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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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5月31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6224 號

案由：本院委員葉毓蘭等 16 人，鑑於 108 年 7 月 1 日實施退撫新制
，剝奪原本屬於教職員財產法益的補償金，有違公平原則，
爰提出「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四條、第三十
四條及第三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補償金是該當事人依法應有的權益，不得任意剝削：
民國八十四年七月一日實施退撫新制前，退休金由政府全額負擔，而新制修改退撫制
度，改由教育人員自提退休金，且給付率減少。為彌補因上述制度改變而致當事人產生損
失，政府乃設計「補償金制度」。況退休條件乃政府與公立學校教職員約定工作條件之一
，政府為實施退撫新制強制變更雙方間之約定，猶如政府單方面違反合約，故補償金本質
與違約金相類。另補償金由政府編預算發給，非由退撫基金支出，並不會造成退撫基金之
虧損；且 OECD 國家，處理這類退休條件違約的做法，乃提出相關補償，以智利為例，自
願轉換退休制度者，可以得到具補償金性質的債券，該債券以每年實質收益率 4%的利率增
加，並可在退休時兌現。
二、月補償金應外加於所得替代率：
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所設定之「所得替代率」，規範公教人員之每月退
休所得不得超過替代率上限，縱使「補償金」依照原規定領取，仍應受到「所得替代率」
上限之限制，導致已退休且領「月補償金」者，因受上限規定而使補償金變相歸零。
三、補償金於民國一百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後失效與法理有違
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於一百零七年七月一日實施，並於本條例第三十四
條規定頇於一年內（一百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前）退休者才能請領補償金，顯不合法理。爰
此，應回復一百零八年七月一日以後退休者，仍可依法領取補償金。預估經費每年僅需二
十多億，此為維護政府威信及法律公平之必要支出。爰此，提出「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
遣撫卹條例」第四條、第三十四條、第三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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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四條、第三十四條、第三十
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第四條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

