億速度增加，這個版本如果通過，它就會跟退撫基金一樣，退

撫基金到民國一百零二年會有一兆五千億的潛在不足。勞保年金化再加進來也是

一兆五千億，最後誰還敢選下一屆總統？第三次的那個精算，我不曉得老師有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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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看過，相較於第一次及第二次精算來說，它公平地指出責任，退休給付責任要

改，包含過去十年的潛在不足，或者是該如何準備攤銷，第三個是如何提升自己

的營運績效，內容引用了加州基金，以及哈佛大學校務基金，公平地論述多種面

向。 

 

彭錦鵬教授： 

所以這部分一定要花錢做縝密的精算，人事行政局給予處的研究經費根本不

足，但是卻要決定這麼龐大的俸給機制，我就跟他們提過，他們開會都只是形式

而已，像英國就會找專門的公司來負責精算，而且還每年計算。 

 

蘇彩足教授： 

    恐怕就是覺得其實算了也沒用，精算後如果還是停在那裡，也沒有辦法進一

步去改善，那他們怎麼會想浪費錢去算？就好比政府的債務好了，一樣時常在

算，但永遠有不同版本，最後大家就各取所需，所以結果還是一樣。 

 

彭錦鵬教授： 

其實這些花不了多少錢，不過我們就是不願意花錢，現在這些機制就是需要

好好重新計算一次。其實只要算出幾兆，或者是用在哪裡，政治上就會有一些反

省的力量出來，知道應該如何去做。另外，改良式 DC 制的實施其實還必須要結

合國民年金、個人儲蓄等配套方案，不然未來光靠領退休金可能會無法維生。 

 

吳忠泰理事長： 

沒錯，我們的銀行一開始是推消費金融，結果捅出雙卡危機，現在則是用理

財作為恐嚇大家的基礎，所以勞退新制最大的推動者是誰，全部都是那些消費理

財的公司。它們告訴你新制，幫你設計表格，最後再告訴你這只有一點點是不足

以維持退休生活的，因此世界銀行那個三層退休金結構的上面這一塊，請你快點

自己準備。結果造成恐慌，就像當初日本十年危機一樣，緊縮性消費，大家發現

自己老了，公共退休金又準備不足，所以大家開始緊縮海內外的消費。 

 

蘇彩足教授： 

    全國教師會的成員似乎是以公立學校的為主，請問私立學校多嗎？ 

 

吳忠泰理事長： 

全教會裡的私立學校的成員到底還是比公立學校少得多。教育部對於私校的

退休新制，至此刻為止都還為送出版本，所以目前私校退休新制一直都沿用章孝

慈八十一年當東吳大學校長時所建立的制度，那個制度其實是恩給制，很快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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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年間就會成為一個窟窿，而且私校教師員工的私校退撫其實比勞退還少，很糟

糕。 

 

蘇彩足教授： 

私校教師的待遇到底如何，例如延平、復興和薇閣，這些明星私校號稱師資

很好又非常認真教學，所以待遇可能是不錯的？ 

 

吳忠泰理事長： 

話雖是如此，但公私立學校教師在請假規則和很多勞動條件上都是無法一致

的。私校教師很渴望受勞基法的保護，不過在勞委會的幾波指定中都沒有他們的

份。私校教師待遇其實不好，有招生額度壓力，必須用更多的時間和授課才能取

得跟公立學校教師一樣的薪資。再者是他們的退休制度比勞退新制還差得多，然

而因為人數有限且力量太小，所以不可能自己組織教師會。當然，私校另外有一

些額外的補貼措施，就如同學術研究上有時會增加一些東西，道理相同。 

 

彭錦鵬教授： 

私立學校會挖角，它們去延攬一些公立學校比較優秀的教師，而且管理也較

嚴格，所以本來水準是一樣的教師，到私校後生產力可能就會提升。回到退撫基

金的問題，其實吳容明一去就知道有問題，一去就在搖頭，但就是做不了什麼事，

而且長官可能還是完全不懂狀況的。 

 

