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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公務人員優惠存款措施再調整方案說帖 

－維護公務人員尊嚴、兼顧社會公平、解決歷史共業 

壹、背景說明 

一、優惠存款措施的產生 

（一）一次退休金部分 

由於早期公務人員待遇微薄，連帶影響退休實質所得偏

低，因此，立法院法制委員會於民國 48 年 7 月 15 日審查公務

人員退休法修正草案時決議，要求本部邀集有關機關會商退休

金之給與標準，以彌補所領退休金偏低之情形。案經本部會商

有關機關研商討論，復經考試院會商行政院同意後，於 49年 1

月修正公務人員退休法施行細則第 31 條，規定退休人員支領之

一次退休金得辦理優存，其辦法由本部會商財政部定之，本部

爰據與財政部於 49 年 10 月 31 日會銜發布「退休公務人員退休

金優惠存款辦法」。至於教育人員部分，係比照公務人員實施，

並由教育部與財政部於 54 年 2 月 22 日會銜發布「學校教職員

退休金優惠存款辦法」。 

（二）公保養老給付部分 

由於軍保之退伍給付得依 53 年 6月 1 日修正發布之「陸海

空軍退伍除役官兵優惠儲蓄存款辦法」辦理優存，而公保之養

老給付與軍保之退伍給付屬同一性質，基於文武衡平原則，經

考試院函徵行政院同意公保養老給付比照軍保之退伍給付，得

連同一次退休金辦理優惠存款後，本部爰於 63 年 12 月 17 日訂

定發布「退休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教育

人員部分則比照公務人員，由教育部擬具「學校退休教職員公

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報奉行政院於 64 年 2 月 3 日

函准實施。 

 （三）優惠存款利率最低下限規定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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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原退休公務人員一次退休金優惠存款辦法規定：優惠存

款利率係比照受理存款機關（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 年期

定期存款牌告利率加 50%優惠利率計算，但最低不得低於年息

18%。故現行優惠存款利率為 18%；有關歷年優惠存款利率之變

動情形，詳如下表： 

時 間 優 惠 存 款 制 度 調 整 情 形 及 其 背 景 
優 惠 存 

款 利 率 

49.10.31 依立法院法制委員會於 48 年 7 月審議公務

人員退休法草案所作相關決議，會商有關機

關後，由本部與財政部會銜發布「退休公務

人員退休金優惠存款辦法」(84年 11月 7日

修正為退休公務人員一次退休金優惠存款

辦法)。 

依 1 年期定

期存款利率

加 50%。 

63.12.17 由於軍人保險之退伍給付得辦理優惠存

款，基於文武衡平原則，經本部會商財政部

等有關機關後，訂定「退休公務人員公保養

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 

依 1 年期定

期存款利率

加 50%。 

66年間 優惠存款利率隨一般 1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調

降至年息 14.25%。 

以 年 息

14.25% 為 下

限。 

72.12.01

迄今 

貨幣貶值，物價上漲，早期退休人員生活漸

感困難。 

以年息 18%為

下限。 

 二、優惠存款措施的調整方案 

優惠存款措施實施至今，已歷經幾次調整；茲說明如下： 

（一）84 年 7 月 1 日的調整：配合退撫新制實施，取消優惠存款

措施－公務人員所具 84 年 7 月 1 日以後的年資，均不得再

辦理優惠存款。 

（二）95 年 2月 16 日的調整：在優惠存款利率及法定退休金都不

變動的前提下，推動公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的調整措施－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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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退休所得替代率偏高者，調降其公保養老給付辦理優惠存

款的額度(以下簡稱 95 年方案)；其計算公式如下： 
 

月退休金＋公保養老給付每月優惠存款利息＋年終慰問金之 1/12 

本(年功)俸＋專業加給加權平均數＋主管職務加給＋年終工作獎金之1/12  

 

