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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改革措施修正方案說明資料 

壹、 背景說明 

現行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改革措施係自民國

95 年 2 月 16 日與軍、教人員整體同步實施，對於現階段部

分退休人員退休所得替代率偏高者，調降其公保養老給付辦

理優惠存款之額度。惟由於上開改革措施實施 3 年以來，社

會各界仍有不同意見，考試院爰於 97 年 9 月 4 日第 11 屆第

1 次會議作成決議，要求本部檢討。經本部邀集相關主管機

關會商後，於 97 年 10 月 23 日研提處理方案及相關配套措施

函陳考試院審議；嗣經考試院於 97 年 11 月 18 日、12 月 4

日及 98 年 3 月 26 日召開 3 次全院審查會，就其公平性、合

理性、社會觀感及影響層面等整體考量與討論，期間本部並

於 97 年 12 月 3 日再邀請學者專家聽取其意見，終於 98 年 3

月 26 日本案第 3次全院審查會作成結論，對現行改革措施予

以修正，改以本(年功)俸加一倍計算現職待遇；審查會並同

時審議通過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正草案，其中業已增列退休人

員優惠存款措施及其改革之法源，俾予以法制化，以確保退

休人員之權益。全案已提報 98 年 4 月 2 日考試院第 11 屆第

29 次會議審議通過。 

 

貳、 現行改革措施及其執行情形 

現行改革措施係以退休所得替代率為中心概念，對於兼

具退撫新制實施前、後年資，且支(兼)領月退休金之人員，

如有退休所得替代率有偏高情形者，酌予調降其公保養老給

付優惠存款之金額；至於退休人員依法支領之退休金，均不

予變動。其計算公式為： 

月退休金+公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每月利息+年終慰問金 1/12 

本(年功)俸+專業加給加權平均數+主管職務加給+年終工作奬金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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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計算公式之內涵，再說明如下： 

一、 現職待遇：本(年功)俸、專業加給加權平均數、主管職務加

給及年終工作獎金十二分之一之合計數。 

二、 每月退休所得：月退休(職)金、公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每月

利息及年終慰問金十二分之一之合計數。 

三、 退休所得替代率上限： 

(一) 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主管人員及政務人員：以 75%(年資

25 年)至 80%(年資 30 年)為上限，年資每增加 1 年，增

加 0.5%。 

(二) 其餘人員：以 85%(年資 25 年)至 95%(年資 30 年)為上

限，年資每增加 1年，增加 1%。 

依本部統計資料顯示，現行改革措施自 95 年 2 月 16 日

實施迄至 98 年 2 月底止，受影響之已退休人員共 22,033 人；

另95年2月16日以後辦理退休之人員，受影響人數共12,359

人（合計 34,392 人）。實施 3 年間，政府因而節省之經費約

為 26 億餘元。 

 

參、 修正方案之適用對象 

本次修正方案延續 95 年推動之改革，仍以兼具退撫新制

實施前、後年資，且支(兼)領月退休金之人員為適用對象，

主要係考量是類人員於退撫新制實施後之過渡期間，因新、

舊制年資之退休給與，分別按不同標準給付，且其舊制年資

之公保養老給付仍得辦理優惠存款，以致退休所得較高；此

外，本次修正係對 95 年推動之改革措施重新調整修正，因此

適用對象亦不宜再予擴大，以免造成退休人員的恐慌。 

依照修正方案之適用對象，方案實施後，下列 3 類人員

將不會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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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支領一次退休金之人員：由於支領一次退休金之人員，主要

係仰賴優惠存款利息維生，因此不予納入改革之適用對象。 

二、 僅具退撫新制實施前年資之人員(84年 7月 1日以前退休之

人員)：退撫新制實施前年資之退休金給與內涵偏低，因而

有優惠存款之設計，其退休所得並無偏高情形。 

三、 僅具退撫新制實施後年資之人員(84年 7月 1日以後新進之

人員)：新制年資須由公務人員與政府共同撥繳退撫基金費

用，作為退休金之財源，且已取消優惠存款措施，自非優惠

存款改革之適用對象。 

另，本次修正案仍框限於調整公保養老給付辦理優惠存

款之額度，不扣減法定退休金。 

 