一、第一項第五款第一目酌刪

下：
一、退撫新制：指中華民國

下：
一、退撫新制：指中華民國

。
二、由於退撫新制的實施，造

八十五年二月一日起實施
之教育人員退休撫卹制度

八十五年二月一日起實施
之教育人員退休撫卹制度

成在民國八十四年七月一日
退撫新制實施前已經進入職

；該制度係由政府與教育
人員共同提撥費用建立公

；該制度係由政府與教育
人員共同提撥費用建立公

場的教師，因法制變動而造
成退休時，領取年資補償金

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以
下簡稱退撫基金）之「共

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以
下簡稱退撫基金）之「共

不公平，而有了經濟上的損
害，因此才有補償金（損失

同儲金制」。
二、本（年功）薪額：指教

同儲金制」。
二、本（年功）薪額：指教

補償）制度的設立；然教師
又於民國一百零八年七月一

職員依相關待遇法令規定
核敘薪點（額），並依行

職員依相關待遇法令規定
核敘薪點（額），並依行

日年金改革法案施行後取消
補償金，受到二度的損失，

政院核定薪點（額）之折
算金額。

政院核定薪點（額）之折
算金額。

實為不公平的待遇。
三、依「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

三、薪給總額慰助金：指教
職員退休或資遣當月所支

三、薪給總額慰助金：指教
職員退休或資遣當月所支

資遣撫卹條例」所設定之「
所得替代率」，月領的金額

領下列給與項目之合計數
額：

領下列給與項目之合計數
額：

不能超過替代率上限。因此
即便「補償金」依照原規定

(一)本（年功）薪額。
(二)學術研究加給或專業

(一)本（年功）薪額。
(二)學術研究加給或專業

領取，但受到「所得替代率
」上限限制，勢必導致已退

加給。
(三)主管職務加給。

加給。
(三)主管職務加給。

休且領「月補償金」者，因
為上限的規定而使得補償金

四、退休所得替代率（以下
簡稱替代率）：指教職員

四、退休所得替代率（以下
簡稱替代率）：指教職員

變成零元歸零，形成另一種
不公平，爰修正將月補償金

退休後所領每月退休所得
占最後在職同等級人員每

退休後所領每月退休所得
占最後在職同等級人員每

應排除於所得替代率之計算
。

月所領本（年功）薪額加
計一倍金額之比率。但兼

月所領本（年功）薪額加
計一倍金額之比率。但兼

領月退休金者，其替代率
之上限應按兼領月退休金

領月退休金者，其替代率
之上限應按兼領月退休金

之比率調整之。
五、每月退休所得，依教職

之比率調整之。
五、每月退休所得，依教職

員支領退休金種類，定義
如下：

員支領退休金種類，定義
如下：

(一)於支領月退休金人員
，指每月所領月退休

(一)於支領月退休金人員
，指每月所領月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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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加計公務人員保險
（以下簡稱公保）加

金（含月補償金）加
計公務人員保險（以

計公務人員保險（以
下簡稱公保）一次養

下簡稱公保）一次養
老給付優惠存款利息

老給付優惠存款利息
（以下簡稱優存利息

（以下簡稱優存利息
），或於政府機關、

），或於政府機關、
公立學校、公營事業

公立學校、公營事業
機構參加各項社會保

機構參加各項社會保
險所支領保險年金（

險所支領保險年金（
以下簡稱社會保險年

以下簡稱社會保險年
金）之合計金額。

金）之合計金額。
(二)於兼領月退休金人員

(二)於兼領月退休金人員
，指每月按審定比率

，指每月按審定比率
所領月退休金（含月

所領月退休金（含月
補償金），加計一次

補償金），加計一次
退休金及公保一次養

退休金及公保一次養
老給付優存利息或社

老給付優存利息或社
會保險年金之合計金

會保險年金之合計金
額。

額。
(三)於支領一次退休金人

(三)於支領一次退休金人
員，指每月所領一次

員，指每月所領一次
退休金優存利息，加

退休金優存利息，加
計公保一次養老給付

計公保一次養老給付
優存利息或社會保險

優存利息或社會保險
年金之合計金額。

年金之合計金額。
六、最低保障金額：指公務

六、最低保障金額：指公務
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

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
高級之本俸額與該職等一

高級之本俸額與該職等一
般公務人員專業加給合計

般公務人員專業加給合計
數額。

數額。
七、退離給與：指按公營事

七、退離給與：指按公營事
業機構移轉民營條例或其

業機構移轉民營條例或其
他退休（職、伍）、資遣

他退休（職、伍）、資遣
規定，辦理退休（職、伍

規定，辦理退休（職、伍
）、資遣或年資結算並領

）、資遣或年資結算並領
取相當退休（職、伍）金

取相當退休（職、伍）金
、資遣給與、年資結算金

、資遣給與、年資結算金
或離職給與等給付。

或離職給與等給付。
第三十四條

退休教職員因兼

具退撫新制實施前、後年資
而得依原學校教職員退休條

第三十四條

退休教職員因兼

一、第一項酌刪，增訂第四項

具退撫新制實施前、後年資
而得依原學校教職員退休條

及第五項條文。
二、補償金是該當事人依法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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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第二十一條之一第五項及
第六項規定核發補償金者，