（三）99 年 8月 4 日的調整：由於 95 年方案實施結果產生了「肥

高官而瘦小吏」及「服務越久，扣減越多」等不合理的現象，

因此本部乃與行政院及其所屬主要主管機關多次協商後，重

新研提處理方案陳報考試院，並納入公務人員退休法，改變

95 年方案的計算公式，自 100 年 1 月 1 日實施(以下簡稱 99

年方案)。其計算公式雖然改變，但調整的模式與 95 年方案

相同，都以調整優惠存款額度的方式處理；99年方案之計算

公式如下： 

月退休金+公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每月利息 

本(年功)俸×2 
  

（四）100 年 2月 1 日的再調整：  

由於部分退休人員依 99年方案的公式計算後，優惠存款額度

可適度調增而辦理回存，致外界批評 99年方案將增加政府財

政負擔且有退休所得替代率偏高的問題，進而造成部分媒體

及一般民眾認為軍公教人員的福利與其他民眾差距過大。是

為回應民意，本部乃再會商相關機關意見後，對於 99 年方案

再作調整並報考試院及行政院於 100 年 2 月 1 日會銜，重新

訂定「退休公務人員一次退休金與養老給付優惠存款辦法」，

自同日施行。至於 100 年 1 月 1 日施行之原退休公務人員一

次退休金與養老給付優惠存款辦法（即 99 年方案)亦自同日

廢止。以上關於優惠存款制度的幾度調整情形，詳如下圖： 

 

≦85%~95%(一般人員適用) 

75%~80%(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

之主管人員及政務人員適用) 

≦7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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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再調整方案的基本原則與適用對象 

一、再調整方案的基本原則，主要有下列 3點： 

(一) 有效節省政府財務負擔。 

(二) 降低實質所得替代率。 

(三) 優惠存款的利率雖未降低，但在調整優惠存款的額度後，

實質利率自然會適度降低。 

 

二、再調整方案的調整方式及其適用對象：  

(一)調整方式 

  針對兼具退撫新制實施前、後年資，且支(兼)領月退休

金之人員，調整其公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的額度；至於一次

退休金優惠存款額度，則不予變動。此外，法定所領的退休

金也不會受到影響。 

(二)適用對象 

  再調整方案是針對 99 年方案再做調整，所以仍以兼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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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支領一次退休金，或是 84 年 7 月 1 日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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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的人員，因為退休所得並沒有偏高現象，而且 95 年方

案與 99 年方案，都沒有將這類人員納入調整方案的適用對

象，因此這類人員不適用再調整方案。 

換言之，以下 3類人員不適用再調整方案的規定： 

(一) 支領一次退休金人員。 

(二) 僅具退撫新制實施前年資之退休人員（84 年 7月 1 日以前

退休之人員）。 

(三) 僅具退撫新制實施後年資之退休人員（84 年 7月 1 日以後

新進之人員）。 

 

參、再調整方案的內容 

    一、計算方式 

    未來公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額度的計算，除了 99 年方

案所規定退休人員的每月退休所得不可以超過個人最後在

職之本(年功)俸 2 倍的 75%(年資 25 年)至 95%(年資 35 年)

之外，也不得超過在職時實質所得的 70%(年資 15 年)至

90%(年資 35 年)；超過者，應再調降其公保養老給付辦理優

惠存款之額度。至於其計算是以下列 2道程序來處理： 

（一）先計算(第 1 階段) 

月退休金+公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每月利息 

本(年功)俸×2 

     

（二）再計算(第 2 階段) 

月退休金+公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每月利息 

本(年功)俸+專業加給加權平均數+主管職務加給+年終工作獎金 1/12 

換言之，兼具有退撫新、舊制年資的公務人員退休並支

領月退休金者，都必須依據上述 2 道公式分別計算公保養老

≦75%~95% 

≦7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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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優惠存款的額度後，再與調整方案實施前（95 年以前）

原來可以辦理優惠存款的額度比較，取最低的額度，即為實

際可辦理優惠存款的金額。 

   二、舉例說明 

某甲是委任第五職等年功俸十級 520 俸點的非主管人員，支領專業加給表

(一)，任職年資共 30 年(舊制 14 年、新制 16 年)，在 100 年退休生效，選

擇支領月退休金，其退休所得計算方式如下： 

(一)調整方案實施前公保優惠存款本金：33,390*30=1,001,700 元(A) 

(二)   46,007 元(月退休金)+Y1(優惠存款每月利息) 