肆、 修正方案之基本原則 

由於現行「公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改革措施」設計，在

現職待遇之認定上，欠缺系統性思考，致實施以來，不僅造

成「服務年資愈長者，退休所得扣減愈多」，且使中、低階人

員扣減金額較大，致生公平性之質疑；此外，現行改革措施

執行 3 年以來，其對政府財務之影響，與原先預估數額，差

異極大(原估算平均 1 年可節省 18 億餘元，實際執行結果，

平均 1年僅節省 8億餘元)，爰確定以下改革原則： 

一、 簡單易懂－計算公式簡單，易於了解。 

二、 公平合理－退休所得愈高，扣減愈多。 

三、 縮小影響面－限縮改革措施的影響人數。 

四、 鼓勵久任－解決年資愈長扣愈多之不合理情形。 

 

伍、 修正方案之內容 

基於以上基本原則，考試院審議通過之修正方案內容訂

為：退休人員的每月退休所得不可以超過個人最後在職之本



 4

(年功)俸 2倍的 77%(年資 25 年)至 97%(年資 35 年)；其計算

公式為： 

 

月退休金+公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每月利息 

本(年功)俸Ⅹ2 

 

謹再就上開計算公式之內涵，說明如下： 

一、 現職待遇(分母)：以本(年功)俸加一倍計算。 

二、 退休所得(分子)：以月退休金及公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每月

利息計算。 

三、 退休所得上限：以不超過本(年功)俸 2倍的 77%(年資 25年)

至 97%(年資 35 年)為上限，年資每增加 1 年，退休所得上

限增加 2%。超過退休所得上限者，則減少其公保養老給付

優惠存款之金額。 

對於退休人員非常關心的扣減情形，本部已於本部全球

資訊網站建置試算系統，俾供退休人員試算退休所得情形。 

 

陸、 採行修正方案之理由 

一、 公平性考量 

現行公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改革措施實施迄今已 3 年

餘，社會各界批評意見甚多，最主要者有二：(一)扣減對

象集中於基層非主管人員，高階主管人員則受影響程度甚

低，引發公平性之爭議；(二)年資愈長扣愈多，產生懲罰

久任之不合理現象。 

本次檢討即著重於改善現行改革措施之缺失，以本(年

功)俸加一倍之方案計算，其特點為本(年功)俸愈高者，扣

減金額相對愈高，因此，基層人員扣減較少、高階人員扣

減較多；同時，修正方案之計算公式中，業已刪除最具爭

≦7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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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之主管職務加給，主管人員與非主管人員之扣減情形一

致，符合社會大眾及公務人員對於公平之期待。 

二、 鼓勵久任，以配合社會人口結構之轉變 

配合公務人員新制任職年資每增加 1 年，退休金增加

本(年功)俸加一倍之 2%，修正方案亦設計為年資每增加 1

年，退休所得上限增加 2%。換言之，公務人員不會因其任

職年資增加，而使扣減金額隨之增加；其退休總所得並將

隨年資增長而增加，有效解決現行改革措施中，年資愈長

扣愈多之情形。 

除了解決前述現行改革措施之缺失外，修正方案此項

設計，亦有助於鼓勵公務人員久任其職，以配合現今社會

人口結構少子化、老年化之趨勢，符合整體退休制度改革

之精神。長期而言，公務人員如能久任其職，除持續為國

家社會奉獻其才智與經驗外，並可增長保險與退撫基金之

繳費時間，領取給付之時間相對減短，當可避免退休給付

之財務壓力過度轉嫁於年青世代，無形中產生減輕政府及

退撫基金財務負擔之正面效益。 

三、 符合繳費義務與給付權利對等原則 

修正方案改以本(年功)俸加一倍計算之另一主要考

量，係由於公保保險費及退撫基金費用之繳納，以及公保

養老給付與退休金之給付標準，均以本(年功)俸為其計算

內涵。因此，計算退休所得扣減金額時，亦不宜加入本(年

功)俸以外之其他考量因素，始符合繳費義務與給付權利對

等之原則。 

根據多數公務人員反映之意見，專業加給及主管職務

加給係根據在職時之職責程度，給予不同之薪俸，以激勵

工作意願與士氣；然退休後已無職務身分之區別，因此專

業加給及主管職務加給，向未納入繳交保險費及退撫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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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以及退休所得計算之標準，自亦不宜於改革措施中納

