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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576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6年5月24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0838 號

案由：本院委員陳宜民等 17 人，有鑑於目前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所
得與公立學校教職員之落差極大，為改善私校教職員之退休
年金水準與所得替代率，以避免私校人才流失，並促進公校
、私校教職員平等待遇，爰擬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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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以維
護私校教職員之權益。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提高儲金管理會成員中，教職員代表及教職員推薦專家代表人數不得低於三分之二。（草
案第四條）
二、退撫基金提撥率自 12%提高為 18%並刪除主管機關 35 年上限撥繳責任。（草案第八條）
三、強制要求斟酌其財務狀況及學校發展重點，為其教職員增加提撥退休、撫卹、離職及資遣
給與準備金。（草案第九條）
四、增訂教師依規定借調辦理留職停薪，於借調期間符合本條例第十六條屆齡退休規定者，得
於屆滿六十五歲之日起五年內辦理退休。（草案第十六條之一）

提案人：陳宜民
連署人：馬文君

曾銘宗

孔文吉

鄭天財 Sra Kacaw

呂玉玲

吳志揚

羅明才

蔣乃辛

李彥秀

蔣萬安

林麗蟬

黃昭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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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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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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條
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第四條

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

條

第四條

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

私校退撫基金的主要精神與運

立學校教職員之退休、撫卹
、離職及資遣給與採儲金方

立學校教職員之退休、撫卹
、離職及資遣給與採儲金方

作機制之一就是「自己錢自己
管」，然教職員代表與教職員

式，由教職員及私立學校、
學校主管機關按月共同撥繳

式，由教職員及私立學校、
學校主管機關按月共同撥繳

所推薦之專家代表僅占三分之
一，有違上述精神。爰提高教

款項建立退休撫卹離職資遣
儲金（以下簡稱退撫儲金）

款項建立退休撫卹離職資遣
儲金（以下簡稱退撫儲金）

職員代表與教職員所推薦之專
家代表不得少於三分之二。

支付。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有

支付。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有

關機關輔導私立學校、學校
法人及教職員代表組成財團

關機關輔導私立學校、學校
法人及教職員代表組成財團

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
員退休撫卹儲金管理委員會

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
員退休撫卹儲金管理委員會

（以下簡稱儲金管理會），
委託其辦理退撫儲金之收支

（以下簡稱儲金管理會），
委託其辦理退撫儲金之收支

、管理、運用、審議與退休
、撫卹、離職及資遣審定事

、管理、運用、審議與退休
、撫卹、離職及資遣審定事

宜。儲金管理會成員中，教
職員代表及教職員推薦專家

宜。儲金管理會成員中，教
職員代表及教職員推薦專家

代表人數不得少於總數三分
之二。中央主管機關並應會

代表人數不得少於總數三分
之一。中央主管機關並應會

同有關機關組成私校退撫儲
金監理會，負責儲金監督及

同有關機關組成私校退撫儲
金監理會，負責儲金監督及

考核事宜。
本條例施行前，依私立

考核事宜。
本條例施行前，依私立

學校法規定成立之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工

學校法規定成立之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工

退休撫卹基金（以下簡稱原
私校退撫基金）管理委員會

退休撫卹基金（以下簡稱原
私校退撫基金）管理委員會

（以下簡稱基金管理會），
於儲金管理會成立時，併入

（以下簡稱基金管理會），
於儲金管理會成立時，併入

儲金管理會，合併後基金管
理會之權利義務由儲金管理

儲金管理會，合併後基金管
理會之權利義務由儲金管理

會概括承受。
儲金管理會應為私立學

會概括承受。
儲金管理會應為私立學

校及教職員分別設立學校儲
金準備專戶及個人退撫儲金

校及教職員分別設立學校儲
金準備專戶及個人退撫儲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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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戶。
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