                      33,390×2 

   以上計算所得的 Y1 (優惠存款每月利息）必須≦10,757元 

   再依上開 10,757 元的優存利息回推公保優惠存款本金； 

      其計算方式為：Y1（10,757 元）× 12 ÷ 18% = 717,100 元(B) 

(三)   46,007 元(月退休金)+Y2(優惠存款每月利息) 

            (33,390+19,670)+(33,390+18,350)×1.5÷12 

   以上計算所得的 Y2 (優惠存款每月利息）必須≦4,593元 

   再依上開 4,593 的優存利息回推公保優惠存款本金； 

      其計算方式為：Y2（4,593 元）× 12 ÷ 18% = 306,153 元(C) 

(四)公保養老給付辦理優惠存款之金額=A 或 B或 C，取最低者=306,153 元 

   (與調整方案實施前相較，每月利息減少 10,433元) 

      三、特別規定 

除了一般公務人員依照以上公式重新計算外，另有以下

2 種特別規定： 

（一）極少數委任及薦任人員較 95 年方案扣減更多者，仍維持

依 95 年方案的規定辦理： 

對於 99 年 12 月 31 日以前退休生效，且依 99 年方

案規定得辦理回存之薦任第九職等以下人員，如依再調

≦85%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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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方案計算，優惠存款扣減金額較 95 年方案更多，則可

依 95 年方案辦理(注意：本項保障規定不適用於 100 年

以後退休生效之人員，也不適用於 99 年方案中多扣之人

員)。 

（二）特任政務人員(即部長級之人員)： 

特任政務人員應比照公務人員的規定辦理，並限制

其公保養老給付可以優惠存款的金額，由原來的最高 330

萬元，改為最高 200 萬元。 

肆、再調整方案中各個項目的計算方式 

有關再調整方案計算公式中，用以計算第 2階段公式中之

分母及分子所列各個項目的計算標準部分，於方案實施前已退

休之人員，按 99年之待遇標準計算；方案實施後退休之人員，

則按最後在職時之待遇標準計算。茲說明如下： 

一、 本(年功)俸：以核定退休等級之本(年功)俸計算。 

二、 技術或專業加給： 

(一) 依各專業加給表適用總人數，計算各職等專業加給之加權

平均數，亦即各種專業加給表適用人員，依其職等均適用

同一專業加給加權平均數之數額。 

(二) 依退休公務人員核定退休等級，對照下列附表 1、2 之專

業加給加權平均數之數額計算。 

(三) 附表 1、2 所列專業加給加權平均數數額，嗣後遇待遇調

整時，將依各專業加給調整比率重新計算。 

三、 主管職務加給部分，以依公務人員俸給法規規定支領者為限

(如依公營事業機構或單一薪給等待遇之主管職務加給標準

支領者，不予計列)，並依下列方式擇一辦理： 

(一) 以最後在職 3 年平均數計列：以最後在職之待遇標準(方

案實施前已退休人員則對照 99年待遇標準)，按最後在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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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年期間實際支領主管職務加給等級，計算其支領主管職

務加給之月平均數。 

(二) 以主管職務加給定額計列：於公務生涯中曾支領主管職務

加給 3年以上(含代理主管)者，依其核定之退休等級，按

主管職務加給之定額計算主管職務加給(如附表 3)。 

(三) 以主管職務加給定額之半數計列：於公務生涯中曾支領主

管職務加給未達 3 年(含代理主管)者，依其核定之退休等

級，按主管職務加給定額之半數計算主管職務加給。 

四、 年終工作獎金：以最後在職時實際支領之本(年功)俸、技術

或專業加給及主管職務加給，依退休當年度或前一年度之軍

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慰問金)發給注意事項計算(1.5 個月)

