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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1.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條例草案條文對照表(全教總建議修正版)、2.年改會
成立以來，全教總記者會暨新聞稿一覽表。

主旨：針對政府年改進程、備選方案內容，以及本會主張，詳如
說明，請查照。
說明：
訂

一、依政府既定年改進程，將於2月底前由行政院、考試院提
出相關年改修法版本送交立法院審議，本會持續透過各種
管道影響官方決策，以維護教師尊嚴與權益。
二、全教總除派員參加106年1月22日總統府年改國是會議，並
於會場多次發言據理力爭，此外，更多次拜會年改會、銓
敘部、教育部、立法院朝野黨團，充分表達教師心聲，力
爭教師尊嚴。

線

三、在全教總持續努力下，目前為止已取得以下進展：
1.官版原規劃取消公保養老一次給付，在全教總強烈抗議下
，銓敘部已同意恢復一次請領。
2.官版原限制65歲才能領取公保養老一次給付，在全教總抗
議下，政府已同意得提前領取公保一次給付。
3.官版原規劃所有職業別退休給付均於65歲起支，經全教總

第1頁， 共3頁

2

抗議，政府同意中小學教育人員得提早5年於60歲起支，惟
全教總完全不能接受，仍持續溝通、抗議、爭取中，全教總
認為官版中小學教師60歲起支方案，不符家長期待，嚴重阻
礙師資新陳代謝，且增加總體人事成本，全教總堅決反對中
小學教育人員60起支方案，建議考慮其職業屬性，中小學教
裝

育人員採取85制，並採漸進式改革，主張在75制上，分十年
逐步調整至多85(年資+年齡)，使中小學師資能維持供需平衡
與活力。
4.針對如何提高基金管理與投資績效，政府方案業已同意全
教總長期主張。
5.此前歷次年改，均出現肥高官瘦小吏缺失，在全教總長期
論述、爭取下，此次年改方案之退休金基數內涵，確定採納

訂

全教總長期主張，以本俸(薪)2倍計算。
6.前次馬政府年金改革，曾規劃調整退撫提撥(保費)分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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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由35%(受雇者)：65%(政府)，調整為1比1，在全教總強
力主張下，此次年改方案之提撥分擔比例維持不變。
四、針對教育部草擬之「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條例草案」
，全教總提出之建議如附件，請教師卓參。(如附件1)
五、為使社會充分理解、支持本會訴求，全教總並針對年改重
線

要問題，及時召開記者會、發布新聞稿。(如附件2)
六、相關修法送進國會後，全教總將持續對朝野委員進行遊說
，期能維護教師尊嚴與權益，後續如有相關行動，請各校
注意全教總相關訊息並配合行動。
正本：全國各級公立學校
副本：本會會員工會、本會自存

2017-02-23
12:1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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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

張旭政

裝

訂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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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條例草案條文對照表
◎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 2017/2/22

一、 公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條例草案與改革方案
草案條文
第一章第一節
第4 條

第一章第二節
第8 條
第一章第二節
第 8 條第 4 項

第一章第三節
第 15 條

改革措施
◎退休所得替代率定義
1. 退休教職員退休後所
領每月退休所得占其同
等級現職人員每月現職
待遇之比率。（兼領月退
休金者，應按其兼領比率
調整。）
2. 每月退休所得：月退
休金（含月補償金）加計
優惠存
款利息（或社會保險年
金）。
3. 每月現職待遇：本（年
功）薪 2 倍。
◎調整退撫基金提撥費
率提高提撥費率法定上
限至18%。
◎育嬰留職停薪年資採
計依法令規定辦理育嬰
留職停薪者，於本條例公
布後之育嬰留職停薪年
資，得選擇全額自費，繼
續撥繳退撫基金費用，以
併計教職員退休年資。
◎退休年資採計上限
中華民國ＯＯ年Ｏ月Ｏ
日以後退休生效人員，除
退撫新制實施前任職年
資最高仍採計 30 年外，
其退撫新制實施前後之
任職年資可連同併計，最
高採計 40 年。
1