吳忠泰理事長： 

民國九十一年的時候我們就發現這個退撫基金的問題非常大，全教會剛好在

退撫基金委員有兩席的委員，儘管力量不是很大，無法扭轉決策，但是都有持續

發聲。不過就是發現裡面有一堆資深專家，像吳容明也覺得自己很認真管理委員

會，可是吳容明真的很可憐，那個組織畢竟是台笨重的機器。好比說上面的長官

就根本不是很瞭解，像朱武獻，不懂還喜歡發新聞稿，工商時報就曾寫社論罵他，

指摘他又不是什麼證券分析師，何必說一些現在是八千八百點，有便宜貨為何不

撿的話。 

 

蘇彩足教授： 

未來在退休金部分有沒有可能區分為軍公教三種，這其中應該是軍方較為畏

懼吧？此外，退撫基金有接近四分之一是委外操作，但委外操作的績效似乎也很

差，問題到底出在哪裡，究竟是亂選股，還是有什麼其他因素？ 

 

吳忠泰理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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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公教做區分的話，教育部也不敢，教育部才怕。不過，全教會提出有條件

的切割，但符合我們提出三個條件，首先是前面十二年的不足，由政府撥補。其

次是切割成六十五是 DB，三十五是 DC，我們只管三十五的那個部分。第三個是

參與者必須政府代表一半，教師代表一半，共同去做監督管理的工作。如果這三

個條件都能滿足，那麼全教會就可以接受切割的方案，如果能跟軍方脫鉤當然是

好。有些人或許會貪戀國家付最後支付的那個保障，可是有保障卻反倒也綁住的

大家，官方將認為自己應該全權處理，導致是賺的股才賣，不賺的股就一直留，

一開始立意良好，到最後都是害死自己，大賺沒有份，賠的股一路抱到底。我就

聽投信跟我講，前幾任的操盤者有不少人在海外都另外有過戶的情形，當初他們

怎麼跟投信業者對作，互相拉抬，再由海外帳戶入帳，投信業者雖沒有跟我講是

誰，但情況都是言之鑿鑿，除非國家司法追究，否則就是不了了之。 

退撫基金委外績效差的原因有很多，首先當然是初期的委任時間太短，拿到

已經一年九個月了，吳容明可能還認為這比他自己操作還差，後來慢慢地績效有

好，但是又受到國內外的影響，另外，美國華爾街一些新的操作工具，包括政府

金融資產證券化後跟證券化後能不能加以使用，這些到委員會裡也辯論好久。像

在台灣這麼淺碟的市場，退撫基金已經賺不了什麼錢，時間又那麼短，結果可想

而知。後來到海外投資的部分，情況有比較好，不過也碰到美元漲跌和匯損等問

題。講句實在的話，要批評他們很容易，但若叫我來做，自己摸摸鼻子，心臟可

能也沒他們好，玩自己的三十萬，跟用那三百億進進出出，那個心臟要承受的力

道不太一樣。 

以前有一次，茂矽從五十一塊多，十三億多，一下子啪啪啪啪，掉到剩下壁

紙般的價格，監理委員唱高調，問大家為什麼不賣。拜託，那時是有行無市，你

手中是幾萬張、幾千張，但市場上每天交易一兩張，你要賣誰？中環也是一樣，

當初退撫基金在七十幾塊買，也賺了很多，可是現在套最多也是中環。全教會看

到退撫基金這樣，曾經有一度氣憤到想成立虛擬投資室，從資產配置一直到投資

標的，動員比較有有經驗的老師跟官方績效比較，然後三個月、九個月、一年到

兩年去接受外界評鑑，不過後來想想，沒有那種實際的壓力，仍舊無法相提並論。

我想這部分的內容應該差不多了，今天謝謝兩位教授的邀請，全教會的相關資料

我會再提供給兩位教授，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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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中央政府各機關捐助成立之財團法人概況表 

(截至 95 年度底) 

