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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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5月9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2031 號

案由：本院委員張廖萬堅等 22 人，鑑於教育部自 99 年 1 月 1 日推
動私立學校教職員退撫儲金新制，並於 102 年開辦私校教職
員自主投資運用實施計畫，讓私校教職員得依照個人意願及
自身承受風險之能力，選擇參與保守型、穩健型或積極型之
投資標的組合，如未選擇，則其個人專戶之儲金將預設為保
守型之投資標的組合。惟開辦自主投資運用實施計畫至今已
逾 5 年，仍有 80%的私校教職員未選擇投資標的組合，且於
私校教職員退休後，其儲金即使選擇定期給付，仍須全數領
出後另行購買市售之商業保險，無法回存退撫儲金，因此限
縮了退撫儲金的運用效率。為能提升退撫儲金的運用效率、
增加私校教職員退休時請領儲金之選擇，爰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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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
說明：
一、目前私校退撫儲金管理會提供保守型、穩健型及積極型三種不同風險等級之投資標的組合
，惟截至 106 年 12 月底止，未選擇者之教職員人數約占 80%，參酌香港強基金、美國
401K 計畫之設計，增訂未選擇者得由該會按教職員年齡、投資風險承受度，漸進調整資產
配置內容，並藉由動態資產配置及長期投資的複利效果，增加退撫儲金運用效率。
二、現行退休儲金分期給付之制度，係由教職員以一次給付應領取總額，領出後再投保符合保
險法規定之年金保險，作為定期發給之退休金。該制度之設計，使私校教職員請領退休金
之金額會受到金融市場的影響。為降低私校教職員於請領退休金時之風險，爰新增得由儲
金管理會提供分期請領之設計，以保障私校教職員之退休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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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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第十條

依第八條規定撥繳退

條

文

說

明

第十條

依第八條規定撥繳退

目前儲金管理會提供三種不同

撫儲金，儲金管理會應審酌
儲金規模情形，設計不同收

撫儲金，儲金管理會應審酌
儲金規模情形，設計不同收

風險等級之投資標的組合，惟
截至 106 年 12 月底止，未選

益、風險之投資標的組合，
提供教職員選擇，未選擇者

益、風險之投資標的組合，
提供教職員選擇；其實施辦

擇者之教職員人數約占 80%，
考量教職員在不同人生階段對

，由儲金管理會按教職員年
齡配置在適當之投資組合；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投資標的組合選擇

投資風險的承受度，並參酌香
港強基金、美國 401K 計畫之

其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未實施前之退撫儲金，由儲
金管理會統一管理運用。

設計，增訂未選擇者得由該會
按教職員年齡，漸進調整資產

前項投資標的組合選擇
未實施前之退撫儲金，由儲

儲金統一管理運用時收
益，及投資標的組合選擇實

配置內容，並藉由動態資產配
置及長期投資的複利效果，讓

金管理會統一管理運用。
儲金統一管理運用時收

施後，經儲金管理會評定風
險程度最低之投資標的組合

教職員有機會增加退撫儲金運
用效率。

益，及投資標的組合選擇實
施後，經儲金管理會評定風

運用收益，不得低於當地銀
行二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如

險程度最低之投資標的組合
運用收益，不得低於當地銀

有不足，由國庫補足之。
教職員在本條例施行後

行二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如
有不足，由國庫補足之。

年資所領取退休金、撫卹金
及資遣給與，於扣除自繳儲

教職員在本條例施行後
年資所領取退休金、撫卹金

金本金及孳息後，如有低於
本條例施行前年資退休金、

及資遣給與，於扣除自繳儲
金本金及孳息後，如有低於

撫卹金及資遣給與核算標準
，應由各該主管機關補足其

本條例施行前年資退休金、
撫卹金及資遣給與核算標準

差額。

，應由各該主管機關補足其
差額。
第二十條
下：

退休金給付方式如

第二十條
下：

退休金給付方式如

一、為保障私校教職員退休經
濟安全，使其老年生活收入

一、未滿十五年，給與一次
給付。

一、未滿十五年，給與一次
給付。

不中斷，爰提供定期給付之
給與方式，教職員亦可依其

二、任職十五年以上，由教
職員就下列退休給與，擇

二、任職十五年以上，由教
職員就下列退休給與，擇

需要選擇年金保險或儲金管
理會設計之分期領取。

一支領之：
(一)一次給付。

一支領之：
(一)一次給付。

(二)定期給付。
(三)兼領一次給付及定期

(二)定期給付。
(三)兼領一次給付及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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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另，鑑於金融市場變化快
速，若教職員於請領退休金
時，正逢市場低點（如金融
海嘯），將造成其請領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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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得兼領比例之
基準，由中央主管機

