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概述》

壹、概述
勞工退休金制度係為雇主依法應給與勞工之退休金，分為勞退舊制與
勞退新制。勞退舊制係依據「勞動基準法」
（以下稱勞基法）辦理，勞退新
制係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以下稱勞退條例）辦理，於 94 年 7 月 1 日施
行。

一、勞退新制制度建立及沿革
退休金係勞工老年經濟生活保障重要之一環，所以勞工退休金應該要
讓勞工領得到，以使其老年生活確實獲得保障為主要目標。惟檢視勞基法
自民國 73 年施行以來，雖然對於勞工的權益提供許多的保障，但隨著僱用
型態多元化及產業轉型，勞基法中關於退休金的規定已無法符合社會的發
展，不能真正照顧勞工的退休經濟生活。依據勞基法之退休規定，勞工需
在同一事業單位工作 15 年以上年滿 55 歲，或在同一事業單位工作 25 年以
上，或在同一事業單位工作 10 年以上年滿 60 歲才能自請退休；勞工年滿
65 歲或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不堪勝任工作，雇主得強制退休，向雇主請求
發給退休金。但我國企業平均經營壽命不長，勞工轉換工作情形普遍，以
致大部分勞工難以符合勞基法退休條件，無法領到退休金。
為落實照顧勞工老年退休經濟生活，改革舊制退休金「看得到，領不
到」的缺失，讓勞工的退休金不因轉換工作或事業單位關廠、歇業而受影
響，另一方面也為讓雇主易於估算退休金成本，進而減少勞資爭議，勞、
資、政三方歷經 10 餘年的努力，在民國 90 年 8 月 25 日經濟發展諮詢委員
會，達成退休金改制共識，後經 92 年立法院第 5 屆第 4 會期衛生環境暨社
會福利委員會審查，確立改制後之退休金制度採「個人退休金專戶」為主，
「年金保險」
為輔之體例，於 93 年 6 月 30 日制定公布「勞工退休金條例」
，
並於 94 年 7 月 1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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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勞退新制內涵及特色
(一)勞退新制內涵
以「個人退休金專戶制」為主，「年金保險制」為輔。
1.個人退休金專戶
(1)雇主提繳：雇主應為適用勞基法之勞工（含本國籍、外籍配偶、陸
港澳地區配偶、永久居留之外籍人士）
，按月提繳不低於其每月工資
6％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另外，雇主
亦得為不適用勞基法之勞工或受委任工作者提繳退休金，惟提繳率
不得高於 6％。退休金及工作年資累積帶著走，不因勞工轉換工作或
事業單位關廠、歇業而受影響，專戶所有權屬於勞工。
(2)個人自願提繳：勞工得在每月工資 6％範圍內，個人自願另行提繳
退休金，自願提繳部分不計入提繳年度薪資所得課稅。至實際從事
勞動之雇主、自營作業者、受委任工作者、不適用勞基法勞工，得
在其每月工資或執行業務所得 6％範圍內自願提繳，自願提繳部分不
計入提繳年度薪資所得或執行業務收入課稅。
(3)退休金之請領：勞工年滿 60 歲即得請領退休金，工作(提繳)年資滿
15 年以上者，得選擇請領月退休金或一次退休金；未滿 15 年者，應
請領一次退休金。又勞工未滿 60 歲惟喪失工作能力符合勞退條例第
24 條之 2 規定者，得提前請領退休金。
2.年金保險
(1)實施條件：僱用勞工 200 人以上之事業單位經工會同意，無工會者，
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為以書面選擇投保年金保險之勞工，投保符
合保險法規定之年金保險。事業單位採行年金保險者，須經勞動部
核准後始得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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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承保機構：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之保險公司。
(3)年金保險契約：應由雇主擔任要保人，勞工為被保險人及受益人。
事業單位以向一保險人投保為限。
(4)給付請領方式：依年金保險保單規定辦理。
(5)相關規範：有關適用對象、新舊制度銜接、保險費計算起迄、工資
及提繳率調整及申報期限、請領權利等，準用個人專戶之規定。
(二)勞退新制特色
1.勞工退休金可累積帶著走
勞退新制之工作年資採計實際提繳退休金之年資，年資中斷者，其前後
提繳年資可併計，雇主為勞工提繳之退休金，可以累積帶著走，不因其
轉換工作或事業單位關廠、歇業而受影響。
2.擴大適用對象
凡適用勞基法勞工（含本國籍、外籍配偶、陸港澳地區配偶、永久居留
之外籍人士）
