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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234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0年4月28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6410 號

案由：本院委員高金素梅、鄭天財 Sra Kacaw、萬美玲、楊瓊瓔、洪
孟楷等 16 人，鑑於警察人員及矯正人員人事條例所規範之警
察人員及矯正人員之勤務屬性，常需二十四小時輪替服勤，
長期日夜作息紊亂，致罹患疾病、因公發生意外等情顯較一
般公務人員為高。此具危險及勞力等特殊性質職務，退休所
得替代率、優惠存款辦理方式、再任職務停止受領月退休金
之權利，比照勤務屬性相類之國軍制度，以顧及警察人員及
矯正人員職務特殊之危險性、辛勞性，符公平原則，爰提案
修正「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部分條文。是否有當？敬
請公決。

提案人：高金素梅

鄭天財 Sra Kacaw

萬美玲

楊瓊瓔

連署人：鄭正鈐

李德維

陳玉珍

葉毓蘭

張育美

陳以信

溫玉霞

吳斯懷

鄭麗文

徐志榮

洪孟楷

吳怡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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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警察人員及矯正人員勤務屬性常需 24 小時輪替服勤，長期日夜作息紊亂，致罹患疾病、因公
發生意外等情顯較一般公務人員為高，且值勤時處於精神緊繃狀態，身心負荷繁重壓力，面對緊急
危險狀態，危勞程度顯高於一般公務人員。爰此，特別需要政府退休制度之保障，政府對於是類人
員之退休照顧，包含所得替代率相關規定、退休後再任職務停發月退休金之標準、退休辦理優惠存
款者停止辦理之標準，均應比照國軍人員退伍規定。
本次部分修正草案重點如下：
一、警察人員及矯正人員辦理退休，所得替代率應比照國軍之規定。（第三十七條、第三十八條、
增訂附表三之一）
二、警察人員及矯正人員辦理退休後，辦理優惠存款之規定，比照國軍之規定。依據陸海空軍軍官
士官服役條例第四十六條、立法院第 10 屆第 2 會期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第 4 次全體委員會議臨
時提案第 1 案、監察院 109 年 10 月 23 日院台國字第 1092130321 號函之意旨，在退撫新制辦
理優惠存款之退伍人員，並無再任公職應停止優惠存款之限制，警察人員及矯正人員退休後
優惠存款，亦比照辦理。（第七十條）
三、依司法院大法官民國 108 年 8 月 23 日釋字第 782 號解釋，刪除再任私立學校者停止月退休金
之規定。（第七十七條）
四、警察人員及矯正人員之退休公務人員經審定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因有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
法第七十七條第一項情形，若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將停止領受月退休金之
權利，應比照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三十四條所定之每月支領薪酬總額基準，以符公
平原則。（第七十七條）
五、考量自 108 年 7 月 1 日起，因有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七十七條第一項所定之情形，而遭
停止受領退休金權利者，對渠等人員權益影響甚鉅。爰此，於此期間若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
過法定基本工資，但低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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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請求
補發放前遭停止之應領受月退休金。（第七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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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第三十七條

