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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勞工退休金制度的好壞，與勞工退休後的生活品質息息相關。在人口老化程

度越來越高的情況下，如何安置退休後勞工的老年生活，給予他們有保障的未來

更是刻不容緩的問題。而政府為了改善以往勞動基準法惠而不實的制度，落實照

顧勞工的社會福利政策，於九十四年七月一日開始實施勞工退休金條例。但是政

府對於新制實施之前的受雇勞工是採取新、舊制雙軌並行的制度，所以勞工可以

在新、舊制之間二選一，而勞工該怎麼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制度更是讓其傷透了

腦筋。 

    本文從舊制勞動基準法和從新制勞工退休金條例中，對兩種制度加以分析、

回顧。並以模擬的方式，在考量勞工的年資長短及將來考不考慮換工作和新舊制

退休金的所得替代率來分析勞工應選擇哪種退休制度最適合。因此，本文讓勞工

參考在不同的情形下如何讓自己的退休金達至最有利。 

 

關鍵字：勞動基準法、勞工退休金條例、確定給付制、確定提撥制、所得替代率 

 

 

 

 

 

 

 

 



我國勞工退休體制下新制與舊制之探討 

                                    ii       逢甲大學學生報告 ePaper(2005年) 

目    錄 

章節次                                         頁次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1 

第二節 研究目的······························································3 

第三節 研究流程······························································4 

第四節 研究方法······························································5 

第二章 理論基礎與文獻回顧··············································· 6 

第一節 退休金的基本概念 ················································6 

第二節 勞工退休金的給付型態 ·········································9 

第三節 文獻回顧····························································11 

第三章 新舊制勞工退休金之內涵及剖析························· 16 

第一節 舊制勞基法退休金之內涵解析 ·····························16 

第二節 新制勞工退休金之內涵解析 ································18 

第三節 新舊制度之比較··················································20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分析 ····················································· 22 

第一節 影響新舊制選擇的因素 ·············································22 

第二節 轉換工作與勞退新舊制選擇之分析··························25 

第三節 不同勞工退休金制度下勞工所得替代率之比較 ······32 



我國勞工退休體制下新制與舊制之探討 

                                    iii       逢甲大學學生報告 ePaper(2005年)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 37 

第一節 結論 ············································································37 

第二節 建議 ············································································39 

 

參考文獻··············································································· 40 

 

 

 

 

 

 

 

 

 

 



我國勞工退休體制下新制與舊制之探討 

                                    iv       逢甲大學學生報告 ePaper(2005年) 

表 目 錄 

表次                                           頁次 

表 1-1 老年人口比例 ·······························································1 

表 1-2 老年人口依賴比、老化指數···········································2 

表 2-1 確定給付制與確定提撥制之比較 ····································9 

表 3-1 新舊勞工退休金制度比較···················································20 

表 4-1 個人面臨選擇新、舊制及未來轉換工作之矩陣圖 ············25 

表 4-2 甲(選擇舊制、不換工作)退休金換算試算表 ·····················26 

表 4-3 乙(選擇舊制、轉換工作)退休金換算試算表 ·····················28 

表 4-4 丙(選擇新制、不換工作)退休金換算明細表 ·····················29 

表 4-5 丁(選擇新制、轉換工作)退休金換算明細表 ·····················30 

表 4-6 不同年度退休金所得替代率之模擬分析 ···························33 

表 4-7 不同勞工退休金制度下勞工所得替代率之比較················35 

 

 

 

 

 

 

 



我國勞工退休體制下新制與舊制之探討 

                                    v       逢甲大學學生報告 ePaper(2005年) 

圖 目 錄 

圖次                                           頁次 

圖 1-1 本文之研究流程 ····························································4 

圖 2-1 老年所得的三層保障 ·····················································6 

圖 2-2 消費理論之人生過程儲蓄說···········································7 

圖 4-1 退休金新舊制選擇決策圖消 ···············································22 

圖 4-2 甲(選擇舊制、不換工作)情境圖 ········································26 

圖 4-3 乙(選擇舊制、轉換工作)情境圖 ········································27 

圖 4-4 丙(選擇新制、不換工作)情境圖 ········································29 

圖 4-5 丁(選擇新制、轉換工作)情境圖 ········································30 

圖 4-6 所得替代率之比較 ······························································35 

 

 

 

 



我國勞工退休體制下新制與舊制之探討 

                                    1       逢甲大學學生報告 ePaper(2005年)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生老病死」是人生的過程，但因為現今生化科技、醫療保健技術及生活水

準的提高，一般人退休後的壽命越來越長使得老年人口不斷的增加。依聯合國世

界衛生組織的定義，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達7％以上，即稱為「高齡化社

會」，由表1-1可看出人口高齡化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而我國在過去10年以來

老年人口比率增加快速，故現今最急切的是提供適當的社會經濟安全制度。 

 

表1-1：老年人口比例 

單位：％ 

年別 台灣 美國 日本 韓國 德國 法國 英國 

83年 7.4 12.6 14.1 5.7 15.3 14.6 15.7 

84年 7.6 12.7 14.5 5.9 15.5 14.8 15.7 

85年 7.9 12.7 15.4 6.1 15.6 15.1 15.7 

86年 8.1 12.6 15.7 6.4 15.7 15.3 15.7 

87年 8.3 12.5 16.2 6.6 15.9 15.5 15.7 

88年 8.5 12.5 16.7 6.9 16.1 15.7 15.6 

89年 8.6 12.4 17.4 7.2 16.4 15.8 15.6 

90年 8.8 12.4 18.0 7.6 17.1 15.9 15.8 

91年 9.0 12.4 18.5 7.6 17.5 16.0 16.1 

92年 9.2 12.4 19.0 8.3 18.0 16.1 16.0 

93年 9.5 ⋯ 19.5 ⋯ ⋯ 16.1 ⋯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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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表1-2可得知老年人口依賴比和老化指數的比例越來越高，這個現象

將會造成未來人口的負擔，故為了使得勞工在年老退休後還能維持一般的消費水

準以及減少未來人口的經濟負擔。所以健全的勞工退休金制度對於勞工退休後的

生活就顯得相當重要。 

表1-2：老年人口依賴比、老化指數 

單位：人；％ 

年 底 人 口 數 
年 別 

0∼14歲 15∼64歲 65歲以上 

老年人口 

依賴比 
老化指數 

83年 5,169,581 14,445,937 1,562,356 10.8 30.2 

84年 5,076,083 14,650,294 1,631,054 11.1 32.1 

85年 4,982,543 14,851,282 1,691,608 11.4 34.0 

86年 4,914,280 15,076,479 1,752,056 11.6 35.7 

87年 4,815,400 15,302,960 1,810,231 11.8 37.6 

88年 4,734,596 15,492,319 1,865,472 12.0 39.4 

89年 4,703,093 15,652,271 1,921,308 12.3 40.9 

90年 4,661,884 15,770,327 1,973,357 12.5 42.3 

91年 4,598,892 15,890,584 2,031,300 12.8 44.2 

92年 4,481,620 16,035,196 2,087,734 13.0 46.6 

93年 4,387,082 16,151,565 2,150,475 13.3 49.0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2005） 