，皆為勞退新制之強制提繳對象，以往無法成就勞基法退休
要件者，如定期契約工、工讀生等，於勞退新制開辦後，皆陸續為勞退
新制強制提繳對象，亦可享有退休金保障。另實際從事勞動之雇主、自
營作業者、受委任工作者、不適用勞基法勞工，得自願提繳。
3.個人自願提繳享有稅賦優惠
適用或不適用勞基法勞工得在其每月工資 6％範圍內，個人自願另行提繳
退休金，自願提繳部分不計入提繳年度薪資所得課稅；雇主、自營作業
者、受委任工作者，得在其每月工資或執行業務所得 6％範圍內自願提
繳，自願提繳部分不計入提繳年度薪資所得或執行業務收入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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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仍得請領資遣費
勞退舊制中勞工無法兼領退休金及資遣費，但勞退新制中，勞工除每月
有雇主按月為其提繳之退休金外，如於勞退新制實施後，遭雇主依法資
遣時，其適用勞退條例後之工作年資，雇主仍應發給資遣費，資遣費計
算每滿 1 年發給 0.5 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 1 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
給 6 個月平均工資為限。
5.勞工退休金有最低保證收益
依勞退條例規定，勞工退休金運用收益，不得低於以當地銀行 2 年定期
存款利率計算之收益；有不足者，由國庫補足。未來個人退休金專戶的
收益情形可能受投資結果所影響，但因具有最低保證收益，所以將來勞
工領取退休金時，除了歷年提繳的累積本金外，保證至少都會有等同銀
行 2 年定期存款利率的收益。
6.年滿 60 歲即可請領新制退休金
只要年滿 60 歲無論是否在職，即可請領新制退休金。工作(提繳)年資滿
15 年以上者，得選擇請領月退休金或一次退休金；未滿 15 年者，則應請
領一次退休金。又勞工未滿 60 歲惟喪失工作能力符合勞退條例第 24 條
之 2 規定者，得提前請領退休金。
7.遺屬或指定請領人可請領死亡勞工之退休金
勞工於請領退休金前死亡，得由其遺屬或遺囑指定請領人請領一次退休
金。已領取月退休金之勞工於未屆平均餘命或提前請領未屆勞工所定請
領年限前死亡者，由其遺屬或遺囑指定請領人請領一次領回其個人退休
金專戶結算賸餘金額。遺屬或遺囑指定請領人退休金之請求權自勞工死
亡之次日起，因 10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勞退條例 108 年 5 月 17 日修正
生效前之請求權時效為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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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雇主退休金成本明確
雇主應按勞工每月工資 6％（或以上）按月為勞工提繳退休金，退休金成
本明確易估計，可減少為規避退休金而藉故資遣、解僱員工之勞資爭議，
有利企業競爭力之提升。

三、勞工退休金與勞保老年給付不同
勞保老年給付是根據「勞工保險條例」
（以下稱勞保條例）所提供的一
項給付，勞工工作參加勞保，由政府、雇主及勞工共同繳納保險費，在不
同單位加保的勞保年資可合併計算，當被保險人符合老年給付條件時，勞
保局依其申請時之累計保險年資及月平均投保薪資核算其老年給付金額，
並採一次給付或年金方式發給，只要是符合請領資格的人皆可領取，不會
因為勞工換工作而有所影響。
勞工退休金制度為雇主依法應給與勞工之退休金，分為勞退舊制與勞
退新制。勞退舊制依據「勞基法」辦理，雇主依每月薪資總額 2％至 15％
之金額，按月提撥到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中，此帳戶專款專用，所有權屬
於雇主，並由臺灣銀行（信託部）辦理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勞工必須
符合該法規定之退休條件，始得向雇主請領退休金，由退休準備金專戶中
支付。勞退新制係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辦理，於 94 年 7 月 1 日施行，雇
主每個月為適用勞退新制之勞工提繳不得低於每月工資 6％的退休金，儲
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個人專戶，此專戶所有權屬於勞工，當勞工年滿 60 歲時
可向勞保局請領其個人專戶累積本金及收益（如勞工未及請領前死亡，則
由遺屬或遺囑指定請領人請領）。
綜上，勞工退休金與勞保老年給付係二種不同的制度，勞工適用勞退