 
單位：新臺幣千元 

財團法人名稱 設立時間 基金總額
政府機關捐助

基金數額 
捐助%

國防工業發展基金會 68/5/8 6,129,395 5,000,000 81.57 

二二八事件紀念基金會 85/1/14 40,000 40,000 100.00 

婦女權益促進發展基金會 87/12/16 1,000,000 1,000,000 100.00 

賑災基金會 91/2/5 30,000 30,000 100.00 

惠眾醫療救濟基金會 66/8/11 71,176 2,000 2.81 

台灣營建研究院 70/5/16 1,000 1,000 100.00 

中央營建技術顧問研究社 72/1/27 2,100 1,600 76.19 

臺灣省義勇人員安全濟助基金

會 
87/11/2 150,000 150,000 100.00 

消防發展基金會 87/7/28 555,500 250,000 45.00 

義勇消防人員安全濟助基金會 86/6/20 150,000 150,000 100.00 

中華建築中心 88/4/19 44,500 25,000 56.18 

國土規畫及不動產資訊中心 91/12/24 38,500 38,500 100.00 

國際合作發展基金會 85/7/1 12,468,838 12,468,838 100.00 

台灣民主基金會 92/6/27 30,000 30,000 100.00 

太平洋經濟合作理事會中華民

國委員會 
81/1/16 15,000 10,000 66.67 

戒嚴時期不當叛亂暨匪諜審判

案件補償基金會 
88/3/9 40,000 40,000 100.00 

法律扶助基金會 94/4/28 1,500,000 1,500,000 100.00 

華僑貸款信用保證基金 77/7/18 1,470,388 1,010,388 68.72 

聯合信用卡處理中心 72/9/12 184,000 36,000 19.56 

臺灣金融研訓院 70/5/26 773,937 47,759 6.17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基金會 82/3/26 515,750 500,000 96.95 

中華幼兒教育發展基金會 81/6/30 25,000 25,000 100.00 

吳健雄學術基金會 84/8/5 25,000 5,000 20.00 

蔣經國國際學術交流基金會 78/3/27 2,927,000 1,420,000 48.51 

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金會 94/10/12 31,050 15,000 48.31 

私立學校興學基金會 91/8/12 30,500 20,000 65.57 

財團法人台灣學產基金會 87/11/2 5,000,000 5,000,000 100.00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 94/11/28 30,300 15,000 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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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會 

海華文教基金會 80/8/15 400,000 400,000 100.00 

福建更生保護會 78/11/11 3,100 3,000 96.77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88/1/29 40,000 40,000 100.00 

中國生產力中心 45/6/26 10,000 1,530 15.30 

臺灣手工業推廣中心 47/3/20 13,949 10,949 78.49 

中技社 48/10/1 450 180 40.00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49/2/1 32,028 10 0.03 

金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52/12/1 42,344 42,344 100.00 

臺灣地理資訊中心(原中華電腦

中心) 
52/10/11 100,000 1,000 1.00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55/3/21 9,500 1,500 15.79 