條

文

本法公布施行前

現

行

第三十七條

條

文

本法公布施行前

說

明

一、修正第三項規定。

退休生效者之每月退休所得
，於本法公布施行後，不得

退休生效者之每月退休所得
，於本法公布施行後，不得

二、有關已退休之警察人員及
矯正人員，退休所得替代率

超過依替代率上限計算之金
額。

超過依替代率上限計算之金
額。

之上限，應比照國軍人員退
伍制度規範。

前項替代率應依退休人
員審定之退休年資，照附表

前項替代率應依退休人
員審定之退休年資，照附表

三、增列附表三之一退休警察
人員及矯正人員經審定退休

三所定替代率計算，任職滿
十五年者，替代率為百分之

三所定替代率計算，任職滿
十五年者，替代率為百分之

年資之退休所得替代率對照
表。

四十五，其後每增加一年，
替代率增給百分之一點五，

四十五，其後每增加一年，
替代率增給百分之一點五，

最高增至三十五年，為百分
之七十五。未滿一年之畸零

最高增至三十五年，為百分
之七十五。未滿一年之畸零

年資，按比率計算；未滿一
個月者，以一個月計。

年資，按比率計算；未滿一
個月者，以一個月計。

前項替代率之上限，依
退休人員審定之退休年資，

前項替代率之上限，依
退休人員審定之退休年資，

照附表三所列各年度替代率
認定；警察人員及矯正人員

照附表三所列各年度替代率
認定。

照附表三之一所列各年度替
代率認定。

前三項所定替代率，於
選擇兼領月退休金者，各依

前三項所定替代率，於
選擇兼領月退休金者，各依

其兼領一次退休金與兼領月
退休金比率計算。

其兼領一次退休金與兼領月
退休金比率計算。

本法公布施行前退休生
效者，應按本法公布施行時

本法公布施行前退休生
效者，應按本法公布施行時

之待遇標準，依前四項規定
重新計算每月退休所得；經

之待遇標準，依前四項規定
重新計算每月退休所得；經

審定後，不再隨在職同等級
人員本（年功）俸之調整重

審定後，不再隨在職同等級
人員本（年功）俸之調整重

新計算。

新計算。
第三十八條

本法公布施行後

第三十八條

本法公布施行後

一、修正第三項規定。

退休生效者之每月退休所得
，不得超過依替代率上限計

退休生效者之每月退休所得
，不得超過依替代率上限計

二、有關警察人員及矯正人員
未來退休之規定，退休所得

算之金額。
前項替代率應依退休人

算之金額。
前項替代率應依退休人

替代率之上限，應比照國軍
。

員審定之退休年資，照附表

員審定之退休年資，照附表

三、增列附表三之一退休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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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所定替代率計算；任職滿
十五年至第三十五年者，照

三所定替代率計算；任職滿
十五年至第三十五年者，照

人員及矯正人員經審定退休
年資之退休所得替代率對照

前條第二項規定辦理；超過
第三十五年者，每增加一年

前條第二項規定辦理；超過
第三十五年者，每增加一年

表。

，增給百分之零點五，最高
增至四十年止。未滿一年之

，增給百分之零點五，最高
增至四十年止。未滿一年之

畸零年資，按比率計算；未
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

畸零年資，按比率計算；未
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

前項替代率之上限，依
退休人員審定之退休年資，

前項替代率之上限，依
退休人員審定之退休年資，

照附表三所列各年度替代率
認定；警察人員及矯正人員

照附表三所列各年度替代率
認定。

照附表三之一所列各年度替
代率認定。

前三項所定替代率，於
選擇兼領月退休金者，各依

前三項所定替代率，於
選擇兼領月退休金者，各依

其兼領一次退休金與兼領月
退休金比率計算。

其兼領一次退休金與兼領月
退休金比率計算。

本法公布施行後退休生
效者，應按退休生效時之待

本法公布施行後退休生
效者，應按退休生效時之待

遇標準，依前四項規定計算
每月退休所得；經審定後，

遇標準，依前四項規定計算
每月退休所得；經審定後，

不再隨在職同等級人員本（
年功）俸之調整重新計算。

不再隨在職同等級人員本（
年功）俸之調整重新計算。
第七十條 公務人員或其遺族
因法定事由發生，或行政處

第七十條 公務人員或其遺族
因法定事由發生，或行政處

一、項次變更。
二、有關警察人員及矯正人員

分經撤銷或廢止而應暫停、
停止、喪失請領權利，或有

分經撤銷或廢止而應暫停、
停止、喪失請領權利，或有

停止辦理優惠存款之情形，
比照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

機關（構）誤發情事，而溢
領或誤領相關退撫給與者，

機關（構）誤發情事，而溢
領或誤領相關退撫給與者，

條例相關規定與作法，應僅
限於退撫舊制之優惠存款，

由支給或發放機關以書面行
政處分，命當事人於一定期

由支給或發放機關以書面行
政處分，命當事人於一定期

有再任職務停止辦理之情形
，退撫新制之優惠存款並不

限內繳還自應暫停、喪失、
停止請領權利之日起溢領或

限內繳還自應暫停、喪失、
停止請領權利之日起溢領或

與焉，爰增訂第四項規定。

誤領之金額；屆期而不繳還
者，依行政執行法相關規定

誤領之金額；屆期而不繳還
者，依行政執行法相關規定

強制執行之。
前項人員溢領或誤領之

強制執行之。
前項人員溢領或誤領之

金額，屬定期給付者，得由
支給或發放機關通知當事人

金額，屬定期給付者，得由
支給或發放機關通知當事人

自下一定期以後發給之退撫
給與中覈實收回；當事人若

自下一定期以後發給之退撫
給與中覈實收回；當事人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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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異議且未以其他方式繳回
者，由支給或發放機關依前