年終工作獎金，並計算 1/12。 

五、 月退休金： 

(一) 方案實施前（100年 1 月 31日以前）已退休人員，按退休

等級，對照 99年之待遇標準計算；方案實施後（100 年 2

月 1 日以後）退休之人員，按其退休等級及最後在職時之

待遇標準計算。 

(二) 退休人員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30條第 2項(99年以前為公

務人員退休法第 16 條之 1第 7 項)規定支領月補償金者，

亦應計入月退休金。 

六、 公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每月利息：以退休生效時之保險俸給

及可辦理優惠存款之年資，據以計算其公保養老給付優惠存

款額度是否應予調降。 

99 年 12 月 31 日以前退休生效之人員，如屬再調整方案之

適用對象，本部將逕以原填報之待遇資料計算。 

伍、再調整方案的預估效果 

經依照以上公式計算結果，在經費的節省、實質所得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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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及實質利率的降低等部分，100年再調整方案將較 99 年方案

改善；此外，對於公務人員內部的公平性而言，則較 95 年方

案有所改善。茲說明如下： 

一、 產生「瘦大官、補小吏」的效果： 

95 年方案中，高階主管人員大多不需扣減優惠存款額度，或

是扣減額度很少。100 年再調整方案則可改善此種高、低階層

人員扣減情形嚴重失衡現象，大多數基層人員可以回存一小部

分；高階主管人員則須配合政策一併扣減優惠存款額度（高階

文官可扣到將近 7 千元；部長級以上政務人員可扣減近 2 萬

元）；100 年再調整方案與 95 年方案、99年方案比較下，各職

等人員優存利息扣減金額比較表，如附表 4。 

二、 節省政府經費負擔： 

經依本部檔存 99年 12月 31日以前已退休之公務人員（63,887

人）資料逐案計算，以及教育部依已退休之教育人員相關資料

推估結果，100年再調整方案與 99年方案相較，1年可以為政

府再節省 34 億元左右的支出(含公、教人員)；如加上 99 年的

方案可為政府節省 16 億元，總共 1 年可以為政府再節省 50億

元左右。 

三、 退休公務人員的實質所得替代率降低： 

再調整方案在所得替代率上，年資較長者，較高；年資較短者，

較低，以 100 年退休者而言，年資 25 年者，替代率會在 53.73%

至 80%之內；30 年者會在 60.89%至 85%之間；年資 35 年者，

會在 68.05%至 90%之間。詳如下表： 

 

年資 委任文官 薦任文官 簡任文官 特任政務人員 

25 78.74％-80％ 73.94％-80％ 53.73％-80％ 64.64％ 

30 85％ 83.8％-85％ 60.89％-85％ 66.86％ 

35 90％ 90％ 68.05％-90％ 6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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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優惠存款的實質利率已經降低： 

因為存款額度減少，100 年退休的人，實質利率最低大約降

到 5%左右。 

五、 相較於 95年方案，較具公平合理性： 

為避免因為 99年方案可以回存優惠存款金額，造成極少數退

休人員之退休所得與現職待遇相較有偏高的情形，此次的 100

年再調整方案比起 99 年方案，可以回存的金額將減少，但相

較於 95年方案，多數仍能回存一小部分。此外，100 年再調

整方案中，對於已辦理回存的薦任第九職等以下的基層退休

公務人員，已訂有保障其優惠存款額度不低於 95年方案之規

定。亦即不會發生回存額度全數免除後，仍要減少其優惠存

款額度的情形；凡此都顯示 100年再調整方案比 95 年方案更

公平，也更合理。 

陸、對外界誤解的澄清 

對於近來許多民眾、媒體或特殊團體對優惠存款措施或 99

年方案或自 100年 2月 1日實施的最新優惠存款再調整方案有

所批評，甚至是誤解，本部基於主管機關立場，有下列幾點必

須加以說明與強調，以免公務人員遭受外界不公平之對待與批

評： 

一、 公務人員自 84年 7月 1日以後的任職年資都不能辦理優惠存

款： 

優惠存款早已採取漸進取消的措施，現職公務人員如果沒有

84 年 6 月 30日以前的年資，就不能辦理優惠存款；換言之，

公務人員可以辦理優惠存款者，也只有 84 年 6 月 30 日以前

的年資才適用。 

二、 可以辦理優惠存款的額度有一定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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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84年 7 月 1日以後的年資都不可以辦理優惠存款，因此