中興工程顧問社 59/4/4 1,200 1,150 95.83 

中華民國對外貿易發展協會 59/8/22 40,000 20,000 50.00 

台灣區花卉發展協會 61/3/11 2,835 2,200 77.60 

臺灣區雜糧發展基金會 61/9/19 955,310 700 0.07 

工業技術研究院 62/9/7 467,967 467,967 100.00 

聯合船舶設計發展中心 65/10/1 7,100 5,500 77.46 

臺灣機電工程服務社 67/1/6 3,000 2,760 92.00 

臺灣大電力研究試驗中心 68/4/30 5,500 2,000 36.36 

資訊工業策進會 68/11/9 700,000 50,000 7.14 

中華民國非破壞檢測協會 69/2/29 7,182 1,200 16.71 

欣然氣體燃料事業研究服務社 69/2/21 6,156 500 8.12 

中華經濟研究院 70/6/24 1,042,114 900,000 86.36 

臺灣電子檢驗中心 72/2/3 1,200 800 66.67 

中衛發展中心 79/8/3 78,681 35,000 44.48 

車輛研究測試中心 79/10/8 131,912 30,000 22.74 

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82/1/20 60,000 23,000 38.33 

鞋類暨運動科技工業研究發展

中心 
81/5/18 45,578 20,000 42.04 

自行車暨健康科技工業研究發

展中心 
81/6/1 34,000 20,000 58.82 

印刷工業技術研究中心 82/4/13 44,157 20,000 45.29 

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82/6/18 71,736 20,000 27.88 

石材暨資源產業研究發展中心

(原石材工業發展中心) 
82/7/20 40,000 21,500 53.75 

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82/7/2 52,550 20,000 3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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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互助保證基金會 86/8/14 140,300 100,000 71.28 

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金 63/6/28 65,040,219 54,024,952 83.06 

台灣中小企業聯合輔導基金會

(原中小企業聯合輔導中心) 
71/4/29 100,000 100,000 100.00 

全國認證基金會 92/9/17 35,800 16,300 45.53 

台灣創意設計中心 92/12/30 68,000 20,000 29.41 

航空器設計製造適航驗證中心 85/12/19 800,000 800,000 100.00 

中華顧問工程司 58/11/22 770,145 800 0.10 

臺灣網路資訊中心 88/12/22 19,000 10,000 52.63 

臺灣電信協會 40/11/8 464,085 7,794 1.68 

台灣郵政協會 40/11/8 231,444 7,794 3.37 

電信技術中心 93/2/16 500,000 380,000 76.00 

臺灣海峽兩岸觀光旅遊協會 95/9/25 1,000 500 50.00 

蒙藏基金會 74/6/1 48,300 43,000 89.03 

台灣西藏交流基金會 91/12/30 20,000 8,000 40.00 

榮民榮眷基金會 86/7/18 1,962,455 1,960,485 99.89 

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 82/4/2 62,520 27,820 44.50 

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

心 
92/5/20 310,000 310,000 100.00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92/5/8 231,500 231,500 100.00 

中華民國輻射防護協會 79/5/17 3,580 3,050 85.20 

核能科技協進會 83/6/8 1,900 600 31.58 

核能資訊中心 85/12/27 1,153 300 26.02 

臺灣香蕉研究所 59/5/2 70,000 1,000 1.42 

中華民國對外漁業合作發展協

會 
78/11/2 130,000 85,000 65.38 

台灣養殖漁業發展基金會(原臺

灣養殖蝦類發展基金會) 
76/7 10,378 12,000 115.63 

臺灣區遠洋魷魚類產銷發展基

金會 
81/7/31 42,700 31,700 74.24 

臺灣區遠洋鮪魚類產銷發展基

金會 
74/12/23 38,700 21,500 55.55 

臺灣漁業及海洋技術顧問社 64/1/25 3,050 800 26.22 

臺灣區鰻魚發展基金會 69/5/12 20,980 20,740 98.85 

臺灣動物科技研究所(原臺灣養

豬科學研究所) 
83/3/3 50,422 30,000 59.50 

中華 CAS 優良食品發展協會 80/4/20 31,600 10,000 3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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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華民國冷凍食品發展協

會) 