入作為退休所得多寡之影響因素。 

四、 限縮優惠存款改革措施之影響層面，兼顧退休人員生活 

以現行改革措施實施結果來看，97 年退休生效人員扣

減金額最高達每月 1 萬 4 千餘元，對於退休生活造成相當

之衝擊；本次之檢討修正，本於對基層公務人員之照顧與

承諾，希望限縮改革措施對於退休人員生活之影響，退休

所得扣減情形較為和緩－本(年功)俸加一倍之方案實施

後，預期多數基層非主管人員之扣減金額，將較現行改革

措施大為降低。 

不過，基於公平性之考量，修正方案實施後，仍可能

有部分退休人員扣減金額較現行改革措施略有增加，但其

增加幅度有限，應屬退休人員可接受之範圍，且扣減後對

於適足之退休生活影響甚小。 

整體而言，修正方案之影響人數與扣減之金額，均將

較現行改革措施減少。此種調整係以公平合理性為追求重

點，同時符合公務人員及社會大眾對公平性之觀感。此外，

本部對於扣減金額增加之公務人員，願意共體時艱，於此

經濟景氣低迷之環境下，配合改革之推動，在此表達誠摯

的感謝之意。 

五、 18%優惠利率，形式上雖未調降，但退休公務人員實質所得

已經降低，已形同調降優惠存款利率，政府財政支出亦將因

而減少： 

18%優惠存款係政府早期有鑑於公務人員現職及退休

所得微薄，為照顧其退休生活而建立之政策性福利措施，

有其歷史背景。本次修正雖未對於 18%之利率予以調整，然

實施後部分公務人員之實質退休所得將降低，既可改善現

行改革措施公平性之缺失，對於政府原應支付之優惠存款



 7

利息，同樣產生節省經費之效果。以考試院決議之修正方

案而言，97 年退休生效人員，其退休所得扣減金額，約相

當於將公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之利率調降 2%至 3%。 

在此，本部必須特別強調：優惠存款之經費是政府本

於對公務人員之照顧與承諾，原應支付之費用，任何改革

措施之推動，均有助於該項經費之減少。改革之內容應以

公平合理性為重，對於節省經費之預估，則是在退休人

數、年齡、年資等各項假設前提下所為，一旦假設條件有

所變化，各項數據即可能失其準確度，實不宜作為衡量取

捨各項改革措施之單一標準。 

 