目前公務人員可以辦理優惠存款的額度仍有一定限度—以已

經退休的人來說，優惠存款措施調整前的簡任人員，其辦理

公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的平均額度約為 160 萬餘元；薦任人

員為 122 萬餘元；委任人員則為 93 萬餘元。如今調整之後，

所有公務人員可以辦理優惠存款的額度也再調降。所以部分

民眾或媒體誤認優惠存款額度可高達數百萬元，其實是與事

實不符。 

三、 18%利率實質上已經下降： 

無論是 95 年方案或 99 年方案或 100 年再調整方案，優惠存

款利率雖然沒有調降，但由於可以辦理優惠存款的額度已經

調降，因此公務人員可以領取的利息實際上也已經減少，致

與利率的調降並無太大差異。所以，期盼各界勿再藉由 18%

利率與一般存款利率的極端對比（18％ vs. 1％），對公務人

員遵循制度所領取的優惠存款利息所得，有所誤解。 

四、 部分公務人員辦理回存的原因，是為改善 95 年方案造成失衡

所做的必要改善措施： 

由於 95 年方案對大多數基層公務人員扣減過重(部分公務人

員於扣減後甚至完全不能再辦理優惠存款)；高階主管人員則

扣減甚少，因此辦理回存是為改善此種缺失，使基層人員可

以少扣，並由高階人員配合政策適度扣減。因此，99 年方案

及再調整方案都是基於更為公平合理的角度出發。 

五、18%是歷史共業，政府處理此一問題必須兼顧「維護公務人員 

尊嚴」及「分配社會的公平分配原則」 

18%的優惠存款制度是早期政府考量公教人員待遇及退休金

給與不足，所採行的政策性補貼措施。該制度實行 50 年來，

不僅讓退休公教人員能過安定的退休生活，也為政府能在財

政困難之際籌得一部分國家建設資金，更是政府足以引進優



 12 

秀公教人員的重要措施。但隨著社會轉型，以及面對當前人

人要求公平分配的分配型社會下，18%優惠存款制度的確也有

其不得不適做調整的空間。然而本部認為：對於 18%的優惠

存款制度的改善，應該將其看成是歷史共業；在解決的策略

與作為上，必須循以下原則處理之： 

（一）首先應肯認 18%的優惠存款制度在過去的發展歲月當

中，有其合法性與合理性。因此，退休公務人員所以

享有此一制度的好處，是制度設計使然，並非退休公

務人員的不法圖謀，從而任何對於 18%優惠存款制度的

評論，萬不可將公教人員汙名化，更不可藉之製造社

會對立。 

（二）政府對於 18%優惠存款制度的任何調整方案，都是肯

認政府對於公教人員的承諾，所以必須以非常負責的

態度處理，絕對不會畏於外界的批評而有所退卻。 

（三）政府期望全體公教人員要能體察社會已經轉型；也呼

籲全體公教人員了解到：任何涉及國家資源的分配，

都必須本於公平原則為之，才可以贏得全國民眾的認

同與尊敬。也因此，在優惠存款的 100 年再調整方案

已經兼顧到公教人員退休權益、社會分配正義及國家

責任等原則下，期望全國公教人員能多所體諒並全力

支持。 

 

柒、結語 

優惠存款制度的建立，有特殊的歷史背景；然因目前一般

存款利率確實偏低，政府實不得不對這一項制度重新檢視；但

外界也不能全盤否定優惠存款制度在過去所發揮的作用。在這

種情況下，本部一方面必須回應民意(政府對公務人員與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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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的照顧不應有太大差距，社會福利的資源應該公平分配給

各不同族群)；一方面則必須肯定全體公務人員對國家的付出

與貢獻，以避免公務人員因優惠存款措施而持續遭到污名化，

因此，不得不對 99 年的方案再做上述調整。相信絕大多數公

務人員都能夠共體時艱；本部也期望公務人員能體認時勢並諒

解。謹在此再次對全體公務人員表達誠摯的感謝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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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各職等技術或專業加給加權平均數標準表 

職等 專業加給加權平均數（單位：元） 

14職等 41,280  

13職等 38,930  

12職等 37,720  

11職等 34,400  

10職等 32,150  

9職等 27,310  

8職等 26,240  

7職等 23,520  

6職等 22,640  

5職等 19,670  

4職等 18,890  

3職等 18,630  

2職等 18,110  

1職等 17,900  

雇員 17,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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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各類人員技術或專業加給加權平均數標準表 