專戶。
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

學校不得自訂退休、撫卹、
離職及資遣規定，以取代本

學校不得自訂退休、撫卹、
離職及資遣規定，以取代本

條例規定之退休、撫卹、離
職及資遣制度。

條例規定之退休、撫卹、離
職及資遣制度。

第二項儲金管理會、監
理會之組織、會議、管理及

第二項儲金管理會、監
理會之組織、會議、管理及

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八條 私立學校應於每學期
開始二個月內，依下列規定

第八條 私立學校應於每學期
開始二個月內，依下列規定

一、依據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
公佈之數據，現行台灣私校

提繳教職員退休、撫卹、離
職及資遣準備金至儲金管理

提繳教職員退休、撫卹、離
職及資遣準備金至儲金管理

教師退休年金月退部分，與
公校教師之落差極大，在未

會：
一、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

會：
一、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

包括公教人員保險養老給付
情況下，單單是軍公教人員

：提撥相當於學費百分之
三之金額。

：提撥相當於學費百分之
三之金額。

退休撫卹制度的保障，2016
年公立大專院校退休教師平

二、私立國民中、小學：提
撥相當於雜費百分之二點

二、私立國民中、小學：提
撥相當於雜費百分之二點

均月退休所得 76,045 元，
而私校教師則僅為一次性給

一之金額。
儲金管理會應將前項提

一之金額。
儲金管理會應將前項提

付 223 萬（換算成月領則為
9,291 元），私校教師即便

繳金額之三分之二撥入各該
私立學校之學校儲金準備專

繳金額之三分之二撥入各該
私立學校之學校儲金準備專

再加上公保養老給付每月平
均 15,682 元，也僅有兩萬

戶內，作為學校依本條例規
定按月撥繳儲金之準備；餘

戶內，作為學校依本條例規
定按月撥繳儲金之準備；餘

多元。爰提案修正第四項將
退撫基金提撥率自 12%提高

三分之一撥入原私校退撫基
金，用以支付本條例施行前

三分之一撥入原私校退撫基
金，用以支付本條例施行前

為 18%。
二、私校退撫基金係採確定提

教職員工年資應付之退休、
撫卹、資遣給與。

教職員工年資應付之退休、
撫卹、資遣給與。

撥制，目前同樣採確定提撥
制的勞工退休金條例（勞退

私立學校未依第一項規
定期限提繳或足額提繳者，

私立學校未依第一項規
定期限提繳或足額提繳者，

新制）並無年資上限，報保
障私校教職員退休權益，且

自期限屆滿之次日起至完繳
前一日止，每逾一日加徵其

自期限屆滿之次日起至完繳
前一日止，每逾一日加徵其

達到法制衡平性，爰比照勞
退新制，刪除年資限制之規

應提繳金額百分之三之滯納
金，最高以應提繳金額之一

應提繳金額百分之三之滯納
金，最高以應提繳金額之一

定。

倍為限，其滯納金收入，應
歸入各該私立學校之學校儲

倍為限，其滯納金收入，應
歸入各該私立學校之學校儲

金準備專戶。
依第四條第一項規定共

金準備專戶。
依第四條第一項規定共

同撥繳款項，按教職員本（
年功）薪加一倍百分之十八

同撥繳款項，按教職員本（
年功）薪加一倍百分之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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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費率，以下列比率按月共
同撥繳至個人退撫儲金專戶