說明：1. 老年人口依賴比＝65歲以上人口數 ÷ 15∼64歲以下人口數 × 100 

      2. 老化指數＝65歲以上人口數 ÷ 0∼14歲以下人口數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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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根據行政院勞委會提出，台灣中小型企業平均存活期間約為 13 年、員工平

均在職年資約為8.3年。在過去舊體制下絕大多數的勞工幾乎很少有機會能領到

退休金。所以在舊制之勞基法實施二十餘年後，民國九十四年七月一日新制的勞

工退休金條例正式開始實施，而勞工的退休金從過去跟著雇主走到現在改為跟著

勞工跑的個人式帳戶制，以後退休的勞工就不必害怕換工作而領不到退休金了。

所以對於已經工作有些許年數的勞工來說，應如何選擇適合自己的退休金制度來

保障自身權益，讓其在退休後的經濟生活更有保障是個很重要的議題。本研究針

對勞工的年資及將來考不考慮換工作和新舊制退休金的所得替代率加以分析，在

什麼情況下勞工可選擇到最適的退休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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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流程 

 

 

 

圖1-1 本文之研究流程 

 

新舊制勞工退休金理論基礎 

新舊制差異比較 

舊制勞基法之確定給付制 新制勞工退休金之確定提撥制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將來是考慮轉換工作 

勞工新舊制選擇分析

勞工年資的所得替代率 

初步文獻探討

分析研究結果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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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 

    主要利用圖書館以及網路資源蒐集相關的書籍、國內外文獻、論文和期刊

等，進行資料的歸納、分析和比較，藉以了解新舊制的差異和會影響勞工退休金

多寡的變數。 

 

二、情境模擬分析法： 

首先先將勞工的工作情境設定，再根據會影響勞工退休金的變數來設置自變

數，並加以分析應變數之數值，藉以判斷其應選擇新制或是舊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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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層

 企  業  年  金 

第二層 

個 人 年 金

政  府  年  金 

第一層

第二章   理論基礎與文獻回顧 

   本章對勞工退休金制度、概念、及理論，作一番歸納整理與介紹，針對退休

金新舊制之利弊加以探討，藉以了解勞工退休金制度的發展與趨勢。 

 

第一節 退休金的基本概念 

世界銀行於1994年曾提出解決老年所得的三層保障（圖2-1）：第一層政府

年金屬於社會基礎保險制度，是為了滿足國民基本生活的需求，例如我國的全民

健保、國民年金。第二層企業年金屬於雇主的責任，所以需提供勞工福利並使得

勞資關係更加和諧，例如勞工保險、企業退休金制度。第三層屬於個人理財規劃

管理，例如商業年金保險。而近年來各國對於勞資關係以及維持勞工老年退休後

的生活越來越重視。 

 

 

 

 

       

 

 

 

 

 

圖2-1 老年所得的三層保障 

資料來源：曾真育（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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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 

年齡

消費

所得

柯木興（2002）提到退休金的理論基礎是建立在兩個消費理論及四個退休金

理論上： 

一、永久所得稅說： 

此理論主張只要人活著皆涉及到消費，而永久所得才能使勞工維持一定的消

費水準。 

二、人生過程儲蓄說： 

此消費理論主張個人的所得在人生的過程中式呈現拋物線狀（圖 2-2），在

早年與晚年因生產力低而導致所得較低，而在中年因生產力高為所得的高峰期。

但是另一方面，人一生的消費水準隨年齡之漸增呈遞增的直線。所以此理論主要

在強調消費者做長期的儲蓄與消費決定時，通常會將其終身所得適當的分配到每

一期去消費及儲蓄，使其終身總效用達至最大化。 

 

 

 

 

 

 

圖2-2 消費理論之人生過程儲蓄說 

資料來源：于泳泓（2004） 

三、商業權宜概念： 

此為一種功勞報酬的概念，也就是將勞工的退休金視為雇主對長期服務勞工

的一種賞金，又稱為賞金理論。其給付的決定權掌握在雇主手上，而退休金的多

寡則視員工對公司的貢獻，此種理論將退休金當作是一種獎勵或酬賞，與員工退

休後的生活保障較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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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力折舊理論： 

此理論是退休金為一種社會責任，因為人的生命有限所以將員工的人力價值

比喻像長期使用廠房或機器，提列折舊來當作生產成本分攤，此種理論將退休金

當作是雇主原本就應負責的社會責任。 

五、延期工資理論： 

此為將退休金給付視為實質工資的一部份。因為勞工對現金工資增加與退休

金制度兩者間具有選擇權，若選擇退休金制度則將退休金給付視為雇主支付勞工

的一種遞延工資，所以員工可以規劃退休後的消費且亦可節稅。因此，此理論既

符合雇主管理上的需要也符合員工退休後將所得再分配利用。 

六、激勵理論： 

此理論認為勞工退休金是一種給予優良績效員工的獎勵，以此來增加員工的

生產力或減少雇用成本，所以這是以退休金為給付的獎勵讓員工提供連續性的服

務，使得公司經營的投資報酬率增加並以此獲利作為此退休金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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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勞工退休金的給付型態 

    符寶玲（2001）提到勞工退休金的給付型態主要可分為確定給付制和確定提

撥制兩個型態，政府在制訂勞基法和勞工退休金條例時都是在這兩大體系中擇一

執行。以下將討論兩種給付型態的意義和表2-1的比較。 

 

一、確定給付制： 

員工的退休金是依據公式所決定的，然而在此制度下的退休金雇主所應給付

的退休金額多寡無法預知，因為工作年資的長短、薪資的成長情形、資金的投資

報酬率、員工的異動率等因素都會影響雇主的成本且費用完全由雇主負擔並且採

一次支付，若太多員工同時退休的話會造成雇主龐大的財務負擔，例如目前台灣

的勞基法。 

二、確定提撥制： 

  員工的退休金在就職期間，由雇主依勞工薪資每月提撥一定的比例費用，存

入每位員工各自的帳戶中，提存的比率根據薪資、年資、雇主的盈餘等因素而定，

至於勞工退休時可以有多少退休金則無法事先得知，等員工退休或離職後即提領

帳戶中之退休金作為退休養老之用，此制度又稱為獨立帳戶計畫。 

 

