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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468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0年5月5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6466 號

案由：本院委員郭國文、吳思瑤、林楚茵、何志偉等 18 人，為勞退
新制自民國 94 年 7 月 1 日實施至今，已近十六年，當時創建
之初確有解決工作型態轉變，以個人帳戶儲金制取代原有恩
給制之分水嶺意義，但隨舊制人數日減、新制人數日多，理
應精益求精，補制度草創之不周，以求取勞工更佳之老年經
濟保障。首先是當時政府對私部門受僱者退休金出資比例為
零，其次是僅以保證收益達當地銀行兩年定存利率為保障，
便拿走所有儲金管理權。民國九十九年私校退撫在勞退新制
實施四年半後跟進，但無論是政府角色（分攤達 32.5%）、給
予自提及增額提撥雙倍免稅優惠、管理機制由勞資為主來組
成財團法人負責，都與勞退有所不同，更重要的是給予受雇
者百分之百的選擇權利。而私校退撫實施自選以來，歷經不
斷改進，績效獲得受雇者信賴，制度面並多次獲得國際財經
期刊獎項，相較之下，勞退新制之表現較為平庸，且近年曾
先後出現若干人為弊端。同為我國私部門受僱者退休金制度
，實有他山之石相互攻錯之必要。改進之道有三：一、為彰
顯對私部門受僱者平等原則，政府應提供較目前為佳的提撥
免稅額。二、基於退休金之受益主體為勞工，應將勞工退休
金之管理決定權歸還勞工個人選擇，但保留可選擇目前統一
操作的選項。三、參照各國自選投資個案及國內民情，設計
不同風險（不同收益可能）種類之組合式投資標的，化繁為
簡，並可進一步參考人生周期基金、延期請領、分期請領等
作法。另一方面，則改良目前私校退撫中一部分不做保證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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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規定，並於投資組合中籌措財源、保證維持本金方式為
之。綜上，為使勞工老年生活更具保障，將退休金之管理決
定權歸還勞工個人選擇，特此提出「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十四
條、第二十三條及第三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說明：
一、制度後出轉精，貴在相互攻錯，勞退新制承擔七百萬勞工期待，允宜不斷參考國內外模式
，為勞工調整出更佳制度。以所謂三柱退休金理論，政府應有相當之租稅優惠以鼓勵人民
平時提存。勞退新制自民國 94 年 7 月 1 日實施至今，由於績效平庸，勞工信心不足，實際
自行提撥而享有稅賦優惠之勞工最多僅為百分之十，且同一薪額在私校受雇者與本條例規
定之免稅額度相差薪資的 2.4%（8.4%：6%）。當初限制自提最高為 6%，應考量參考私校
退撫條例第八條第九條免稅額度，再予衡平調整。但為避免更多避稅後門，可設定每年最
高為十萬八千元，並以實際提撥數申報。（第十四條）
二、勞工退休金之權利主體為勞工，但勞退新制建立時為求秩序化，先進行統一操作，無可厚
非，但十六年來世界財經情勢變化甚大，避險工具開發及機制愈趨進步，保護投資人之設
計已更趨成熟，毋須再以勞工是否有能力自選等理由，剝奪所有勞工的自主投資權利。自
選並不等於強制投資，尤其私校退撫尚且有主管機關負擔提撥金額的 32.5%，仍讓位給勞資
代表為主要組成的管理會，管理會再設計不同風險層次之組合式基金供教職員選擇，卻仍
保有保證收益設計，這使目前統一操作勞退新制基金的合理性備受質疑。應設計讓勞工重
新確認：是否因有保證收益便放棄自主權而交給勞動基金運用局，或開始擁有自主權。（
第三十三條）
三、目前私校退撫有保守、穩健、積極三類型選擇，但有預設人生周期基金─隨生涯淺深而變
更風險配置比例，並採取分期請領以靈活因應退休時突遭金融風暴之衝擊。衡諸過去數年
，效果可圈可點，應予參照。然私校穩健與積極型目前標示為盈虧自負，若在勞退能改良
為保有本金之下限，則更符合民情，亦不壓抑運用之靈活度，而所需補足本金之財源應於
投資組合中設計之。（第二十三條及第三十三條）
提案人：郭國文

吳思瑤

林楚茵

何志偉

連署人：鄭運鵬

洪申翰

王美惠

邱泰源

鍾佳濱

蘇巧慧

黃世杰

林昶佐

陳秀寳

吳玉琴

賴惠員

吳秉叡

沈發惠

莊競程

委 10

立法院第 10 屆第 3 會期第 11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十四條、第二十三條及第三十三條條文修正草
案對照表
修

正

第十四條

條

文

雇主應為第七條第

現

行

第十四條

條

文

說

明

雇主應為第七條第

為衡平私部門受雇者自願提撥

一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
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

一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
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