全教總意見
退休給付是年資累計的
結果，有多少年資就應產
生多少給付，不應以所得
替代率上限限制退休所
得。

調高費率前，政府先應補
足之前的不足額提撥。
育嬰留職停薪係國家政
策，建議修法前之育嬰留
職年資，比照辦理。

不應限制採計年資，多有
少，年資就應給予多少給
付。

草案條文
第二章第二節
第 29 條~第 30 條

第二章第二節
第 28 條及附表
1

改革措施
全教總意見
◎退休金給付率
1. 已退休人員及現職人
員，新、舊制退休金之給
付率，仍按現行規定計
給。
2. 本草案中華民國ＯＯ
年Ｏ月Ｏ日實施後始任
教職員者，在一律領取公
保年金之前提下，重新設
計給付率。
◎調整退休金計算基準
1. 由最後在職本俸，逐
1. 新、舊制退休金計算
年加 1，調整至最後
基準，自中華民國ＯＯ年
在職往前「十年平均
Ｏ月Ｏ日起退休人員，從
本俸」
。
最後在職之本（年功） 2. 在職、已退標準應一
薪，調整為最後在職往前
致，如退休人員以最
「5 年平均薪額」；之後
後本俸計算，在職人
逐年拉長 1 年，調整至最
員也應比照辦理。
後在職往前「15 年平均
薪額」
。
（以退休當年度適
用之均薪區間計算退休
給與）
2. 已退休人員不適用上
述規定。
3. 明定中華民國ＯＯ年
Ｏ月Ｏ日前已成就月退
休金條件之現職人員，不
適用上述規定。（◎防止
趕辦退休機制）
4. 均薪計算區間之薪額
以原領實際薪額計算。
5. 均薪計算區間均以實
際任職年資計算（即遇有
年資中斷情形者，該期間
不予計入）；已領相當退
撫給與之年資不列入計
算。
2

草案條文
第二章第二節
第 31 條及附表
2

第二章第二節
第 37 條~第 38 條
及附表 3

改革措施
◎現職人員延後月退休
金起支年齡延後自願退
休者，月退休金起支年齡
高中以下學校校長及教
師為 60 歲，其餘教職員
為 65 歲；並搭展期及減
額規定。
◎調整退休所得替代率
1. 明定本草案公布施行
前已退休教職員，其新退
休所得替代率自中華民
國ＯＯ年Ｏ月Ｏ日起，逐
年自 75%調降至 60%（任
職年資 35 年）
；至於任職
超過 35 年者，其替代率
上限，自第 36 年起，每
年增加 0.5%，最高採計
40 年，最終上限 62.5%。
2. 明定本草案公布施行
後始退休生效人員，其退
休所得替代率自其退休
當年度適用之上限起
算，逐年調降 1%，至 60%
為止（任職年資 35 年）；
至於任職超過 35 年者，
其替代率上限，自第 36
年起，每年增加 0.5%，最
高採計 40 年，最終上限
62.5%。
3. 以上替代率按任職年
資計算；本法公布施行第
1 年（ＯＯ年度），審定
退休年資 15 年者，以 45%
為上限；以後每增 1 年，
增加 1.5%，35 年為 75%；
36 年至 40 年每年增加
0.5%，最高 77.5%。未滿
3

全教總意見
中小學教育人員採取 85
制，並採漸進式改革，主
張在 75 制上，分十年逐
步調整至多 85(年資加年
齡)，使中小學師資能維
持供需平衡與活力。
有多少年資就應有多少
給付，不應設上限。

草案條文

第二章第二節
第 39 條

第二章第二節
第 35 條~第 36 條

第二章第二節
第 32 條
第二章第二節
第 34 條

改革措施
1 年之畸零年資，按比率
計算；未滿 1 個月者，以
1 個月計。
◎調降退休所得之最低
保障機制
1. 退休所得替代率超過
上限者，依序扣減優存利
息、舊制月退休金（含月
補償金）、新制月退休
金。
2. 依規定調降退休所得
後，較調整前低時，給予
最低保障（公務人員委任
第一職等本俸最高級之
本俸額與專業加給表一
合計數額）。
3. 退休人員經依規定扣
減之退休給與所節省之
經費，扣除地方自籌款後
全數挹注退撫基金。（◎
挹注退撫基金）
◎調整優惠存款制度
1.明定優惠存款利率調
整事宜。
2.明定適用對象、條件等
事項，授權另訂辦法。
3.已退休人員公保優惠
存款金額仍照修正施行
前規定辦
理。
◎刪除年滿 55 歲加發 5
個基數一次退休金之規
定。
◎刪除年資補償金機制
1. 配合刪除年資補償
金，明定本草案公布日起
1 年內退休者，仍得照原
4