表2-1 確定給付制與確定提撥制之比較 

項目 確定給付制 確定提撥制 

勞退制度 勞動基準法 勞工退休金條例 

主要精神 
雇主承諾依公式支付金額的退

休金 

雇主於員工在職任內固定提撥

一定比例費用制帳戶當退休金

帳戶 無個人帳戶 有個人帳戶 

雇主成本 變動 固定 

服務年資 累計服務年資 過去服務年資不可合併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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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撥方式 
雇主在員工退休時一次支付一

定金額的退休金 

雇主在員工工作期間定期提撥

一定金額至員工個人帳戶 

投資風險 雇主承擔 員工承擔 

倒閉風險 公司倒閉後領不到退休金 公司倒閉後可以領到退休金 

員工離職 

非可攜帶式退休金，只要年資

不夠就離職則領不到退休金 

可攜帶式退休金，員工離職後

個人式帳戶中之退休金可攜至

下個公司 

通膨風險 

因退休金是以退休時的平均薪

資計算，可避免通膨的風險 

因退休金是每月按薪資提撥固

定比率，以年金未來值來看，

通膨的風險大，除非透過高投

資的報酬才可避免 

節稅 

沒有節稅的作用 因員工可自提最高至6％的薪

資至個人帳戶當退休金，並不

算在薪資內，故可節省綜合所

得稅的支付 

資料來源：郝充仁（1999），陳信忠（2004），曾真育（2005）及本研究彙總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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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文獻回顧 

 在就我國新、舊勞退制度進行探討前，本研究先就國內相關之文獻進行整

理，而更能了解國內勞退制度的相關研究，因此本研究將分別從國內碩博士論文

與相關期刊文獻進行整理，其內容如下： 

 

一、論文文獻 

張熒真 (2001)文中提到勞工必須在同一事業單位滿 15 年方可領取退休

金，但中小企業存活年限大多低於 15 年，服務年資的限定導致即使終身努力，

也可能因年資無法連續，而不能領取退休金。現行確定給付基數型退休金制度提

撥計算方式過於複雜，新制採「確定提撥制」提撥金額確定，雇主固定按月之題

撥方式，易於成本管理，有利勞動資源流動，對勞工而言，勞工於不同事業單位

之年資均可合併計算，可增進勞工工作意願。 

退休金制度上主要兩大類型「確定給付制」與「確定提撥制」，前者是依據

一定的工作年資其薪資基數等因數決定最後的給付金額，因此提撥不足的風險是

由雇主負擔，後者是根據固定金額或薪資一定的比率按期提撥，因此退休金多寡

與提撥金額大小及基金運用好壞有很大影響，受雇員工必須自身承擔運用失敗的

風險。針對「確定提撥之個人帳戶制」，建議龐大的退休基金應開放由民間經營

以增加營運績效，並主張民間基金管理公司與人壽保險之發展。民營化的退休金

制度在社會安全體系當中越形重要，我國的勞退基金目前均由政府單位經營，具

獨佔性與缺乏競爭性，往往易造成經營效率不彰，投資態度保守易影響收益。 

 

蔡易坣 (2004)提及我國近年來老年人口比率增加迅速，在1993年9月的老

年人口比率就已達7%以上，正式邁入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HO）所界定之高齡

化社會，直至2005年2月底更達9.54%（共增加2.54%）；然而我國的生育率卻

由1994年的為1.76人下降至2004年的1.24人。由這些數據可看的出來，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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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的退休金制度是當務之急。其在文中提到「每年平均調薪率」愈高者，對選

舊制者較有利；而「每年平均提撥率」及「退休前投資報酬率」愈高者，則選擇

新制愈有利；「退休後投資報酬率」、「退休後通貨膨脹率」、「最適所得替代

率」等，則對選制無任何影響。另外，「每年平均調薪率」愈低者，其所得替代

率愈高。提供勞工一套退休理財規劃方案予勞工們參考。 

 

陳信忠 (2004)談到自勞基法實施以來，勞工往往達不到「勞基法」規定的

退休條件，導致無法領到退休金，因而產生許多爭議，因此進行改革，於 2004

年6月11日立法三讀通過《勞工退休金條例》，勞工退休金條例採『可攜式個人

帳戶年金制』為主和『年金保險制』為輔的雙軌並行制。 

為了解在各種情形下，何種制度最有利？以模擬方式，假設在不同投資報酬率

下，考量薪資變動率、工作年資及勞工提撥率下的退休金累積情形對新舊制做比

例分析，並由所得替代率觀點來了解新舊制的差異進而由勞工保險的老年給付加

上可攜式勞工退休金與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加上勞基法勞工退休金的所得替代率

加以分析。 

新制強調可攜性，降低領不到退休金的風險，卻必須承擔所有財務投資風

險，面臨薪資調幅越大，相對投資報酬率也要增加，才可以達到舊制的水準。而

最佳方式是勞工在自行額外提撥或延長工作年資。實施初期將會對企業產生衝

擊，擔心新制實施，將有企業選擇變相減薪或關廠來規避退休金提撥，將影響勞

工權益。選擇年金保險制勞工可能另外享用醫療險、意外險或團體險等保障，並

可保障勞工退休後收入固定。而企業將可以獲得保險公司或其他金控成員資源，

使企業主在財務槓桿運作上更靈敏。工作年資超過１５年以上，建議適用舊制。

但勞工必須自行衡量公司可能面臨倒閉風險。 

 

曾真育 (2005)文中提到由人口趨勢可知，總生育率不斷，而65歲以上老人

佔總人口比例不斷上升，養兒可能無法防老，應積極探討在不同條件下，如何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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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最有利之退休金制度。 

工資對多數勞工來說，選擇勞工退休金條例個人帳戶較有保障。如能爭取到

較高的成長率與雇主提撥比率，則可獲得較高額的退休金給付。另勞工應把握自

願提撥之稅賦優惠，兼及規劃個人年金保險，以彌補所得替代率之差額。對雇主

而言，則可求取更大的經營效益。對政府而言，取消退休金制度二年定期存款之

利率保證，降低國庫之負擔。企業年金中之勞動基準法的退休金制度是「確定給

付」，可領的金額較多，可是能領到的比率卻很少。至於勞工退休金條例退休金

制度是「確定提撥制」，可使雇主退休金成本確定外，保障自由轉換工作之權力。

勞工退休金條例以年金給付為主，一次金給付為輔，能確保老年生活長期穩定。 

 