柒、 配套措施 

一、 修正方案將俟優惠存款措施法制化，與整體退休制度改革同

步實施 

為回應社會各界對於優惠存款法制化之期待，確保退休

人員之優惠存款權益，本部業已配合於公務人員退休法修

正草案中，增列優惠存款措施及其改革之法源，並已同時

經考試院 98 年 4 月 2 日第 11 屆第 29 次會議審議通過，函

送立法院審議。本部將俟完成公務人員退休法之修法程序

後，訂定法規命令，作為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

改革措施修正方案之執行依據。 

又由於公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措施之改革，僅係整體退

休制度改革之一環，因此，修正方案將與公務人員月退休

金起支年齡延後方案等整體制度之改革同步實施，以期退

休制度更臻健全、合理。 

二、 公教人員整體同步實施修正方案 

採行本(年功)俸加一倍之方案，可解決現行改革措施造

成之紛擾，且公、教人員之繳費義務、給付權利及扣減標



 8

準等均一致，不致產生相互比較之爭議，因此，已獲教育

部同意教育人員部分將與公務人員整體同步實施修正方

案。 

至於軍職人員部分，立法院前針對現行改革措施進行朝

野黨團協商期間，部分立法委員審酌軍職人員之職務特

性、退除給與制度等，與公教人員差異較大，爰同意軍職

人員與公教人員脫鉤處理。國防部亦表示：軍職人員並無

退休所得偏高情形，且其實施現行改革措施之執行依據－

「陸海空軍退伍除役官兵退除給與及保險退伍給付優惠儲

蓄存款辦法第 3條之 1及第 10 條」亦經立法院同意備查，

因此，國防部之政策，目前決定繼續維持 95 年推動之現行

改革措施。 

三、 現行改革措施與修正方案之銜接 

(一) 修正方案應於完成修法程序後，再予實施 

配合優惠存款措施之法制化，修正方案將俟公務人

員退休法完成修法程序，取得立法院之認可，並訂定法規

命令後，再據以訂定其實施日期，向後生效。 

對於退休公務人員相當關心的是否補發利息問題，

修正方案實施後，對於 95 年實施之現行改革措施已扣減

之優惠存款利息，基於政府政策之延續性，並考量整體社

會觀感等問題，一律不予補發。 

(二) 已退休人員未來應一體適用修正方案 

對於修正方案實施前已退休人員，在修正方案實施

後，仍應一體適用修正方案。其中，退休人員適用修正方

案，如對其較為有利，於修正方案實施後，可立即改適用

修正方案；如適用修正方案較為不利者，則當期之優惠存

款仍繼續適用原來的改革措施，俟優惠存款期滿續存時，

改適用修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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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人員之公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金額如較原來的

改革措施增加，且其原存優惠存款之本金已經提領者，至

遲應於改適用修正方案前，至原儲存之臺灣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各地分行，辦理回存手續；逾期辦理者，僅得自回存

之日起計息。 

 

捌、 對外界疑慮之澄清 

本次公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改革措施之檢討修正，依照

退休人員年資之長短，將退休所得之上限訂為不超過本(年功)

俸 2倍的 77%至 97%，社會各界及媒體輿論多認為與世界主要

國家相較仍有偏高情形；此外，外界多認為本次修正，較原

來的改革措施，可節省之政府經費大為減少，而有增加政府

支出之情形。本部對於此種誤解，實有必要再加以澄清。 

一、 修正方案未必會增加政府財政負擔 

對於社會各界批評修正方案預估政府節省經費，平均 1

年為 7 億餘元，相較於現行改革措施平均 1 年節省 18 億餘

元，相對增加政府之支出一節，本部必須強調：優惠存款之

經費是政府本於對公務人員之照顧與承諾，原應支付之費

用，任何改革措施之推動，均有助於該項經費之減少。 

又本部對於各項數據之預估，均以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

金管理委員會及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公教保險部之經驗資

料為基礎。然現行改革措施執行 3 年以來，其對政府財務之

影響，與原先預估數額，差異極大－原估算平均 1 年可節省

18 億餘元，實際執行結果，平均 1年僅節省 8億餘元，與修

正方案 1 年平均節省 7 億餘元之預估數，相去不遠。因此原

預估之金額，可能因各項假設條件之變動，而在實際執行後

產生差異。換言之，修正方案與現行改革措施相較，未必會

增加政府經費支出；相反地，由於方案內容更為簡單與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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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將有助於減少推動改革之行政與社會成本。 