退休金之免稅額度，參照私校
退撫條例增額提撥免稅之規定

工資百分之六。
雇主得為第七條第二項

工資百分之六。
雇主得為第七條第二項

，將每月工資百分之六提高為
百分之八點四，以增加自提誘

第三款或第四款規定之人員
，於每月工資百分之六範圍

第三款或第四款規定之人員
，於每月工資百分之六範圍

因，強化老年經濟準備。同時
設定最高限額，以免避稅過度

內提繳退休金。
第七條規定之人員，得

內提繳退休金。
第七條規定之人員，得

。

在其每月工資百分之八點四
且金額不超過新台幣九千元

在其每月工資百分之六範圍
內，自願提繳退休金；其自

範圍內，自願提繳退休金；
其自願提繳之退休金，不計

願提繳之退休金，不計入提
繳年度薪資所得課稅。

入提繳年度薪資所得課稅。
第七條第二項第一款至

第七條第二項第一款至
第三款規定之人員，得在其

第三款規定之人員，得在其
每月執行業務所得百分之六

每月執行業務所得百分之六
範圍內，自願提繳退休金；

範圍內，自願提繳退休金；
其自願提繳之退休金，不計

其自願提繳之退休金，不計
入提繳年度執行業務收入課

入提繳年度執行業務收入課
稅。

稅。

第一項至第三項所定每
月工資及前項所定每月執行

月工資及前項所定每月執行
業務所得，由中央主管機關

業務所得，由中央主管機關
擬訂月提繳分級表，報請行

擬訂月提繳分級表，報請行
政院核定之。

第一項至第三項所定每

政院核定之。
第二十三條

退休金之領取及

第二十三條

退休金之領取及

一、為保障勞工退休經濟安全

計算方式如下：
一、月退休金：勞工個人之

計算方式如下：
一、月退休金：勞工個人之

，使其老年生活收入不中斷
，爰提供定期給付之給與方

退休金專戶本金及累積收
益，依據年金生命表，以

退休金專戶本金及累積收
益，依據年金生命表，以

式，勞工亦可依其需要選擇
不同方式之月退休金。

平均餘命及利率等基礎計
算所得之金額；或選擇由

平均餘命及利率等基礎計
算所得之金額，作為定期

二、另鑑於金融市場變化快速
，若勞工於請領退休金時，

勞保局設計之不同收益、
風險之投資標的組合，所

發給之退休金。
二、一次退休金：一次領取

正逢市場低點（如金融海嘯
），將造成其請領金額銳減

提供分期請領，作為定期
發給之退休金。

勞工個人退休金專戶之本
金及累積收益。

，分期請領之設計，可降低
勞工之投資風險，以保障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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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次退休金：非屬第三
十三條投資標的組合選擇

前項提繳之勞工退休金
運用收益，不得低於以當地

，一次領取勞工個人退休
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

銀行二年定期存款利率計算
之收益；有不足者，由國庫

。
前項第二款提繳之勞工

補足之。
第一項第一款所定年金

退休金運用收益，不得低於
以當地銀行二年定期存款利

生命表、平均餘命、利率及
金額之計算，由勞保局擬訂

率計算之收益；有不足者，
由國庫補足之。

，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工退休權益。
三、保留一次請領退休金之選
擇。

第一項第一款所定年金
生命表、平均餘命、利率及
金額之計算及設計不同收益
、風險之投資標的組合、請
領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勞保局會同勞動基金
運用局擬訂，報請中央主管
機關核定。
第三十三條 勞工退休基金除
作為給付勞工退休金及投資

第三十三條 勞工退休基金除
作為給付勞工退休金及投資

一、增列第三項、第四項，依
第十四條提撥之退休準備金

運用之用外，不得扣押、供
擔保或移作他用；其管理、

運用之用外，不得扣押、供
擔保或移作他用；其管理、

採行個人儲金專戶制，其專
戶退休金本金及孳息多寡，

運用及盈虧分配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

運用及盈虧分配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

攸關其退離權益，為提供不
同收益、風險投資標的，供

政院核定之。
勞工退休基金之管理、

政院核定之。
勞工退休基金之管理、

勞工審酌個人需求加以選擇
運用，以創造其專戶儲金更

經營及運用業務，由勞動部
勞動基金運用局（以下簡稱

經營及運用業務，由勞動部
勞動基金運用局（以下簡稱

高孳息。
二、政府保證最低收益規定雖

基金運用局）辦理；該基金
之經營及運用，基金運用局

基金運用局）辦理；該基金
之經營及運用，基金運用局

與確定提撥制之精神有違，
但為確保較不諳投資理財知

得委託金融機構辦理，委託
經營規定、範圍及經費，由

得委託金融機構辦理，委託
經營規定、範圍及經費，由

識勞工退離權益以減少制度
推動之阻力，在投資標的組

基金運用局擬訂，報請中央
主管機關核定之。

基金運用局擬訂，報請中央
主管機關核定之。

合選擇實施後，維持留在統
一操作的準備金或經勞工擇

依第十四條提撥之退休
準備金，勞動基金運用局應

定風險最低之投資工具，由
政府保證其最低收益標準，

設計不同收益、風險之投資
標的組合，自中華民國○年

仍有其必要。
三、另外除評定風險程度最低

○月○日起提供勞工選擇，
未選擇者由勞動基金運用局

之投資標的組合有政府保證
最低收益規定外，更設計其

運用之。
投資標的組合選擇實施

他具有保本之投資組合標的
，提高投資效益機會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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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經勞保局評定風險程度
最低之投資標的組合運用收

保障。保本之財源以在投資
組合中設計為原則。

益，不得低於當地銀行二年
期定期存款利率，如有不足
，由國庫補足之；其餘投資
標的組合，其運用收益如有
虧損，得由各該投資標的組
合提供不同比率不低於該期
間原投入本金總額之填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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