中央畜產會 89/2/8 1,203,609 725,000 60.24 

農村發展基金會 70/8 644,930 1,000 0.15 

豐年社 53/10 3,180 910 28.62 

臺灣區蠶業發展基金會 69/7/3 40,301 600 1.48 

農業機械化研究發展中心 73/10/3 10,395 3,900 37.52 

農業信用保證基金 72/9/27 6,195,131 6,018,000 97.14 

國家衛生研究院 85/1/1 1,886,497 1,886,497 100.00 

醫藥品查驗中心 87/6/3 14,000 14,000 100.00 

藥害救濟基金會 90/9/24 59,730 10,000 16.74 

器官捐贈移植登錄中心 91/2/7 10,000 10,000 100.00 

醫院評鑑暨醫療品質策進會 88/3/8 51,000 40,000 78.43 

鄒濟勳醫學研究發展基金會 77/2/26 102,161 100,000 97.88 

兼善醫學基金會 83/11/15 10,000 4,000 40.00 

毒藥物防治發展基金會 83/6/29 18,264 3,500 19.16 

鄭德齡醫學發展基金會 86/10/29 20,924 3,000 14.34 

惠康醫療救濟基金會 73/9/17 59,274 8,000 13.50 

環境資源研究發展基金會 82/10/27 10,908 5,000 45.84 

中央通訊社 85/7 10,000 10,000 100.00 

中央廣播電臺 87/1/1 5,583,799 5,583,799 100.00 

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金會 87/7/1 2,302,299 2,297,375 99.79 

中華民國電影事業發展基金會 64/4/1 500 400 80.00 

國家電影資料館 81/8/19 1,000 1,000 100.00 

中華民國關懷演藝人員基金會 85/8/3 57,300 10,000 17.45 

台灣網站分級推廣基金會 94/3/11 13,900 10,000 71.94 

國家文化藝術基金會 85/1/1 6,152,000 6,000,000 97.53 

中法文化教育基金會 77/12 20,000 20,000 100.00 

臺北縣文化基金會 77/11/3 131,200 90,000 68.60 

蘭陽文教基金會 78/6/29 104,852 85,000 81.07 

桃園縣文化基金會 79/1/19 121,000 92,000 76.03 

新竹縣文化基金會 82/6/21 93,770 58,250 62.12 

苗栗縣文化基金會 76/9/11 101,405 90,000 88.75 

臺中縣文化建設基金會 79/12/10 91,671 90,000 98.18 

彰化縣文化基金會 73/3/19 119,938 90,000 75.03 

南投縣文化基金會 76/5/8 102,000 90,000 88.24 

雲林縣文化基金會 76/6/27 108,300 90,000 8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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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文化基金會 75/8/9 102,000 92,000 90.20 