新制或勞退舊制，並不會影響勞保老年給付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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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常見問答（FAQ）
1.勞退新制的退休金與舊制保留年資的退休金可否同時請領？
A：選擇勞退新制，其選擇新制前之舊制年資應予保留，於其符合勞基法退
休條件時，雇主應以其退休前 6 個月之平均工資，計給勞工舊制保留年
資之退休金。至新制之退休金，勞工須年滿 60 歲時，才可向勞保局請
領。故選擇新制勞工，如繼續服務於同一事業單位至 60 歲，且符合勞
基法退休條件時，即可同時請領新制退休金及舊制保留年資之退休金。
備註：勞基法規定勞工退休條件如下：
一、勞工自請退休：1.同一事業單位工作 15 年以上年滿 55 歲者。
2.同一事業單位工作 25 年以上者。
3.同一事業單位工作 10 年以上年滿 60 歲者。
二、雇主強制退休：1.年滿 65 歲者；2.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不堪勝任工作者。

2.勞工如選擇勞退新制，其選擇新制前之舊制年資如何處理？
A：一、勞工選擇適用新制，其適用新制前之舊制年資應予保留，於勞動契
約符合相關法令所定之退休或資遣規定時，雇主應以契約終止時之
平均工資，計給該保留年資之資遣費或退休金。
二、雇主及勞工也可以在勞動契約存續的情形下，雙方合意約定以不低
於勞基法第 55 條及第 84 條之 2 規定之給與標準，結清保留之舊制
工作年資。
3.舊制保留年資的退休金如何計算？
A：是以符合勞基法規定退休要件時的平均工資（退休前 6 個月平均工資）
計算，而非以選擇新制時的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的計算方式，是按前
15 年工作年資，每滿 1 年發給 2 個基數；超過 15 年以上則每滿 1 年發
給 1 個基數，最高上限為 45 個基數。
4.選擇舊制之勞工，是否可依勞退條例自願提繳退休金來節稅？
A：不可以，選擇舊制之勞工，僅能依勞基法退休金規定辦理，不得依勞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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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自願提繳退休金來節稅。
5.服務單位將雇主應支付之6％退休金由原議定工資內扣除是否違法？
又勞工如遇此種情形時應如何處理？
A：依照勞退條例規定，雇主應為適用勞基法之勞工（含本國籍、外籍配偶、
陸港澳地區配偶、永久居留之外籍人士）
，按月提繳不低於其每月工資 6
％之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退休金個人專戶，所提繳之退休金不得
內含於原議定工資中，而係於每月工資以外「另行」提繳。另依照勞基
法規定，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雇主如逕自將應負擔之退休金自與
勞工原議定工資中扣除，已形成工資不完全給付，屬違反勞基法規定，
勞工可檢具相關資料逕向服務單位所在地之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縣
市政府勞工局或勞工處）申訴，雇主將可能被依該法第 79 條處罰（處
新臺幣 2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
6.勞退新制實施後，企業為考量成本，如果採減薪方式減少負擔時，員工應
如何因應？
A：勞基法規定，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所以勞雇雙方可以經由勞動契約
約定調整工資，並訂入勞動契約中。雇主如果未經協商片面減薪，勞工
可要求雇主依照原來的勞動契約履行，或向服務單位所在地之地方勞工
行政主管機關（縣市政府勞工局或勞工處）申訴。
7.「勞保老年給付」是不是等於「勞退新制退休金」？
A：「勞保老年給付」是被保險人於工作期間參加勞保並繳納保險費，至年
齡及參加保險之年資符合勞保老年給付請領資格時，即可向勞保局申請
領取，是勞保的給付項目之一。
「勞退新制退休金」是原來勞基法規定勞工退休時雇主一次給予勞工退
休金之改制，勞退新制規定雇主必須為適用勞基法之勞工（含本國籍、
外籍配偶、陸港澳地區配偶、永久居留之外籍人士），按月提繳不低於
其每月工資 6％的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退休金個人專戶，個人
專戶退休金累積帶著走，等到勞工 60 歲，即可個人向勞保局提出請領
（如勞工 60 歲以前死亡，則由遺屬或遺囑指定請領人請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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