有異議且未以其他方式繳回
者，由支給或發放機關依前

項規定辦理。
支領一次退休金或公保

項規定辦理。
支領一次退休金或公保

一次養老給付並辦理優惠存
款之退休人員有暫停、喪失

一次養老給付並辦理優惠存
款之退休人員有暫停、喪失

、停止、依法撤銷或廢止其
請領退撫給與之情事者，其

、停止、依法撤銷或廢止其
請領退撫給與之情事者，其

優惠存款應同時停止辦理。
未依規定停止辦理者，由支

優惠存款應同時停止辦理。
未依規定停止辦理者，由支

給或服務機關依第一項規定
辦理追繳。

給或服務機關依第一項規定
辦理追繳。

退休人員採計包含警察
人員及矯正人員年資者，僅

前三項人員屆期仍不繳
還者且有可歸責於當事人責

限依本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
規定辦理優惠存款者，需依

任時，由支給、服務或發放
機關按年息百分之二，加計

前項規定停止辦理優惠存款
。

利息併同依第一項規定追繳
之。

前四項人員屆期仍不繳
還者且有可歸責於當事人責

前四項相關當事人未依
限繳還溢領或誤領之相關退

任時，由支給、服務或發放
機關按年息百分之二，加計

撫給與及優存利息，或未全
數繳還溢領或誤領之相關退

利息併同依第一項規定追繳
之。

撫給與及優存利息者，其於
支給、發放或服務機關依行

前五項相關當事人未依
限繳還溢領或誤領之相關退

政執行法相關規定強制執行
追繳之前又重行退休、資遣

撫給與及優存利息，或未全
數繳還溢領或誤領之相關退

，或申領遺屬一次金或遺屬
年金時，其溢領或誤領之金

撫給與及優存利息者，其於
支給、發放或服務機關依行

額，得由支給機關自其再核
發之退撫給與中，覈實抵銷

政執行法相關規定強制執行
追繳之前又重行退休、資遣

或收回之。本法公布施行前
之案件，亦同。

，或申領遺屬一次金或遺屬
年金時，其溢領或誤領之金
額，得由支給機關自其再核
發之退撫給與中，覈實抵銷
或收回之。本法公布施行前
之案件，亦同。
第七十七條 退休人員經審定
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再任有

第七十七條 退休人員經審定
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再任有

一、項次變更。
二、本條文第一項第三款規定

給職務且有下列情形時，停
止領受月退休金權利，至原

給職務且有下列情形時，停
止領受月退休金權利，至原

：「退休人員經審定支領或
兼領月退休金再任有給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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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消滅時恢復之：
一、再任由政府編列預算支

因消滅時恢復之：
一、再任由政府編列預算支

且有下列情形時，停止領受
月退休金權利，至原因消滅

給俸（薪）給、待遇或公
費（以下簡稱薪酬）之機

給俸（薪）給、待遇或公
費（以下簡稱薪酬）之機

時恢復之：……三、再任私
立學校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

關（構）、學校或團體之
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

關（構）、學校或團體之
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

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
及第二項規定，依司法院大

超過法定基本工資。
二、再任下列職務且每月支

超過法定基本工資。
二、再任下列職務且每月支

法官民國 108 年 8 月 23 日
釋字第 782 號解釋，與憲法

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
工資：

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
工資：

保障平等權之意旨有違，爰
刪除本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

(一)行政法人或公法人之
職務。

(一)行政法人或公法人之
職務。

二項。
三、另本條規定退休公務人員

(二)由政府原始捐助（贈
）或捐助（贈）經費

(二)由政府原始捐助（贈
）或捐助（贈）經費

經審定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
，因有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