許秋月(2005)提及勞退新制主要是改善勞基法所定的退休金制度的缺失，在

制度上優於舊制，同時為了不損及舊制既有勞工權益之下允許新舊兩制並行，由

勞工自行選擇。對於勞退金新舊制的選擇，首先要考慮的是勞工自己會不會換工

作、企業能否永續經營這兩個因素來考量，還要注意到雇主退休金的提撥情形。

新舊制度上最大的差異點在舊制採確定給付制，退休金的所有權屬於雇主；新制

則採確定提撥型的個人帳戶，個人帳戶所有權歸員工，是可攜式的，換工作不受

影響。 

 

二、期刊文獻 

Leora and Anthony (2005)退休金的給付型態分為確定給付退休金計畫及確

定提撥退休金計畫。退休制度須依賴穩定成長的經濟環境方能持續運作，當經濟

成長衰退、經濟活動減少，領受年金人數增加，會早成沉重的財務負擔。從1980

年代早期至今，採用確定給付退休金計畫已經不普遍，然而取而代之的是確定提

撥退休金計畫。以前的研究顯示確定給付退休金計畫，會存在著一個誘因使員工

在某一時點退休，促使美國退休年齡下降。而在確定提撥退休金計畫與確定給付

退休金計畫比較下，確定提撥退休金計畫卻無此種誘因。因此，退休金結構的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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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發展能夠幫助解釋近來退休年齡上升的情況。 

 

王儷玲 (2005)一文中提到頒訂《勞工退休金條例》後，由於勞工在勞退新、

舊制下可以領取的退休福利不同，將產生：（1）舊制有領不到退休金的風險；（2）

新制保證領到退休金，但有投資風險⋯等風險，且新、舊制福利保障並不同，因

此，選擇新、舊制將影響到勞工的權益。一般而言，較年輕、換工作機率大、退

休前在職公司可能破產或歇業、舊制退休金基數已達 45 個基數上限者應選新

制。而快退休、退休前不在考慮換工作、且在職公司財務健全者應該選舊制。 

 

勞動保障雙月刊 (2005a) 在「你該選新制？還是選舊制？」文中提到勞退

新制開始實行後，勞工最煩惱的就是到底適合使用舊制或是新制。然而，需要評

估再做出決定才能保障自己的權利。勞工們應該掌握下面3個原則來衡量選出最

適合的制度。（1）是否換工作；（2）公司是否能永續經營；（3）雇主是否有提撥

退休金。年資1年、5年應選用新制；10年則需視情況而定。一般而言，如果勞

工已50歲左右，工作年資滿10年，已將符合勞基法55歲，年資15年的退休條

件時，應考量公司的狀況，如果狀況良好，確定領得到退休金，則選舊制比較有

利，反之，則應選擇新制。但勞工朋友年齡僅40歲或30歲時，離退休資格還有

一段長的時間，如果公司的狀況不是很有把握， 仍然是以選擇新制為宜。 

而在勞動保障雙月刊 (2005b)「勞工自提 6%退休金到專戶好處多多」一文

中提及新制對於勞工退休保障多了一層保護，以前勞工都要擔心未來退休時是否

領的到退休金。但現在勞退新制實行，有自願提繳退休金的優惠方案，讓勞工朋

友不僅可以節稅，未來也不必擔心退休後沒錢，可以清閒過日子。而且此制實施

後也可以提升勞工工作的意願，讓我國經濟愈來愈繁榮。即便勞退新制有眾多的

好處，但一定會面臨到一些阻力、困難，該如何化解則有待政府跟政府官員一起

努力，讓此制度可以很快上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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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宛瑜 (2005)強調勞退新制的實施，挾帶的風險包括：（1）勞退新制缺乏

核退機制；（2）勞退準備金之領回；（3）澄清勞資合意結清舊年資之疑義；（4）

有關委任經理人的勞退；（5）勞資雙方對薪資的認定爭議；（6）勞退新制帶來薪

資結構的重大調整；（7）年金保險市場仍有限。勞退新制的實施，使得許多勞工

開始對本身退休金權益更加重視，也為我國的勞動市場結構帶來深遠的影響，相

信往後將會帶來更多的效應。若勞資雙方未能事前做好溝通，在雙方認知有差異

下，容易發生紛爭及產生嫌隙。勞退新制對福利優厚的大企業帶來的衝擊相對較

小，衝擊較大的反而是資金、資源有限的中小型企業。對雇主而言，人事成本增

加將造成其負擔，但，無論勞退新制實施後，公司選擇要結清舊年資與否，或是

要調整薪資結構或採取任何的作法，都應該對員工採取公開坦承的方式，而非讓

員工事後發現有所不同，才能將勞資雙方的爭議降至最低。 

 

郭俶真 (2005)提到勞退新制自七月啟用以來，雖事前有所規劃，但是新制

執行後許多相關或延伸出的問題亦一一浮現。就雇主角度而言，政府明訂企業提

撥6％的勞工退休金給員工，對於大企業成本的負擔較有限。而對於中、小型企

業來說就有很明顯的人事成本負擔。至於在結清舊年資方面，多數的大企業並不

愛採用，因為除了會早成短期公司現金流量的問題之外也容易使人才跳槽到其他

的公司。而對於中、小型企業來說，多採行合意終止，透過溝通與協調來降低退

休金發放的比例。整體而言，勞退新制對勞工是利多於弊，但是對於出資的企業

不論在執行上或人事成本部分皆需要有一套自己的因應之道，所以當務之急就是

希望政府可以提出一套完整的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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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新舊制工退休金之內涵及解析 

世界上第一個退休金計劃是由美國在 1776 年所創立的，是一種定期給付的

固定金額。我國的自1984年7月30日公佈實施勞動基準法，勞基法規定勞動條

件最低標準，其目的為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2005

年7月1日在勞工退休金制度上是一個重要的日子，主要是改善勞基法所定的退

休金制度的缺失，因為勞工退休金從 1984 年開始實施勞動基準法的確定給付

制，走向勞工退休金條例的確定提撥制。故在制度上新制優於舊制，同時為了不

損及舊制既有勞工權益之下允許新舊兩制並行，由勞工自行選擇。所以目前我國

勞工退休金制度有確定給付制與確定提撥制兩大體系。 

在一個新制度的開始，有許多勞工對於兩者之間的差異並不清楚，且對於舊

有的勞工來說在兩個不同制度下，該如何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退休金制度變成了

現今非常重要的課題。 

 

第一節 舊制勞基法退休金內涵解析 

  所謂舊制退休金，意指民國 73 年所頒布之「勞動基準法」中，對勞工退休

金保障之規範，其請領退休金之條件有自請退休及強制退休兩種。其相關內容說

明如下： 

一、制度種類： 

採用確定給付制，由雇主平時以事業單位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之名

義，專戶提存於中央信託局。 

二、勞工退休金舊制請領條件： 

自請退休與強制退休之差異在於自請退休的權利在於員工，員工提出時雇主

無權拒絕；而強制退休的權利則在雇主，雇主要求員工退休時員工無權拒絕。 

（一）自請退休：同一事業單位工作滿15年以上，且年滿55歲者；同一事業單     

位工作滿25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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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強制退休：年滿60歲；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不堪勝任工作者。 