全教總意見

扣減退休給與而節省之
經費，包含地方自籌款應
全數挹注退撫基金。

逐年調降，對信賴優存而
選擇一次或兼領月退
者，給予轉換機制。

維持一次給付，在職、已
退不應有二種標準。

草案條文

第二章第三節
第 44 條~第 45 條

第四章第一節
第 65 條第 2 項

第五章
第 84 條

改革措施
全教總意見
規定支領補償金（過渡規
定）。
2. 原審定支領月補償金
者，仍得繼續發給。
◎調整月撫慰金機制
建議維持現制不變。
1. 降低月撫慰金給付標
準，改為月退休金之
1/3。
2. 配偶支領月撫慰金起
支年齡延後至 65 歲。
3. 遺族已依本草案或其
他法令規定領有退休
金、撫卹金、優惠存款差
額利息，或其他由政府預
算、公營事業機構支給之
相當退離給與之定期性
給付者，不得擇領遺屬年
金。
4. 本草案公布日起 1 年
內死亡者，准其仍照原規
定支領遺屬年金（過渡規
定）。
◎月退休金調整機制由 應先公布調整公式。
行政院會同考試院，視退
撫基金財務盈虧、國家整
體財政狀況及經濟環
境、消費者物價指數及現
職人員待遇調整與否，衡
酌調整之。
◎年資保留
支持。
為促進公私人才交流，並
兼顧社會安全網絡建
構，教職員
不合辦理退休或資遣而
離職者，得俟其年滿 65
歲時，依
規定辦理（屆齡）退休並
5

草案條文

改革措施
全教總意見
請領退休金。
◎年資併計、年金分計
支持。
教職員於符合一定條件
下，得於年滿 65 歲時，
併計其他
職域之任職年資，以成就
請領教職員月退休金條
件。

二、 教育人員退休撫卹條例草案其他修正重點
草案條文
改革措施
全教總意見
第二章第一節
增 訂教職員 擬辦理 自願 1. 條件具備即取得退休
第 18 條
退休者，各服務學校得視
資格，反對須經學校同
年 度預算及 人力運 用等
意。
因素，審慎審酌是否同意 2. 建議任職滿 20 年，教
教職員自願退休之申請。
職員即可支領一次退
休金。
第二章第一節
增 訂身心障 礙教職 員自 支持。
第 18 條第 1 項
願退休條件。
第3 款
第二章第一節
增 訂教職員 配合學 校停 教 職員配 合學校停 辦或
第 19 條
辦或合併、組織精簡，服 合 併、組 織精簡而 退休
務 學校依法 令辦理 其准 者，應增發補償金，補償
其自願退休條件。
金 金額於 本條例施 行細
則明訂。
第二章第一節
增 訂專科以 上學校 校長
第 20 條
及教授、副教授辦理延長
服務之條件。
第二章第一節
修正傷病命退條件。
第 22 條
第二章第一節
增列教職員資遣條件。
反 對教學 基準由學 校自
第 24 條
訂，應由以教師為主的教
學專業審議委員會擬定。
第二章第一節
增 訂學校及 主管機 關應
第 25 條
不 受理教職 員退休 或資
遣案之情形。
第二章第二節
修正退休金給與種類（刪
6

草案條文
第 27 條

第二章第一節
第 32 條
第三章第一節
第 52 條
第三章第一節
第 53 條、第 55 條
第三章第一節
第 57 條

第四章第一節
第 65 條
第四章第一節
第 67 條

第四章第二節
第 74 條、第 76 條

改革措施
全教總意見
除兼領）：
1. 一次退休金。
2. 月退休金。
增 訂教職員 辦理自 願退 反對起支年齡到 60 歲，
休 ，請領月 退休金 之條 建議 75 制逐年加 1 至
件。
85(年齡+年資)
修正因公撫卹事由。
修 正撫卹金 之給與 標準
以 及年撫卹 金改月 撫卹
金。
教 職員養育 有未成 年子
女者，其在職死亡後，依
未 成年子女 人數加 發月
撫卹金。
月 退撫給與 （含月 退休
金 、遺屬年 金及月 撫卹
金）採按月發給。
為 保障教職 員及其 遺族
基本經濟安全，並期各類
人 員請領退 撫給與 權利
之衡平一致，明定教職員
得至金融機構開立專
戶 ，專供存 入退撫 給與
（ 及優惠存 款利息 ）之
用，且專戶內之存款，不
得作為抵銷、扣押、供擔
保或強制執行之標的。
1. 增訂支領或兼領月退
休金之教職員應停止
領受月退休給與之事
由及權利恢復事項之
規範。
2. 增訂教職員退休再任
特定職務（例如執行
政府緊急救災或救難
職務；或於政府機關
7

建議維持現制。

支持。

退 休後再 任與政府 有關
之 特定事 業或法人 職務
而減領月退休金者，反對
超過基本工資，即停止領
受月退休金。
應 以薪資 超過月領 退休
金一半方得減領，且減領
月退休金 65%，而非停止
領受。