公務人員 關務人員 警察人員 醫事人員 

技術或專業

加給加權平

均 數 （ 單

位：元） 

14職等  

警監 

特階  41,280 

13職等 

關務（技

術）監 

1階 1階 

師

（一）

級 

支本俸710點

以上 
38,930 

12職等 2階 2階 
支本俸670至

690點 
37,720 

11職等 3階 3階 
支本俸630至

650點 
34,400 

10職等 4階 4階 
支本俸590至

610點 
32,150 

9職等 關務（技

術）正 

1階 

警正 

1階 
師

（二）

級 

支本俸490點

以上 
27,310 

8職等 
2階 

2階 
支本俸445至

475點 
26,240 

高 級 關

務 （ 技

術）員 

1階 

7職等 2階 3階 師

（三）

級 

支本俸415點

以上 
23,520 

6職等 3階 4階 

支本俸385至

400點 
22,640 

士

（生）

級 

支本俸385點

以上 

5職等 
關務（技

術）員 

1階 

警佐 

1階 
支本俸330至

370點 
19,670 

4職等 2階 2階  18,890 

3職等 
3階 

3階  18,630 

關務（技

術）佐 

1階 

2職等 2階 4階  18,110 

1職等 3階   17,900 

雇員    17,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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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主管職務加給定額計給標準表 

 

 

 

 

 

 

 

 

 

 

 

 

 

 

官  等 職  等 主管職務加給定額（單位：元） 

簡任 

14 6500 

13 6000 

12 5500 

11 5000 

10 4500 

薦任 

9 4000 

8 3500 

7 3000 

6 2500 

委任 5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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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100 年再調整方案與 95年方案、99 年方案比較下，優存利息扣減金額比較表

95年民進黨執政時的調整方案

應 扣 減 的 每 月 優 存 利 息

99 年 方 案 與 95 年 方 案

扣 減 的 每 月 優 存 利 息 比 較

100 年 再 調 整 方 案 與 95 年 方 案

扣 減 的 每 月 優 存 利 息 比 較

五功十非主管 11,214 增加利息6,945元（每年增加83,340元） 增加利息781元(每年增加9,372元)

七功六非主管 11,515 增加利息6,793元（每年增加81,516元） 增加利息825元(每年增加9,900元)

九功七非主管 14,636 增加利息9,139元（每年增加109,668元） 增加利息1,047元(每年增加12,564元)

十一功五主管 0 減少利息6,014元（每年減少72,168元） 減少利息6,014元(每年減少72,168元)

十二功四主管 0 減少利息6,078元（每年減少72,936元） 減少利息6,078元(每年減少72,936元)

十四本一主管 0 減少利息6,078元（每年減少72,936元） 減少利息6,078元(每年減少72,936元)

部長級以上 8,213 增加利息6,358元（每年增加76,296元） 減少利息11,726元(每年減少140,712元)

單位：元

退 休 等 級

以100年退休生效人員-年資30年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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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100 年 2 月 1 日再調整方案的實務作業事宜 

目前部分退休人員已依 99 年方案辦理回存，或已接獲本

部依 99 年方案核定其優惠存款額度之核定函，並前往臺灣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臺銀)辦理續存手續。但為配合再調