給付。得兼領比例之
基準，由中央主管機

銳減，分期請領之設計，可
降低教職員之投資風險，以

關定之。
一次給付，以教職員個

關定之。
一次給付，以教職員個

保障教職員退休權益。
三、增列第八項，賦予儲金新

人之退撫儲金專戶本息及依
本條例施行前任職年資應給

人之退撫儲金專戶本息及依
本條例施行前任職年資應給

制施行後退休、資遣人員得
繳回原領退休金等，辦理分

付退休金之總和一次領取。
定期給付，由教職員以

付退休金之總和一次領取。
定期給付，由教職員以

期請領。

一次給付應領取總額，投保
符合保險法規定之保險或由

一次給付應領取總額，投保
符合保險法規定之年金保險

儲金管理會提供分期請領之
設計，作為定期發給之退休

，作為定期發給之退休金。
擇領或兼領定期給付人

金。
擇領或兼領定期給付人

員，退休時得以依法領取之
退休金或社會保險給付，一

員，退休時得以依法領取之
退休金或社會保險給付，一

次繳足購買前項規定之年金
保險。

次繳足購買前項規定之年金
保險。

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目
規定支領者，其退休金各依

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目
規定支領者，其退休金各依

兼領一次給付及定期給付比
例計算之。

兼領一次給付及定期給付比
例計算之。

因公傷病退休人員，除
不受第一項第二款任職十五

因公傷病退休人員，除
不受第一項第二款任職十五

年以上始得支領定期給付限
制外，另由私立學校依本條

年以上始得支領定期給付限
制外，另由私立學校依本條

例施行前原私立學校教職員
退休規定按一次退休金標準

例施行前原私立學校教職員
退休規定按一次退休金標準

，另行支給百分之二十之一
次給付，其任職年資未滿五

，另行支給百分之二十之一
次給付，其任職年資未滿五

年，以五年計。
前項所稱因公傷病，指

年，以五年計。
前項所稱因公傷病，指

經服務學校證明有下列情形
之一以致傷病，並繳驗經中

經服務學校證明有下列情形
之一以致傷病，並繳驗經中

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以
上之醫院醫療證明者：

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以
上之醫院醫療證明者：

一、執行職務發生危險。
二、於辦公場所發生意外。

一、執行職務發生危險。
二、於辦公場所發生意外。

三、於辦公往返途中遇意外
危險。

三、於辦公往返途中遇意外
危險。

四、盡力職務，積勞過度。

四、盡力職務，積勞過度。
本條例施行退休、資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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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亦得繳回原領退休金、
資遣給與依第三項規定辦理
分期請領。
第二十一條

擇領或兼領定期

第二十一條

擇領或兼領定期

給付人員亡故時，其依前條
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參加之

給付人員亡故時，其依前條
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參加之

保險或分期請領，未提供遺
族繼續領取規定者，扣除其

年金保險，未提供遺族繼續
領取規定者，扣除其已領取

已領取定期給付總額，未達
其參加該年金保險之保證金

定期給付總額，未達其參加
該年金保險之保證金額時，

額時，保險業應將餘額按預
定利率折現一次發給其遺族

保險業應將餘額按預定利率
折現一次發給其遺族領受。

領受。
前項給與，無遺族或無

前項給與，無遺族或無
遺囑指定用途者，由原服務

遺囑指定用途者，由原服務
學校具領必要費用作為喪葬

學校具領必要費用作為喪葬
之用後，餘額專供原服務學

之用後，餘額專供原服務學
校辦理學生獎助學金使用。

校辦理學生獎助學金使用。
第一項所定遺族之範圍

第一項所定遺族之範圍
、順序及領受比率，依年金

、順序及領受比率，依年金
保險契約之約定；未約定者

保險契約之約定；未約定者
，依民法之規定辦理。

，依民法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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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第二十條修正，新增分期
請領之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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