之費率，以下列比率按月共
同撥繳至個人退撫儲金專戶

：
一、教職員撥繳百分之三十

：
一、教職員撥繳百分之三十

五。
二、學校儲金準備專戶撥繳

五。
二、學校儲金準備專戶撥繳

百分之二十六。
三、私立學校撥繳百分之六

百分之二十六。
三、私立學校撥繳百分之六

點五。
四、學校主管機關撥繳百分

點五。
四、學校主管機關撥繳百分

之三十二點五。
前項第二款之撥繳，如

之三十二點五。
前項第二款之撥繳，如

有不足之數，由各該私立學
校支應。

有不足之數，由各該私立學
校支應。

第四項第三款之撥繳，
得先以學校儲金準備專戶內

第四項第三款之撥繳，
得先以學校儲金準備專戶內

之準備金撥入。每學期結束
，學校儲金準備專戶如有結

之準備金撥入。每學期結束
，學校儲金準備專戶如有結

餘，得依各該私立學校教職
員本（年功）薪比例及該學

餘，得依各該私立學校教職
員本（年功）薪比例及該學

期內任職日數加權，一次撥
繳進入個人退撫儲金專戶。

期內任職日數加權，一次撥
繳進入個人退撫儲金專戶。

私立學校教職員由已領
退休（職、伍）金之公務人

第四項第四款所定學校
主管機關之撥繳責任，以最

員、教育人員、政務人員、
軍職人員、公營事業人員及

高三十五年為限。但教師或
校長服務滿三十五年，並有

其他公職人員轉任者，第四
項第四款所定學校主管機關

擔任教職三十年之資歷，且
辦理退休時往前逆算連續任

之撥繳責任，由私立學校負
擔。

教師或校長五年以上，成績
優異者，最高撥繳至四十年

教職員任職不足一個月
者，以該教職員所支薪級之

。超過最高年資上限之服務
年資，除校長、教師個人撥

本（年功）薪除以當月日數
，乘以實際任職日數，計算

繳部分外，其餘均由私立學
校提撥。

實際薪資所得後提撥。
教職員認為服務學校計

私立學校教職員由已領
退休（職、伍）金之公務人

算之服務期間或提撥金額有
誤者，應自提撥之日起一個

員、教育人員、政務人員、
軍職人員、公營事業人員及

月內向服務學校提出異議，
請求變更。

其他公職人員轉任者，第四
項第四款所定學校主管機關

教職員依第四項第一款
規定撥繳之款項，不計入撥

之撥繳責任，由私立學校負
擔。

委 22

立法院第 9 屆第 3 會期第 15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繳年度薪資所得課稅。
教職員在退撫儲金建立

教職員任職不足一個月
者，以該教職員所支薪級之

前任職年資之退休、資遣及
撫卹金，由原私校退撫基金

本（年功）薪除以當月日數
，乘以實際任職日數，計算

支給，如有不足之數，得由
學校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或在

實際薪資所得後提撥。
教職員認為服務學校計

年度預算範圍內分年調整支
應。不受預算法第二十三條

算之服務期間或提撥金額有
誤者，應自提撥之日起一個

、第六十二條及第六十三條
規定之限制。

月內向服務學校提出異議，
請求變更。

儲金管理會於私立及公
立學校任用之全體教職員均

教職員依第四項第一款
規定撥繳之款項，不計入撥

未具有本條例施行前私立學
校任職年資時，應將私立學

繳年度薪資所得課稅。
教職員在退撫儲金建立

校依第一項規定提繳金額全
數撥入各該私立學校之學校

前任職年資之退休、資遣及
撫卹金，由原私校退撫基金

儲金準備專戶內，由各私立
學校依第九條規定辦理。

支給，如有不足之數，得由
學校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或在
年度預算範圍內分年調整支
應。不受預算法第二十三條
、第六十二條及第六十三條
規定之限制。
儲金管理會於私立及公
立學校任用之全體教職員均
未具有本條例施行前私立學
校任職年資時，應將私立學
校依第一項規定提繳金額全
數撥入各該私立學校之學校
儲金準備專戶內，由各私立
學校依第九條規定辦理。

第九條 私立學校應斟酌其財
務狀況及學校發展重點，與

第九條 私立學校得斟酌其財
務狀況及學校發展重點，為

一、為避免校方即使經營有成
，財務狀況極優，老師也無

教職員或教職員團體協議下
為其教職員增加提撥退休、

其教職員增加提撥退休、撫
卹、離職及資遣給與準備金

法分享共同努力成果。造成
私校老師退撫和公校老師差

撫卹、離職及資遣給與準備
金，教職員如有配合相對提

，教職員如有配合相對提撥
之準備金，其金額在不超過

距重大。爰要求應與教職員
或教職員團體協議增加退撫

撥之準備金，其金額在不超
過前條第四項第一款規定撥

前條第四項第一款規定撥繳
額度內者，亦不計入提撥年

準備金。
二、為強化私校教職員退休經

繳額度兩倍內者，亦不計入
提撥年度薪資所得課稅。

度薪資所得課稅。
依前項規定增加提撥之

濟安全網，鼓勵私校教職員
多提撥退休準備金因應晚年

依前項規定增加提撥之
退休、撫卹、離職及資遣給

退休、撫卹、離職及資遣給
與準備金及教職員準備金，

生活，故提撥免稅額提高至
二倍內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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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準備金及教職員準備金，
應於財務報表中充分揭露，

應於財務報表中充分揭露，
並得委託儲金管理會辦理其

並得委託儲金管理會辦理其
收支、管理及運用事項。

收支、管理及運用事項。

第十六條之一 教師依規定借
調辦理留職停薪，於借調期

一、本條新增。
二、現行私立學校教師留職停

間符合第十六條屆齡退休規
定者，得於屆滿六十五歲之

薪借調期間，若符合屆齡退
休規定者，須辦理歸建回職

日起五年內辦理退休。

復薪後，始得依本條例規定
辦理退休。否則，僅能以辭
職方式離開學校。
三、九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修
正公布之學校教職員退休條
例第十條之一第一項規定：
「教師依規定借調辦理留職
停薪者，除借調依法銓敘審
定之公務人員外，於借調期
間符合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
應即退休規定，且無第十二
條、第十三條規定情形者，
得於屆滿六十五歲之日起五
年內辦理退休。」
四、為使公私立學校教師借調
期間得辦理退休規定一致，
衡平公私立學校教師權益，
爰參考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
規定增訂本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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