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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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3月16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7999 號

案由：本院委員葉毓蘭等 16 人，為提供公私立學校教職員及公務人
員退休金安全穩定之資金運用與投資選擇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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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條及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公立學校教職員及公務人員退休撫卹資遣相關法規修正通過後，自民國 107 年 7 月 1 日施
行迄今，致退休所得減少，並有受詐騙及不善理財之風險，進而影響老年經濟安全與生活
保障，乃至影響社會安定，或縮減消費行為，不利民生經濟。
二、本案僅係提供已退休之公立學校教職員及公務人員資金投資運用管道，選擇存入私校退撫
儲金納入管理，並依規定採行保守、穩健、積極等三種自主投資組合方式，而盈虧亦由該
等人員自負，以增加退休所得收益及避免通貨膨漲造成實質所得減少之風險，並可藉由分
期請領方式，增加退休金運用彈性，避免理財不當造成損失，亦不會因此增加各級學校或
政府機關財政負擔，更能擴大私校退撫儲金規模，可達政策雙贏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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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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條及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第二十條

條

文

退休金給付方式如

現

行

第二十條

條

文

說

明

退休金給付方式如

公立學校教職員及公務人員退

下：
一、未滿十五年，給與一次

下：
一、未滿十五年，給與一次

休撫卹資遣相關法規修正通過
後，自民國一百零七年七月一

給付。
二、任職十五年以上，由教

給付。
二、任職十五年以上，由教

日施行迄今，原核給之公保養
老及退休金，已依法陸續不能

職員就下列退休給與，擇
一支領之：

職員就下列退休給與，擇
一支領之：

辦理或減少優惠存款本金額度
，致退休所得減少，並有受詐

(一)一次給付。
(二)定期給付。

(一)一次給付。
(二)定期給付。

騙及不善理財之風險，進而影
響老年經濟安全與生活保障，

(三)兼領一次給付及定期
給付。得兼領比例之

(三)兼領一次給付及定期
給付。得兼領比例之

乃至影響社會安定，或縮減消
費行為，不利民生經濟。又儲

基準，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基準，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金管理會提供之定期給付制度
納入已退休之公立學校教職員

一次給付，以教職員個
人之退撫儲金專戶本息及依

一次給付，以教職員個
人之退撫儲金專戶本息及依

及公務人員，僅係提供資金投
資運用管道，而盈虧亦由該等

本條例施行前任職年資應給
付退休金之總和一次領取。

本條例施行前任職年資應給
付退休金之總和一次領取。

人員自負，並不因此增加各級
學校或政府機關財政負擔，更

定期給付，由教職員以
一次給付應領取總額，投保

定期給付，由教職員以
一次給付應領取總額，投保

能擴大私校退撫儲金規模，可
達政策雙贏目標，提供公立學

符合保險法規定之年金保險
或由儲金管理會提供分期請

符合保險法規定之年金保險
或由儲金管理會提供分期請

校教職員及公務人員安全穩定
的投資選擇機會，爰增訂第十

領之設計，作為定期發給之
退休金。

領之設計，作為定期發給之
退休金。

項。

選擇前項由儲金管理會
提供之定期給付，應由儲金

選擇前項由儲金管理會
提供之定期給付，應由儲金

管理會於本條例中華民國一
百零八年四月九日修正之條

管理會於本條例中華民國一
百零八年四月九日修正之條

文施行之日起六個月內，設
計不同收益、風險之投資標

文施行之日起六個月內，設
計不同收益、風險之投資標

的組合，提供教職員選擇，
並應自負盈虧；其定期給付

的組合，提供教職員選擇，
並應自負盈虧；其定期給付

實施、請領方式及其他相關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實施、請領方式及其他相關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擇領或兼領定期給付人

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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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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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繳足購買第三項規定之年
金保險。

次繳足購買第三項規定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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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條例施行後退休、資

四、盡力職務，積勞過度。
本條例施行後退休、資

遣教職員，得繳回原領退休
金、資遣給與，依第三項及

遣教職員，得繳回原領退休
金、資遣給與，依第三項及

第四項規定辦理分期請領。
公務人員及公立學校教

第四項規定辦理分期請領。

職員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
卹法或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
資遣撫卹條例規定所領之一
次退休金，及依公教人員保
險法規定所領之一次性養老
給付準用前項之規定。
第二十五條 除前條所定利用
職務上機會犯罪，經判決確

第二十五條 除前條所定利用
職務上機會犯罪，經判決確

考量本條例第二十條第三項已
於中華民國一零八年五月一日

定者外，符合離職、資遣教
職員，得不領取其依規定核

定者外，符合離職、資遣教
職員，得不領取其依規定核

修正發布施行，第一項配合酌
作文字修正。

發之離職或資遣給與，於年
滿六十歲之日起由儲金管理

發之離職或資遣給與，於年
滿六十歲之日起由儲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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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發還其未領取離職或資遣
給與本息，或得準用第二十

會發還其未領取離職或資遣
給與本息，或得準用第二十

條第三項規定辦理。
前項人員於未滿六十歲

條第三項規定辦理年金保險
。

前亡故，其未領取離職或資
遣給與本息，由儲金管理會

前項人員於未滿六十歲
前亡故，其未領取離職或資

一次發還其遺族領取；遺族
領受範圍、順序及比率，依

遣給與本息，由儲金管理會
一次發還其遺族領取；遺族

民法之規定辦理。
第一項人員辦理年金保

領受範圍、順序及比率，依
民法之規定辦理。

險者，其遺族之範圍、順序
及領受比例，依年金保險契

第一項人員辦理年金保
險者，其遺族之範圍、順序

約之約定；未約定者，依民
法之規定辦理。

及領受比例，依年金保險契
約之約定；未約定者，依民
法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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