三、年資計算方式：  

工作年資之計算以同一事業單位為限，因離職或事業單位關廠、歇業而另就

新職時，工作年資及重新計算。 

四、退休金來源： 

雇主負擔以勞工每月工資總額之2％至15％為提撥基準，但提撥需考慮的因

素有工作年資、薪資結構、近五年勞工流動率和今後五年退休勞工人數。而勞工

本身不需要負擔退休金之提撥。 

五、退休金請領方式： 

以一次給付方式給予。 

六、舊制勞工退休金計算方式：退休金＝年資 × 基數 

（一）年資計算：按工作年資計算，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滿半年者以一年計，  

但是以同一事業單位為限。 

（二）基數計算：每滿一年給2個基數，超過15年每滿1年給1個基數，最高

總數以45個基數為限。 

（三）基數金額：以退休前六個月平均工資計算之。 

七、其他： 

強制退休之勞工，其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係因執行職務所致者，雇主須依前

項規定加給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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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新制勞工退休金條例內涵解析 

「勞工退休金條例」其對勞工的最大好處為換工作時退休金仍能累積，年資

之計算不再受限於須屬同一事業單位，即使日後公司經營不善，因每個月退休金

皆已實際撥入勞工名下的退休金帳戶，勞工再也不用擔心領不到退休金。而新制

中包含了可攜式個人帳戶年金制和年金保限制，本文僅針對可攜式個人帳戶年金

制度加以探討。其相關內容說明如下： 

一、制度種類：  

採用確定提撥制，由雇主平時為勞工提存退休金或保險費，以個人帳戶至為

主。 

二、勞工退休金新制請領條件： 

只要年滿60歲皆可向勞保局申請領取退休金。 

三、年資計算方式： 

工作年資之計算不以同一事業單位為限，不因離職轉換工作或事業單位關

廠、歇業而領取不到退休金。 

四、退休金來源： 

雇主每月負擔之提撥率為不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的 6%。勞工在每月工資 6%的

範圍內可自願提繳，且其自提部分可自當年度之綜合所得淨額中扣除，有稅賦優

惠。 

五、退休金請領方式： 

可領月退休金或一次給付退休金。勞工於請領退休金前死亡者，應由其遺屬

或指定請領人請領一次退休金。 

（一）月退休金：勞工年滿60歲，工作年資滿15年以上者。 

（二）一次給付退休金：勞工年滿60歲，工作年資未滿15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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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制勞工退休金計算方式： 

（一）月退休金：以個人退休金帳戶的本金和累積收益為基礎依據平均餘命及利

率等因素計算。 

（二）一次給付退休金：一次領取勞工個人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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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新舊制勞工退休金之比較 

從前兩節對我國退休金新、舊制的解析中，了解到勞工新、舊制度上有許多

不一樣的地方，故就新、舊勞工退休金制度中的法規、制度、年資採計、領取方

式、提存帳戶、保管單位、給付標準、領去退休金之要件、雇主負擔多寡、勞工

負擔多寡以及員工自提的賦稅優惠等製成表格加以比較（表3-1）。 

 

表3-1 新舊勞工退休金制度比較 

法規 舊制之勞動基準法 新制之勞工退休金條例 

制度 確定給付制 確定提撥制 

年資採計 
工作年資採計以同一事

業單位為限 

工作年資不以同一事業單位

為限 

領取方式 一次領退休金 領月退休金或一次退休金 

提存帳戶 企業帳戶 勞工個人帳戶 

保管單位 中央信託局 勞保局 

給付標準 

按工作年資，每滿一年

給與兩個基數。但超過

十五年之工作年資，每

滿一年給與一個基數，

最高總數以四十五個基

數為限。 

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

滿半年者以一年計。 

（1）月退休金：勞工個人之

退 休 金 專 戶 本 金 及 累 積 收

益，依據年金生命表，以平均

餘命及利率等基礎計算所得

之金額，作為定期發給之退休

金。 

（2）一次退休金：一次領取

勞工個人退休金專戶之本金

及累積收益。 

領取退休金

要件 

（1）自請退休：勞工工

作十五年以上年滿五十

五歲者或工作二十五年

以上。 

（2）強制退休：年滿 60

歲；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不堪

勝任工作者。 

（1）月退休金：勞工年滿 60

歲，工作年資滿 15 年以上者。

（2）一次給付退休金：勞工

年滿 60 歲，工作年資未滿 15

年者。 

（3）勞工於請領退休金前死

亡者，應由其遺屬或指定請領

人請領一次退休金。 

（ 4） 符 合 勞 基 法 請 領 要 件

時，亦可向雇主請領退休金。

雇主負擔 採彈性費率，以勞工每 固定費率，雇主負擔成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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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工資總額之 2％至 15

％作為提撥基準。 

確。提撥率不得低於百分之

六。 

勞工負擔 勞工毋需提撥 
勞工在工資百分之六範圍內

可以自願提撥，享有稅賦優惠

員工自提之

賦稅優惠 
無 可為綜合所得稅之扣除額 

優點 

（1）鼓勵勞工持續久任

同一單位。 

（2）單一制度，較易理

解。 

（ 3） 一 次 領 取 的 退 休

金，可養老也可轉投資

或資助下一代。 

（1）年資採計不受同一事業

單位之限制，讓每一個勞工都

領得到退休金。 

（2）向勞保局領取，不怕公

司倒閉或關廠。 

（3）提撥率固定，避免企業

經營之不確定感。 

（4）促成公平的就業機會。

（5）提繳年資無上限，提越

久領越多。 

缺點 

（1）勞工難以符合領取

退休金要件。 

（2）退休金提撥率採彈

性費率，造成雇主不確

定的成本負擔。 

（3）僱用中高齡勞工成

本相對偏高，造成中高

齡勞工之就業障礙。 

（1）實質領到的現值，換算

年金現值比舊制略少。 

（2）退休金有受通貨膨脹影

響之風險。 

（3）對國營事業或大公司員

工較吃虧。 

（4）勞工的流動率及失業率

可能因此提高。 

資料來源：李鴻昆（2004）及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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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分析與結果 

勞退新制與舊制中究竟有哪些變數我們應該注意，才能讓自己在將來退休時

能領到較多的退休金呢？雖然新制提撥的退休金只有6％，但是一定領的到；舊

制的退休金金額雖然比較多，卻不一定領得到。在比較完新、舊制之差異之後，

該選擇新制還是舊制對於勞工們來說還是很難拿定主意。 

 

第一節 影響新舊制選擇的因素 

于泳泓（2005b）提到新舊制選擇之關鍵因素，分成三大構面、六大變數（圖

4-1）。 

 

圖4-1 勞退新舊制選擇決策圖 

資料來源：于泳泓（2005b） 

 

一、個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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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達退休條件 

未來是否考慮換工作 

主觀認為企業可永續經營?