整方案自 100 年 2 月 1 日實施，相關實務作業方式，說明如下

(以下實務作業方式業經本部以 100 年 2 月 11 日部退二字第

1003301718 號書函通函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轉知

所屬)： 

一、 已辦理回存金額之處理： 

(一) 由於退休人員依再調整方案計算後，其可回存金額將較 99

年方案可回存之金額減少，是為利退休人員資金運用，本

部將請臺銀主動將回存人員自 100年 1月 1日起增加之額

度，自 100 年 2月 1 日起停辦優惠存款（即停付該回存金

額之優惠存款利息）；並請服務機關通知退休人員除原依

95 年方案儲存之優惠存款額度外，如回存金額超過 20 萬

元者，請預留 20 萬元於臺銀優惠儲蓄綜合存款帳戶內；

如回存金額未超過 20 萬元者，則請將回存金額全數留置

於上開帳戶內（退休人員依再調整方案計算後，與 95 年

方案相較，其可回存金額均在 20萬元以內)，俾於本部依

再調整方案重新核定其優惠存款額度並於退休人員辦理

續存後，再補發其可回存金額之優惠存款利息。 

(二) 除上開預留之 20 萬元以外，其餘金額得由退休人員自行

運用；又上開預留之 20 萬元，請退休人員切勿提領，以

免屆時因預留之金額低於本部依再調整方案核定得回存

之金額，以致無法補發該回存金額之優存利息。 

(三) 退休人員如有特殊資金需求，無法預留 20 萬元於臺銀優

惠儲蓄綜合存款帳戶者，則請其洽原服務機關利用本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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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建置之退休所得試算系統，先行試算其依再調整方案計

算之優惠存款額度，再將超出可優存額度之多餘金額提

領；惟如試算結果與本部嗣後依再調整方案核定之優惠存

款金額不符者，仍應按本部核定函之額度計算優惠存款利

息。 

(四) 退休人員於臺銀主動將回存人員自 100年 1月 1日起增加

之額度停辦優惠存款前，如需提領超過可優存額度之多餘

金額，得至臺銀臨櫃辦理提領。 

二、 優惠存款到期續存事宜： 

(一) 兼具退撫新制實施前、後年資，且支(兼)領月退休金之人

員，原則上應俟接獲本部依再調整方案重新核定其優惠存

款額度之核定函後，再前往臺銀辦理優惠存款續存手續，

並追溯自優惠存款契約期滿日計息。 

(二) 退休人員如已屆優惠存款期滿日而尚未接獲本部核定

函，或雖已接獲本部依 99 年方案核定其優惠存款額度之

核定函，但尚未接獲本部依再調整方案計算之核定函，即

前往臺銀辦理續存者，本部將請臺銀暫以退休人員原依 95

年方案儲存之優惠存款額度辦理續存；惟退休人員如屬於

適用 99年方案優惠存款額度較 95年方案減少者，則先依

本部前送臺銀清冊所註記之優惠存款額度（即先依 99 年

方案得優惠存款額度續存；如前開清冊所註記之額度與本

部依 99 年方案核定之額度不一致者，以核定之額度辦

理），俟日後接獲本部依再調整方案之核定函後，再依該

核定之額度辦理。 

三、 應重新辦理續存換約手續之情形： 

(一) 部分退休人員已於 100年 1月以後因優惠存款到期而暫依

95 年方案或 99 年方案之額度辦理續存手續；特任政務人

員目前亦均以 95 年方案或 99 年方案之額度辦理優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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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上開人員於 100 年 2 月 1日再調整方案實施後，優惠