草案條文

第四章第二節
第 77 條

改革措施
（構）或各公立醫療
院所（中心）從事醫
療照護或鑑識工作，
且每月所領薪資總額
未超過一定限額者）
得不受再任須停發月
退休金及優存利息規
範之限制。
增 訂教職員 在職期 間涉
犯 貪汙治罪 條例或 刑法
瀆職罪章之罪，剝奪或減
少 其已領之 退離給 與及
其範圍。

8

全教總意見

年改會成立以來，全教總記者會暨新聞稿一覽表
20160310 【全教總記者會、新聞稿】年金改革非官方專利 更不容選擇性改革
20160525
20160608
20160623
20160714
20160721
20160724
20160817

【全教總記者會、新聞稿】新政府年金改革即將啟動 全教總：用檢
驗國民黨的標準檢驗民進黨
【全教總新聞稿】全教總堅持以檢驗國民黨的標準檢驗民進黨 全教
總推派年金改革委員
【全教總新聞稿】年金改革啟動 全教總：以專業監督改革，期許共
存共榮、基金永續
【全教總記者會、新聞稿】退撫基金瀕臨休克、死當 全教總：年金
改革應同步檢討基金結構性問題
【全教總記者會、新聞稿】全教總年金改革專業建言 啟動五大手
術，改造退休基金
【全教總聲明稿】年金改革要以真實數據為本 全教總譴責鍾年晃無
地放矢 製造社會對立
【全教總新聞稿】全教總要求年金改革官民都改

20160902 【全教總新聞稿】全教總聲明稿：不支持九三遊行活動
20160907
20160908
20160924
20161014
20161017
20161021
20161027
20161031

【全教總記者會、新聞稿】全教總即日起退出年改會 直接面對社會
直接面對國會
【全教總新聞稿】退出年改會後，全教總要求政府廣徵各界提案，
供社會檢驗比較
【全教總新聞稿】職業年金本來就有雇主相對責任 全教總要求年改
會澄清
【全教總新聞稿】年改會共識影響教師新陳代謝，不利長遠教育發
展，全教總表達反對
【全教總記者會、新聞稿】弊大於利！教師 65 歲退，未蒙其利、先
受其害！
【全教總記者會、新聞稿】年改會接近尾聲 全教總要求政府提出方
案 並且堅決反對教師延至 65 退休
【全教總新聞稿】多次提出預警，全教總要求政府全盤改造基金、
積極提升績效
【全教總新聞稿】年金改革要兼顧不同世代利益 讓老師安心的明確
方案才是真改革夥伴
1

年改會成立以來，全教總記者會暨新聞稿一覽表(續)
20161125
20161125
20161213
20161223
20161227
20161230
20170106
20170109
20170113
20170119

【全教總記者會、新聞稿】TVBS 年金影片充斥偏見與抹黑，澄清誤
解政府責無旁貸 全教總向蔡英文總統出考題 希望全民關心年金制
度
【全教總新聞稿】退撫基金持有興航大股東國產實業股票 恐受波及
全教總：全盤改造基金、積極提升績效，才是治本之道
【全教總記者會、新聞稿】檢驗政府改革 全教總提指標 並要求政
府公布方案 勿肥高官瘦小吏
【全教總新聞稿】針對林萬億年改發言 全教總提批評與建議 要求
政府切勿肥高官瘦小吏 否則將發動抗爭維護尊嚴
【全教總新聞稿】針對官版年改方案 全教總反對教育人員 60 起支
方案 要求政府先補足原不足額提撥、強化基金管理
【全教總記者會、新聞稿】譴責官版年改漠視雇主責任 全教總下戰
帖要求公開辯論
【全教總記者會、新聞稿】政府拒絕年金辯論 全教總發動爭議行
動
【全教總新聞稿】嚴正譴責監督年金改革行動聯盟行使暴力 政府應
負最大責任
【全教總記者會、新聞稿】「雇主責任、基金永續」應入法落實 教
師 60 起支大不利
【全教總新聞稿】年改會公布年改方案，全教總再提批判與建議

【全教總新聞稿】年改國事會議 全教總代表提批評與建議 會後並
將持續遊說朝野黨團
20170125 【全教總新聞稿】官版年改爭議多 全教總再提四點建議
20170123

【全教總新聞稿】年改資訊混亂、行政作業倉促 全教總痛批年改
會，要求政府公布正確資訊，延長意見回復時間至年後
【全教總新聞稿】公保併計替代率分子，全教總痛批：這不是改革，
20170209
是強盜式的掠奪
【全教總記者會、新聞稿】豪奪不成，又想巧取？公保請領方式變
20170214
變變 全教總譴責政府資訊混亂，要求公保給付於退休時就可領取
【全教總新聞稿】18%還要再支付 70 年？全教總批銓敘部危言聳
20170216
聽，無助推動改革
2017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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