企業人數≧200

認為民間業者投資績效比較好

選舊制 

選新制 

年金保險 

選新制 

個人帳戶 

年資超過 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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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換工作的頻率： 

人在一生中很難只固定於一個工作，如果有打算換工作或想多作一些不同的

工作來磨練自己，還有確定自己不會在所任職的公司達到舊制退休條件，可直接

選擇新制。 

（二）工作時薪： 

在同一家公司愈久，可以領到舊制退休金之機率愈高。在此要考慮新舊制的

問題，因為在同一家公司服務年資達三十年，選擇舊制不一定比較好。舊制的退

休金領取上限為四十五個基數，選擇新制將可領取舊制三十年年資之退休金加年

薪第三十一年起公司每月提撥的6％個人專戶金額，所以選擇新制比較好。 

（三）年齡與退休條件： 

舊制退休條件工作滿十五年以上且年滿五十五歲或工作滿二十五年，而新制

並沒有這樣的規定，所以在無法或較難符合舊制條件的情況下，最好選擇新制。

例如甲、乙兩位勞工服務年資皆滿十四年，而甲五十五歲、乙三十四歲，兩人要

達到領取舊制退休金的條件，甲只要再工作一年即符合，但是乙卻還需要再工作

十一年才符合，因此乙選擇新制較佳。 

二、企業面 

（一）調薪率： 

舊制的每個月工資為退休前六個月的平均工資，而新制的每個月是提繳勞工

工作當時各月工資的6％。所以在符合舊制退休條件的情況下，若公司調薪率較

高者選擇舊制較有利。 

（二）企業存續率： 

台灣企業型態以中小企業為主，通常壽命約十三年，所以員工要待很久也不

太可能，容易產生無法領取退休金的問題。故員工選擇新舊制度要考慮企業是否

具備永續經營和提供足夠退休金之能力等多項因素。假若上述都考慮進去後，本

身沒有換工作打算則選擇舊制較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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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部環境投資報酬率 

基於上述之因素，必須把外部環境投資報酬率也考慮在內，在新制的「個人

帳戶制」和「年金保險制」之間做選擇。個人帳戶是由政府機關委託金融機構投

資；年金保險由保險公司負責經營，兩者皆有不低於兩年定存的保障。如果認為

投資公營的績效較民營高時可以選擇「個人帳戶制」；反之，如果認為投資民營

的績效較公營高時則可以選擇「年金保險」。 

 

 

 

 

 

 

 

 

 

 

 

 

 

 

 

 

 

 

第二節  轉換工作與勞退新舊制選擇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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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舊制在年資的方面各有不同計算的標準，而舊制又必須以考慮退休前半

年薪的平均薪資、勞工是否換工作、勞資雙方的意見等。若在此暫時不考慮結清

年薪及調薪率問題，僅就員工在選擇新、舊制和未來會不會換工作的可能性，來

探討能領取多少退休金的研究。新舊制及轉換公司兩者之關係，表示如表4-1 之

矩陣圖。 

 

表 4-1 個人面臨選擇新、舊制及未來轉換工作之矩陣圖 

     是否換工作 

新舊制選擇 

不換工作 轉換工作 

舊制 
甲 

選擇舊制，不換工作 

乙 

選擇舊制，轉換工作 

新制 
丙 

選擇新制，不換工作 

丁 

選擇新制，轉換工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一、其相關基本變數假設如下： 

當時工資50,000； 工資調整率（年）0％； 雇主提撥率固定； 

預定利率固定； 投資累積收益為0； 員工提撥率0％； 

物價上漲率0％； 貼現率不考慮； 其他保證利息為0 

 

二、相關計算公式： 

舊制勞動基準法 

基數（1∼15年）× 2 ＋（16年之後）× 1 ≦ 45 

所領取之退休金＝退休前六個月的平均工資× 累積基數 

新制勞工退休金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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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領取之退休金＝工資 × 6％ × 12（月）× 年資 ＋ 投資累積收益 

 

三、案例分析： 

（一）甲（選擇舊制，不換工作） 

    新制實施後，選擇繼續適用勞基法舊制的勞工，前後年資可以合倂計算。 

條件如下： 

1.2005年7月之前已在公司服務滿十年 

2.選擇繼續適用舊制勞動基準法的規定 

3.沒有轉換工作 

4.2020年7月已年滿六十歲，決定申請退休 

5.退休前六個月之平均薪資為50,000元 

6.年資合計為二十五年 

甲之情況及可領到之退休金由圖4-2及表4-2示之。 

圖4-2 甲( 選擇舊制、不換工作)情境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4-2 甲( 選擇舊制、不換工作)退休金換算明細表 

2020年7月

甲年滿60歲

2005年7月 

甲選擇舊制不換工作

舊制 

舊制年資 10年                         舊制年資 15年 

新制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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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制度 退休金計算方式 金額 

舊制年資 50,000元×(15×2+10×1)基數 2,000,000元

新制年資 無 0元

總計退休金=舊制退休金+新制退休金 2,000,000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乙〈選擇舊制，轉換工作〉 

  新制適用後，不論勞工選擇舊制或新制，只要一換公司，其舊制年資便不可

倂計到新公司。所以一旦換工作，幾乎不可能達成舊制之退休條件，舊公司便不

需要支付退休金，而新制實施後才轉換新公司，一律適用新制。 

條件如下： 

1.2005年7月之前已在公司服務滿十年 

2.選擇繼續適用舊制勞動基準法的規定 

3.2008年7月轉換工作，一律適用新制 

4.2020年7月滿六十歲申請退休， 

5.薪資皆為50,000元 

6.舊制年資13年、新制年資12年 

乙之情況及可領到之退休金由圖4-3及表4-3示之。 

圖4-3 乙(選擇舊制、轉換工作)情境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3 乙(選擇舊制、轉換工作)退休金換算明細表 

2008年7月

乙選擇換工作

2020年7月

乙年滿60歲

2005年7月 

乙選擇舊制 

舊制 

舊制年資 10年      舊制年資 3年            新制年資 12年 

新制實施



我國勞工退休體制下新制與舊制之探討 

                                    28       逢甲大學學生報告 ePaper(2005年) 