臺南縣文化基金會 77/5/27 100,712 85,000 84.40 

高雄縣文化基金會 76/2/6 90,000 90,000 100.00 

屏東縣文化基金會 77/2/8 107,367 91,011 84.77 

臺東縣文化基金會 79/6/4 98,752 94,659 95.86 

花蓮縣文化基金會 76/2/28 99,366 90,000 90.57 

澎湖縣文化基金會 77/6/29 98,069 92,000 93.81 

基隆市文化基金會 78/12/30 107,385 90,000 83.81 

新竹市文化基金會 79/5/30 112,690 90,000 79.86 

臺中市文化基金會 78/2/28 102,505 90,000 87.80 

嘉義市文化基金會 75/10/23 100,211 90,000 89.81 

臺南市文化基金會 75/7/22 100,230 86,000 85.80 

高雄市文化基金會 74/6/19 110,000 103,290 93.90 

電影推廣文教基金會 84/4/25 5,000 3,000 60.00 

海峽交流基金會 80/2/8 2,143,000 1,600,000 74.66 

臺灣省社教文化基金會 83/3/23 200,000 200,000 100.00 

臺灣省中國童子軍文教基金會 87/11/19 5,000 5,000 100.00 

臺灣省中小學校教職員福利文

教基金會 
87/2/6 30,000 30,000 100.00 

臺灣省自然保育文教基金會 81/6/22 10,000 10,000 100.00 

臺灣省新竹社會教育館社會教

育基金會 
78/6/1 35,000 35,000 100.00 

臺灣省彰化社會教育館社會教

育基金會 
78/9/7 35,010 35,010 100.00 

臺灣省臺南社會教育館社會教

育基金會 
78/6/15 35,000 35,000 100.00 

臺灣省臺東社會教育館社會教

育基金會 
78/6/2 35,000 35,000 100.00 

臺灣省文化基金會 86/12/15 240,000 240,000 100.00 

臺灣省圖書館事業文教基金會 81/6/9 32,200 31,000 96.27 

臺灣省博物館學文教基金會 80/11/21 11,000 5,000 45.00 

台灣省美術基金會 79/1/22 13,000 10,000 76.92 

台灣省音樂文化教育基金會 80/12/19 31,300 20,500 65.49 

金門縣社教文化活動基金會 89/8/21 45,000 45,000 100.00 

華新文化事業中心 60/7/16 30,690 30,690 100.00 

合計  138,658,439 116,356,901 83.92 

資料來源：審計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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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七：期末報告審查意見修正說明表 
期末座談會建議修正事項 修正情形 

建議將訪談與國家政策網路智庫回應資料適度摘取納

入報告。 

除了原先已擷取之訪談

和網路智庫意見之外，

已再視內容，補強納入

本報告各章節中。 

建請將教育部最近所研提私校教職退撫新制（草案）相

關內容一併納入補充或說明。 

 

已於第二章第二節增加

(二)「私立學校教職員工

退休資遣離職給與撫卹

條例」草案內容之歸納

說明。 

香港係自 2000 年實施確定提撥制（DC）之年金制度，

建議是否於介紹該地區之再就業限制前，先針對其 DC

制度作一概括之介紹。 

已於第三章第二節增列

香 港 之 強 積 金 計 畫

(MPF)和其公務員公積

金計畫(CSPF)。 

教育部業已研究規劃將私校教職員退撫制度改革為確

定提撥制，並納入年金化之機制，其退休所得替代率之

數據應可推算得知，建議洽請教育部提供相關資料。 

經再度洽教育部和私校

退撫基金會，確定目前

並無私校退休所得替代

率數據。但本修正報告

增列表 2-6「公私校教師

年資 30 年之最高退休所

得比較表」，以資參考。

請針對各項建議列明主辦及協辦機關。 

 

已於政策建議中增列主

辦及協辦機關。 

有關再任財團法人限制，應符合社會正義，且不難執

行，建議將其提列為優先改善事項。 

已改列為短程建議第九

項。。 

譯名請儘量配我國人事作業慣例；如「聯邦雇員」

(Federal Employee)，「雇員」在我國並非正式公務人員。

管見仍以譯為「雇員」

為宜，已在文中以腳註

方式說明譯為雇員之理

由。 

退撫新制施行後，由於公務人員實質待遇已見改善，加

上退休金之給付標準已提高，爰對於一次退休金及公保

養老給付之優惠存款已採取斷源性措施，意即新制施行

後之年資計給之退休金或養老給付金額均不得再辦理

優惠存款，並非為化解新制推行阻力而允許舊制年資之

已參酌修正，請參見第 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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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保養老給付金額可以辦理優惠存款。（本文 p.1 第 7