，累計達財產總額百
分之二十以上之財團

，累計達財產總額百
分之二十以上之財團

卹法第七十七條第一項情形
，若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

法人之職務。
(三)由政府及其所屬營業

法人之職務。
(三)由政府及其所屬營業

法定基本工資，將停止領受
月退休金之權利。惟在職時

基金、非營業基金轉
投資，且其轉投資金

基金、非營業基金轉
投資，且其轉投資金

曾為警察人員及矯正人員之
退休人員再任公務機關等約

額累計占該事業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以上事

額累計占該事業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以上事

聘僱人員，所得顯然低與在
職時期甚多，考量對是纇人

業之職務。
(四)受政府直接或間接控

業之職務。
(四)受政府直接或間接控

員退休生活之保障，應比照
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

制其人事、財務或業
務之下列團體或機構

制其人事、財務或業
務之下列團體或機構

第三十四條所定之每月支領
薪酬總額超過公務人員委任

之職務：

之職務：

1.財團法人及其所屬
團體或機構。

1.財團法人及其所屬
團體或機構。

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
業加給合計數額之基準，以

2.事業機構及其所屬
團體或機構。
退休人員採計包含警察

2.事業機構及其所屬
團體或機構。
三、再任私立學校職務且每

人員及矯正人員年資者，其
停止領受月退休金權利準用

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
基本工資。

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之規定
。

前項規定辦理，但以再任職
務每月支領薪酬總額之標準

本法公布前已有前項第
三款情形者，自本法公布施

四、另衡酌自 108 年 7 月 1 日
起，因有本條第二項情形，

為超過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
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

行後之下個學年度起施行。
公務人員月退休金發放

而遭停止受領退休金權利者
，對渠等人員權益影響甚鉅

合計數額者為限。
公務人員月退休金發放

或支給機關查知退休公務人
員再於第一項所定機關（構

。綜此，倘於此期間每月支
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

或支給機關查知退休公務人
員再於第一項所定機關（構

）、學校、團體及法人參加
保險時，得先暫停發給其月

資，但低於公務人員委任第
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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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公平原則，且與國家為促
進人事任用年輕化、避免淪
為退休人員酬庸之目的無背
，爰增訂第二項比照陸海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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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團體及法人參加
保險時，得先暫停發給其月

退休金，俟該退休公務人員
檢具其再任每月支領薪酬總

加給合計數額者，得請求補
發放前遭停止之應領受月退

退休金，俟該退休公務人員
檢具其再任每月支領薪酬總

額未超過法定基本工資之相
關證明申復後，再予恢復發

休金，以符公平正義，爰增
訂第六項。

額未超過法定基本工資之相
關證明申復後，再予恢復發

給並補發其經停發之月退休
金。

給並補發其經停發之月退休
金。

退休人員經審定機關審
定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而再

退休人員經審定機關審
定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而再

任第一項第二款所列機構董
（理）事長及執行長者，其

任第一項第二款所列機構董
（理）事長及執行長者，其

初任年齡不得逾六十五歲。
前項人員任期屆滿前年

初任年齡不得逾六十五歲。
前項人員任期屆滿前年

滿七十歲者，應即更換。但
有特殊考量而經主管院核准

滿七十歲者，應即更換。但
有特殊考量而經主管院核准

者，不在此限。

者，不在此限。
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七
月一日以後，因有第二項之
情形，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
過法定基本工資，但低於公
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
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
，遭停止領受月退休金權利
者，得請求補發放前遭停止
之應領受月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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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之一
公務人員退休資遺撫卹法第三十七條附表
退休警察人員及矯正人員經審定退休年資之退休所得替代率對照表
任

職

年

資

比

率

四十

95%

三十九

93%

三十八

91%

三十七

89%

三十六

87%

三十五

85%

三十四

83%

三十三

81%

三十二

79%

三十一

77%

三十

75%

二十九

73%

二十八

71%

二十七

69%

二十六

67%

二十五

65%

二十四

63%

二十三

61%

二十二

59%

二十一

57%

二十

55%

十九

53%

十八

51%

十七

49%

十六

47%

十五以下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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