適用制度 退休金計算方式 金額 

舊制年資 
2008 年前年資未符合舊制退休標準，因此無法領

取舊制年資之退休金。 
0元

新制年資 
2008 年之後的年資只能適用新制，故以新制計算

方式換算退休金：50,000元×6％×12(月)×12(年) 
432,000元

總計退休金=舊制退休金+新制退休金 432,000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丙〈選擇新制，不換工作〉 

  新制實施後，選擇適用新制者，其適用新制前之工作年資可予以保留，等到

勞工年滿六十歲可以退休時，他在新制適用前的公司年資將沿用舊制計算，新制

適用後的年資則用新制計算，且條文規定勞工退休金運用收益不得低於當地銀行

兩年定期存款利率，所以兩者相加後則為全部的退休金。 

條件如下： 

1.2005年7月之前已在公司服務滿十年 

2.選擇新制勞工退休金條例的規定 

3.沒有轉換工作 

4.2020年7月滿六十歲申請退休， 

5.薪資皆為50,000元 

6.舊制年資十年、新制年資十五年，年資合計為二十五年， 

因為沒有轉換工作，且其條件符合勞基法之工作十五年以上年滿五十五歲或工作

滿二十五年的規定，所以舊制年資可以換算退休金。 

丙之情況及可領到之退休金由圖4-4及表4-4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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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 丙(選擇新制、不換工作)情境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4-4 丙(選擇新制、不換工作)退休金換算明細表 

適用制度 退休金計算方式 金額 

舊制年資 
新制實施前之舊制年資，可以舊制之計算方式換算

退休金：50,000元×(10×2)基數 
1,000,000元

新制年資 50,000元×6％×12(月)×15(年) 540,000元

總計退休金=舊制退休金+新制退休金 1,540,000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丁〈選擇新制，轉換工作〉 

  新制實施後，年資不會因轉換不同公司而重新計算，選擇新制之舊制年資部

份可以用新制之計算方式換算成退休金，存在個人帳戶中。 

條件如下： 

1.2005年7月之前已在公司服務滿十年 

2.選擇新制勞工退休金條例的規定 

3.2008年7月轉換工作 

4.2020年7月滿六十歲申請退休， 

5.薪資皆為50,000元 

6.舊制年資十年、新制年資十五年，年資合計為二十五年 

2020年7月

丙年滿60歲

2005年7月 

丙選擇新制不換工作

舊制 新制實施

舊制年資 10年                           新制年資 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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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之情況及可領到之退休金由圖4-5及表4-5示之。 

圖4-5 丁(選擇新制、轉換工作)情境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4-5 丁(選擇新制、轉換工作)退休金換算明細表 

適用制度 退休金計算方式 金額 

舊制年資 

2005年7月以前的舊制年資十年，須以舊制之計算方

式換算退休金，但因未達舊制之退休要件，故不能領

取退休金。 

0元

換工作前(2005年7月~2008年7月)之新制年資： 

50,000元×6%×12(月)×3(年) 
108,000元

新制年資 
換工作後(2008年7月~2020年7月)之新制年資: 

50,000元×6%×12(月)×12(年) 
432,000元

總計退休金=舊制退休金+新制退休金 540,000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小結： 

在案例甲（選擇舊制不換工作）的情形之下，其退休金會遠遠高過於其他情

形；在案例乙（選擇舊制轉換工作）的情形之下，其退休金是所有情況中金額最

2008年7月

丁選擇換工作

2020年7月

丁年滿60歲

2005年7月 

丁選擇新制 

舊制 

舊制年資 10年      新制年資 3年            新制年資 12年 

新制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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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的；在案例丙（選擇新制不換工作）的情形之下，其退休金將會比選擇舊制來

的少；在案例丁（選擇新制轉換工作）的情形之下，其退休金是轉換工作中的最

佳選擇。 

新制採個人式帳戶，退休金會跟著勞工跑，不因轉換工作而喪失權益。所以

可以清楚知道在其他狀況假設不變下，如果預期未來會轉換工作之勞工，其最佳

選擇將會是新制。舊制採企業式帳戶，也就是說如果轉換工作，舊有之退休金將

無法領取，然而如果有把握在退休時能符合領取退休金之條件者。亦可得出在其

他狀況不變的情形之下，預期將來絕不轉換工作者，其最適選擇為舊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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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不同勞工退休金制度下勞工所得替代率之比較 

「所得替代率」指的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用來檢視退休後的給付，

是否能與退休前過相同的生活水準滿足退休後之需求，所採用的參考指標。影響

勞動基準法與勞工退休金條例退休金制度之所得替代率的變數很多，對於個別勞

工的影響也不盡相同。 

以下我們就來探討採行勞動基準法與勞工退休金條例退休金制度對所得替

代率替代率的影響，並以假設變數的方式計算，來探討兩制度的差異（表4-5）。 

 

一、其相關基本變數假設如下： 

現在年齡25歲； 當時工資50,000； 工資調整率（年）3％；

預定利率固定； 投資累積收益為0； 員工提撥率0％； 

物價上漲率0％； 平均餘命80歲； 雇主提撥率固定； 

貼現率不考慮； 其他保證利息為0  

 

二、相關計算公式： 

舊制勞動基準法 

基數（1∼15年）× 2 ＋（16年之後）× 1 ≦ 45 

所領取之退休金＝平均工資 × 累積基數 

新制勞工退休金條例 

所領取之退休金＝工資 × 6％ × 12（月）× 年資 ＋ 投資累積收益 

所領取之退休金 
退休後每月支領金額＝ 

（平均餘命－預計退休年齡）×12

退休後每月支領金額
所得替代率＝ 

退休當時月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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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 不同年度退休金所得替代率之模擬分析 

勞動基準法制 勞工退休金條例 
年

齡 
當時年資 

當年工資

(元) 
退休金額

(元) 

所得替代率

(%) 

退休金額

(元) 

所得替代率

(%) 

25 0 50,000 0 0.00 0 0.00 

26 1 51,500 0 0.00 37,080 0.11 

27 2 53,045 0 0.00 76,385 0.23 

28 3 54,636 0 0.00 118,015 0.35 

29 4 56,275 0 0.00 162,073 0.47 

30 5 57,964 0 0.00 208,669 0.60 

31 6 59,703 0 0.00 257,915 0.73 

32 7 61,494 0 0.00 309,928 0.88 

33 8 63,339 0 0.00 364,830 1.02 

34 9 65,239 0 0.00 422,747 1.17 

35 10 67,196 0 0.00 483,810 1.33 

36 11 69,212 0 0.00 548,157 1.50 

37 12 71,288 0 0.00 615,929 1.67 

38 13 73,427 0 0.00 687,274 1.86 

39 14 75,629 0 0.00 762,345 2.05 

40 15 77,898 0 0.00 841,302 2.25 

41 16 80,235 0 0.00 924,311 2.46 

42 17 82,642 0 0.00 1,011,543 2.68 

43 18 85,122 0 0.00 1,103,177 2.92 

44 19 87,675 0 0.00 1,199,398 3.17 

45 20 90,306 0 0.00 1,300,400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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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21 93,015 0 0.00 1,406,383 3.71 