例第二十一條之一第五項及
第六項規定核發補償金者，

有的權益，不得任意剝奪。
民國八十四年七月一日實施

仍依原規定核發。
本條例施行前已依原學

於本條例施行之日起一年內
退休生效時，仍依原規定核

退撫新制前，退休金由政府
全額負擔，而新制改為退撫

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二十一
條之一第五項及第六項規定

發。
本條例施行前已依原學

制度，由教育人員自提退休
金，且給付率減少，為了補

審定並領取補償金者，仍照
本條例施行前原適用之規定

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二十一
條之一第五項及第六項規定

償因上述制度改變，而產生
損失者設計「補償金制度」

發給。
前項人員已依原學校教

審定並領取補償金者，仍照
本條例施行前原適用之規定

。況且退休條件為政府與公
立學校教職員約定之工作條

職員退休條例第二十一條之
一第五項規定審定並領取月

發給。
前項人員已依原學校教

件的一部份，政府於民國八
十四年為實施退撫新制強制

補償金者，於本條例施行後
，以其核定退休年資、等級

職員退休條例第二十一條之
一第五項規定審定並領取月

換工作合約，此動作有猶如
政府片面違反工作合約勞動

，按退休時同等級現職人員
本（年功）薪額，依原學校

補償金者，於本條例施行後
，以其核定退休年資、等級

契約，所給予之補償，因此
補償金有如類似違約金之性

教職員退休條例第二十一條
之一第五項規定，計算其應

，按退休時同等級現職人員
本（年功）薪額，依原學校

質，且由政府編預算發給，
並不是由退撫基金中支出，

領之一次補償金，扣除其於
本條例施行前、後所領之月

教職員退休條例第二十一條
之一第五項規定，計算其應

發放補償金並不會造成退撫
基金損失，與退撫基金是否

補償金後，補發其餘額。無
餘額者，不再補發。

領之一次補償金，扣除其於
本條例施行前、後所領之月

破產無關。在 OECD 國家
，處理此類退休條件違約的

前項人員於本條例實施
前領取月補償金者，可選擇

補償金後，補發其餘額。無
餘額者，不再補發。

做法，就是提出補償。以智
利為例，自願轉換退休制度

依新制實施前之原條例繼續
月領，該補償金不納入所得

者，可以得到具補償金性質
的債券，該債券以每年實質

替代率內計算，並補發審定
書未實領之月補償金金額。

收益率 4%的利率增加，並
可在退休時兌現。

中華民國一零八年七月
一日以後退休且符合修正案

三、又「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
資遣撫卹條例」於民國一零

要件者應重新計算補償金並
予補發。

七年七月一日實施，並於該
條例第三十四條規定於一年
內（民國一零八年六月三十
日前）退休者才能請領補償
金，明顯不合法理。

第三十九條

退休教職員每月

第三十九條

退休教職員每月

一、第一項第二款酌刪。

退休所得依第三十六條規定
調降優存利息後，仍超出附

退休所得依第三十六條規定
調降優存利息後，仍超出附

二、所得替代率應無法含括月
補償金，二者性質應非屬相

表三所定各年度替代率上限
者，應依下列順序，扣減每

表三所定各年度替代率上限
者，應依下列順序，扣減每

同。依「公立學校教職員退
休資遣撫卹條例」所設定之

月退休所得，至不超過其替
代率上限所得金額止：

月退休所得，至不超過其替
代率上限所得金額止：

「所得替代率」，月領的金
額不能超過替代率上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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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每月所領公保一次養老
給付或一次退休金優存利

一、每月所領公保一次養老
給付或一次退休金優存利

此即便「補償金」依照原規
定領取，但受到「所得替代

息。
二、退撫新制實施前年資所

息。
二、退撫新制實施前年資所

率」上限限制，勢必導致已
退休且領「月補償金」者，

計得之月退休金。
三、退撫新制實施後年資所

計得之月退休金（含月補
償金）。

因為上限的規定而使得補償
金變成零元歸零，形成另一

計得之月退休金。
退休教職員每月所領退

三、退撫新制實施後年資所
計得之月退休金。

種不公平，爰修正將月補償
金應排除於所得替代率之計

休所得，依第三十七條或前
條規定計算後，有低於最低

退休教職員每月所領退
休所得，依第三十七條或前

算。

保障金額者，支給最低保障
金額。但原金額原即低於最

條規定計算後，有低於最低
保障金額者，支給最低保障

低保障金額者，依原金額支
給。

金額。但原金額原即低於最
低保障金額者，依原金額支

前項所定最低保障金額
，於選擇兼領月退休金者，

給。

依其兼領比率計算。

，於選擇兼領月退休金者，
依其兼領比率計算。

前項所定最低保障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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