二、 修正後之公務人員退休所得與世界各國相較，並無偏高情形 

參照世界銀行針對各國老年經濟生活安全提出的三層年

金保障體系之構想，第一層為政府責任之基礎年金，包括公

保、勞保及國民年金等屬之；第二層為雇主責任之職業年金，

此即所謂的退休金；第三層則為個人責任之私人年金，亦即

個人自願參加之商業年金保險或儲蓄保險。 

本次考試院審議通過之優惠存款改革措施修正方案，雖

將退休所得上限訂為不超過本(年功)俸 2倍的 77%至 97%，然

其退休所得計算項目，除第二層之退休金外，尚包含第一層

之公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利息。而依據本部蒐集之資料顯

示，世界主要先進國家如美、英、德、法等國，其公務人員

退休所得替代率最高約為 80%左右，然該替代率僅限於第二

層之退休金，是若以相同比較基準，將其第一層年金納入計

算，替代率應在 90%以上，則我國公務人員之退休所得並無

偏高情形(按：近 13 年來，公務人員平均退休年資係 29 年，

以修正方案而言，其退休所得上限僅為本俸 2倍的 85%)。 

另，就高階人員而言，修正後方案採本(年功)俸 2 倍認

定現職所得，其實仍遠低於在職薪資所得；此外，現職待遇

之本(年功)俸 2 倍，並未計列在職期間每年可支領的考績獎

金等給與，因此修正後方案執行結果，公務人員退休所得並

無偏高情形(尤其是高階人員)。 

三、 新進公務人員之退休所得，最高僅為本(年功)俸 2倍之 70% 

本次修正方案所訂定之不超過本(年功)俸 2 倍 77%至

97%，係現階段退休公務人員之退休所得上限，實際上仍有許

多退休人員的退休所得，並未達到規定的上限標準。此外，

以 84 年以後新進的公務人員而言，依照現制規定，除必須按

月繳納數千元之退撫基金費用外，未來退休時，最高僅得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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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35 年年資，領取本(年功)俸 2倍 70%之退休金，且不得享

有優惠存款，與世界各國及我國民間企業之勞工相較，均未

有特別優厚之情形。 

 

玖、 結語 

近幾年來，由於整體經濟環境不佳，退休公務人員之優

惠存款，屢屢成為各界關注之焦點，甚而成為不同職業族群

間相互攻擊之語言。本部作為公務人員退休制度之主管機

關，絕不容許對公務人員任意的污蔑與抹黑。本次對於優惠

存款改革措施的檢討修正，除了要展現改革的誠意外，更期

望改革的內容公平合理，改革的過程合法且溫和，避免對退

休人員造成太大的影響，進而衝擊社會的和諧與安定。 

因此，本部最後要針對社會各界對於公務人員優惠存款

措施的誤解，再做以下 3點聲明： 

一、 84 年 7 月 1 日以後之公務人員年資，早已政策決定不得辦

理優惠存款： 

早期公務人員之待遇微薄，連帶影響其退休所得偏低，

優惠存款措施即係當時政府本於公務人員雇主之身分，為

使公務人員安心任職，為國奉獻，照顧其退休生活而訂定

之政策性福利措施，有其歷史背景。 

嗣 84 年 7 月 1 日實施公務人員退撫新制後，公務人員

需按月繳交退撫基金費用，作為未來退休經費之財源；同

時考量新制年資之退休金給與標準已有提高，故對優惠存

款採取斷源措施，規定新制年資均不得再辦理優惠存款。

亦即目前公務人員僅有舊制(84年 6月30日以前)年資所領

取之退休給付，始得適用優惠存款之規定；84 年 7 月 1 日

以後之新進人員，其將來所領退休所得，已全數不得辦理

優惠存款。部分民眾認為所有公務人員均享有優惠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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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不平之感，實屬誤解。 

二、 退休所得偏高，是極少數人之特殊情形，且為制度轉變所造

成： 

退撫新制實施後，由於新、舊制年資分別適用不同的給

付標準，以致部分兼具新、舊制年資之人員，產生退休所

得偏高之情形，究其原因，實為退撫舊制與新制過渡期間，

因制度設計之原因所造成，絕非公務人員之不義所得。如

以僅具舊制年資或僅具新制年資者來看，其退休所得與世

界各主要國家比較，均屬正常合理之範圍。 

此外，上述極少數退休所得偏高之特殊情形，多為任職

年資已達 35 年者，其任職時間較長，貢獻相對較高，又因

較晚退休，領取退休金及優惠存款利息之時間相對較短，

對其大幅刪減優惠存款所得，是否公允，或將形成反淘汰

之現象，亦有待社會各界審慎思量。 

三、 另外，考量公務人員是國家社會安定與進步的中堅成員，凡

事必須能體察社會發展脈動與趨勢，積極參與，俾期社會更

加祥和，國家更具競爭力，因此，本次修正後之改革方案，

容或對少部分人(尤其是高階退休人員)的原領退休所得會

有些許影響，惟期望是類人員能共體時艱，配合國家政策，

共創祥和社會。對此，本部謹向是類人員致上最高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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