47 22 95,805 0 0.00 1,517,554 4.00 

48 23 98,679 0 0.00 1,634,130 4.31 

49 24 101,640 0 0.00 1,756,334 4.65 

50 25 104,689 4,711,000 12.50 1,884,400 5.00 

51 26 107,830 4,852,330 12.93 2,018,569 5.38 

52 27 111,064 4,997,900 13.39 2,159,093 5.79 

53 28 114,396 5,147,837 13.89 2,306,231 6.22 

54 29 117,828 5,302,272 14.42 2,460,254 6.69 

55 30 121,363 5,461,341 15.00 2,621,443 7.20 

56 31 125,004 5,625,181 15.63 2,790,090 7.75 

57 32 128,754 5,793,936 16.30 2,966,495 8.35 

58 33 132,617 5,967,754 17.05 3,150,974 9.00 

59 34 136,595 6,146,787 17.86 3,343,852 9.71 

60 35 140,693 6,331,191 18.75 3,545,467 10.50 

61 36 144,914 6,521,126 19.74 3,756,169 11.37 

62 37 149,261 6,716,760 20.83 3,976,322 12.33 

63 38 153,739 6,918,263 22.06 4,206,304 13.41 

64 39 158,351 7,125,811 23.44 4,446,506 14.63 

65 40 163,102 7,339,585 25.00 4,697,334 16.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我國勞工退休體制下新制與舊制之探討 

                                    35       逢甲大學學生報告 ePaper(2005年) 

表4-6 不同勞工退休金制度下勞工所得替代率之比較 

年齡 35 40 45 50 55 60 65 

勞基所得替代率(%) 0(未達退休標準) 12.5 15.0 18.75 25.00

勞退所得替代率(%) 0.60 2.25 3.43 5.00 7.20 10.50 16.00

資料來源：表4-5 

 

圖4-7 所得替代率之比較 

資料來源：表4-5 

 

三、小結 

（一）在表4-5中可看出，在勞工退休金條例中之退休金與勞基法之退休金

比較下相對較少，但其年資的採計及符合退休的條件，較無在勞基法制度下之嚴

格，因此對於勞工若發生雇主惡性倒閉或勞工自請離職之情形時，勞工仍可領取

個人帳戶中退休金餘額，進而保障其生活。 

 （二）表4-6與圖4-7，在其他狀況不變的情況下，當勞工符合勞動基準法之

退休條件時，其可以提供較高之退休金使得所得替代率，明顯高於勞工退休金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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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的所得替代率。但當勞工尚未符合條件（勞工工作十五年以上年滿五十五歲或

工作二十五年以上者）時，若發生雇主惡性倒閉或勞工自請離職時，往往領不到

退休金。對於這些勞工，在此制度下顯的較無法其保障其生活。 

 （三）在兩退休金制度下皆可得到「若退休年齡愈晚，餘命愈短，所得替代

率愈高。反之，若退休年齡愈早，餘命愈長，所得替代率愈低。」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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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隨著科技日新月異及醫療水準的提升，使得人類壽命愈來愈長，社會面臨高

齡化的現象，所以老年人退休後的生活深受各界關切。而在退休後的老年人主要

有三種收入來源：分別為個人儲蓄、社會福利及退休金計畫。本研究僅就勞工退

休金的部份加以探討。政府在1984年8月1日實施「勞動基準法」後，由於退

休金的請領條件嚴苛，因此出現勞工領不到退休金的窘境。政府為了改善此一現

象以落實照顧勞工的福利政策，不斷的對勞工退休金實施辦法加以修正及提出更

完善的方案。經過立法院三讀通過後，勞退新制於2005年7月1日正式上路，

此《勞工退休金條例》的實施，喚醒許多勞工對本身退休金福益的重視，也對各

企業及雇主帶來不小的影響，其後續的效應將會陸續出現。 

然而，在勞退新制的實施後，勞工應對勞工退休的新舊制有深入的了解，並

針對自己的情況加以考量，例如：是否換工作、目前年資、企業是否永續經營等，

方能挑選對自身最有利之辦法，才不致使自己的權益受損。 

勞退新制採用個人式帳戶，退休金不會因轉換工作而喪失勞工本身應有的權

益。所以在其他狀況假設不變的情形下，如果預期未來會轉換工作之勞工，其最

佳選擇是新制。而舊制採用的是企業式帳戶，也就是若未達到舊制請領退休金之

條件而轉換工作，舊有之退休金將無法領取，所以如果有把握在同一家公司工作

到符合領取退休金的資格者，則可以考慮選擇舊制，其退休金將會比新制退休金

金額來的大。因此在其他狀況假設不變的情形之下，預期未來絕不轉換工作者，

其最適選擇為舊制。 

    其次，本研究對採行勞動基準法與勞工退休金條例退休金制度下的所得替代

率分析比較。研究之後所得到的結論為： 

（一）在勞退新制下，其退休金會較舊制下的金額來的少，但勞工所能請取到退

休金的機率卻較舊制來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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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勞退舊制下的所得替代率大於勞退新制下之所得替代率。 

（三）若退休年齡愈晚，餘命愈短，所得替代率愈高。反之，若退休年齡愈早，

餘命愈長，所得替代率愈低。 

    在對勞退新制與舊制分析比較後，發現兩制度對於在不同情況下之勞工將產

生不同的影響，因此對兩制度做深入了解及衡量本身情況將是勞工的首要工作；

然而，雇主方面，即使人事成本的增加會造成其困擾，但無論在勞退新制實施後，

公司將採取任何做法，都應該對勞工完全公開坦承，做好良好溝通，而非讓勞工

事後發現有所不同，乃至在雙方認知不同的情況下，產生紛爭及嫌隙。如此，才

能營造出政府、雇主及勞工三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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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一）勞工退休金雖標榜員工一定可以領的到退休金，但勞工所提供的所得替代

率明顯偏低，如此一來退休金對勞工退休後的生活，著實令人擔憂。政府應加強

設法改善此現象，諸如提高雇主的提撥率等。退休金的提高，亦將提高勞工退休

後之生活品質。 

（二）由於勞退新制下勞工退休金將跟著勞工跑，即使轉換工作，依然可領取退

休金，此制度將使得投機的勞工有機可乘，為領取更多退休金而不斷專換工作，  

造成雇主企業的人事成本變動和勞工的流動率、失業率的提高。政府應提出有效

政策減少此情況發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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