行請參酌修正） 

公教人員也需分擔提繳「保費」之基金制，建請修正為

「費用」（本文 p.1 第 6、7 行） 

已修正。 

軍公教人員退撫基金管理委員會機關名稱為公務人員

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建請更正。 

已更正。 

97 年 5 月 14 日修正施行之勞動基準法第 54 條條文規

定，業將勞工強制退休年齡，由 60 歲延後至 65 歲，是

以第二章第二節（一）勞工退休舊制中，有關強制退休

要件為年滿 60 歲之描述（p.18），建請配合修正。 

已配合修正。 

p.20 第 10 行指出勞保是「勞工自行參與之社會保險」，

因勞保屬強制加保，建議修正為「勞工參加勞保核給之

老年給付」。 

已修正 

47 年 9 月開辦「公務人員保險」，88 年 5 月 31 日與「私

立學校教職員保險」合併為「公教人員保險」。私立學

校教職員保險與公務人員保險給付項目相同，是以私立

學校教職員退休原本即得請領養老給付，並非自合併為

公教人員保險後始得請領養老給付，建請修正文字敘

述。（本文 p.21 第 1 段末，p.25 表 2－5 末欄） 

已修正。 

國民年金法「業」於 97 年 10 月 1 日施行，建請修正文

字敘述。（本文 p.21 第 4 段末） 

已修正。 

p.21 倒數第 8 行指出「私校教職年金體系」，現行私校

教職員不論退休金或公保養老給付均屬一次性給與，並

未具有年金性質，建請刪除該文字敘述。 

已修正。 

表 2－5：公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金制度發展之比較，

引述法令名稱應正確。 

已修正。 

第 2 章各節標題建議予以修正，如第一節我國公教，建

議「年金」制度之內涵，由於公教保險仍為一次金，建

議修改為「保險/退休」制度。第二節之內涵也應予以

適度調整，使讀者較能掌握架構及瞭解內容。 

第 二 章 各 章 節 標 題 之

「 年 金 」 改 為 「 退 休

金」，其他各章用語則視

內容隨之調整。 

p.57 文字修正，2.為了增強公務「職位」的誘因，建議

改為「職業」較佳。 

已修正。 

公務人員退休法施行細則第 39 條關於明確定義本法第

12 條所稱「再任有給公職」之規定，係於 84 年 6 月間

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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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退撫新制之施行，該細則作全文修正時所增訂，

並非遲至 94 年 10 月始作明確解釋。（本文 p.66 倒數第

6 行） 

公教人員退撫法令仍有部分差異，有關教育人員退休再

任之法令付之闕如，建請於本章節予以補充。 

已於第四章第一節中補

充學校教職員退休條例

及 其 施 行 細 則 相 關 規

定。 

本研究第四章第一節（p.70）提及立法院審查 95 年度

總預算案時，作成第 12 項通案決議，其中所指「政府

捐助財團法人」，意旨政府捐助經費達法院設立登記之

財產總額 50﹪以上之財團法人，以及第六章第一節

（p.101）提及：「退休後若轉任於政府捐助經費達法院

設立登記之財產總額 50﹪以上之財團法人，……。」

等節，茲以上開立法院決議係以政府對財團法人之捐補

助或委辦事項為條件，作為限制財團法人對於渠等支領

退休給與軍公教人員再任時支薪標準之手段，以求減少

發生支領雙薪之情形，故當時立法院作成上開決議之本

意及實務執行上，均以所有政府捐助成立之財團法人為

對象，並未限縮以政府捐助經費達法院設立登記之財產

總額 50﹪以上之財團法人為適用對象。是以，為免產

生爭議，上開論述建請修正。 

已修正。 

依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 96 年 12 月底之查

核資料（表 4－3），退休公教人員再任人數及支領月退

休金總人數（12 萬餘人），僅限於退撫新制施行後退休

及再任人員，建請予以補充，以免誤解。（本文 p.75 中

段） 

已修正。 

公教人員退休所得替代率偏高的原因，係為降低退撫新

制推行阻力爰對跨新舊制年資之公教人員給予較優渥

的過渡方案，包括承諾舊制年資前 15 年每年給予 5％

基數及符合辦理優惠存款資格者享有 18％優惠存款利

息。上述說明，不甚明確，建請予以補充釐清。（本文

p.94 上段） 

已予以補充說明。 

95 年 2 月 16 日經考試院送請立法院審議之公務人員退

休法修正草案，業已刪除退休金基數內涵「最後在職 3

年俸（薪、等）級月支俸（薪）額平均數加 1 倍計算」。

（本文 p.95 倒數第 3 行） 

已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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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行政院 95 年 5 月 3 日通函各主管機關，規定支領退

休給與公務人員擔任政府轉投資事業之公股代表之支

薪標準，應比照再任財團法人之作法，依立法院所作第

12 項決議辦理。是以，第六章第一節針對現行管制公

教人員退休再就業所得之政策規定（三）（p.101）提及：

「現行法規對於公教人員退休後任職於私人部門的情

形，除了要求不得違反公務員服務法之『旋轉門條款』

外，並無限制。」等語，建請參酌上開行政院函規定酌

予修正。 

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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