存款額度均可能再調降，爰本部將儘速重新核定是類人員

之優惠存款額度。 

(二) 上述人員因與臺銀辦理續存換約時所載額度，與其依規定

得辦理優惠存款之額度不同，是為免爭議，本部將於重新

核定其優惠存款額度時，一併載明請其於一定期限內前往

臺銀重新辦理續存換約手續，逾期仍未辦理者，則請臺銀

主動依核定函所載額度逕行變更其優惠存款金額；至於超

出可優惠存款額度之其餘金額，則改按一般活期存款利率

計息。 

四、 部分退休人員已接獲本部依 99年方案核定其優惠存款額度之

核定函或已依 99年方案辦理續存手續者，或有其他實際儲存

額度與其依再調整方案規定得儲存之額度不符之情形者，俟

本部依再調整方案重新核定其優惠存款額度後，如優惠存款

額度應再調降者，應追溯自 100 年 2 月 1 日調降優惠存款額

度，並請退休人員繳還其溢領之優惠存款利息。 

五、 本部全球資訊網業已建置再調整方案之試算系統(目前該試

算系統係分 2 階段進行試算，並就 2 階段試算結果，取其優

惠存款金額較低者為準)，爰對於所屬退休人員如有特殊資金

需求，須提前得知其優惠存款之確切額度，或欲瞭解其退休

所得情形者，應由服務機關人事人員協助其進行試算，並妥

為說明相關權益事宜。 

六、 各機關對於 100 年 1 月 1 日以後退休生效之人員，均應儘速

補填「公務人員最後在職同等級人員現職待遇計算表」，俾利

重新核定其優惠存款額度；日後於報送兼具退撫新制實施

前、後年資且支（兼）領月退休金之公務人員退休案件時，

亦應填送前開計算表（目前公務人員退休事實表內「同等級

現職人員待遇」一欄，毋須再行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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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二：退休公務人員優惠存款措施再調整方案 Q&A 

一、 優惠存款已經到期，但尚未接到銓敘部的核定函，要如何換約？ 

1. 優惠存款到期後，應該要按照再調整方案計算額度，但是因作業不及，

退休人員尚未接到核定函者，建議再耐心等候，接到核定函後再到臺銀

換約，以免多跑一趟。至於到期以後的優惠存款利息，將來換約時會依

照規定補發。 

2. 如果退休人員不想再等待，仍然可以依照下列方式先換約，等到接到核

定函以後，再做變更： 

(1) 99年方案可以回存的人：按照 99年以前實際儲存的情況(95年方案)

換約，並請自行預留 20萬元在優惠存款帳戶內，等到接到核定函，

額度確定並重新換約以後，再補發差額的優惠存款利息。 

(2) 99 年方案要多扣的人：按照本部送臺銀的清冊所記載的額度辦理換

約(99年方案；本部曾經依照電腦系統計算結果，將新的額度列冊送

臺銀)，但未來接到核定函，如果核定的額度與換約時的額度不同，

必須重新換約；如有多領利息也必須再繳還。 

 

二、 優惠存款已經到期，但是只接到銓敘部依照 99 年方案計算的核定函，是

否可以換約？ 

1. 部分退休人員雖然已經接到依 99年調整方案所核定之優惠存款額度的核

定函，但是因為優惠存款的規定在 100 年 2 月 1 日已經改變，仍然要按

照再調整方案重新計算額度。建議再耐心等候，等接到新的核定函後，

再到臺銀換約，以免多跑一趟。至於到期日以後的優惠存款利息，將來

換約時會依照規定補發。 

2. 如果退休人員不想再等待，仍然可以依照下列方式先換約，等到接到新

的核定函以後，再做變更： 

(1) 99年方案可以回存的人：按照 99年以前實際儲存的情況(95年方案)

換約，並請自行預留 20萬元在優惠存款帳戶內，等到接到新的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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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額度確定並重新換約以後，再補發差額的優惠存款利息。 

(2) 99年方案要多扣的人：先按照所接到的核定函記載額度(99年方案)

辦理換約，但未來接到新的核定函，如果核定的額度與換約時的額

度不同，必須重新換約，如有多領利息也必須再繳還。 

 

三、 如何判斷已接獲的核定函是用哪一種方案計算？是不是依照最新的規定

計算額度？ 

本部自 100年 1月中重新研議再調整方案時，即已暫停核定已退休人員的

優惠存款額度；100年 1月 31日再調整方案確定時，也暫停核定即將退休

生效的案件。因此，可以從核定日期來判斷核定函依據的方案為何。所以

判斷的方式是：100 年 2 月 1 日以前核定的案件，是以 95 年方案或 99 年

方案計算其額度；100 年 2 月 8 日以後核定的案件，則是以再調整方案計

算的額度。 

 

四、 100年 1月以後退休生效的人，要如何辦理優惠存款手續？ 

1. 100年 1月以後退休人員，如果經本部於 100年 2月 1日以前核定其退休

案，雖然已經核定其優惠存款額度，但是因為規定已經改變，仍然要按

照再調整方案重新計算額度。建議此類人員如尚未退休生效，應按照下

列方式辦理： 

(1) 辦理直撥入帳者：由於公保養老給付將直接撥入臺銀優惠儲蓄綜合

存款帳戶，因此請退休人員於接獲本部重新核定其優惠存款額度之

核定函後，再至臺銀辦理優惠存款手續；其自退休生效日起之優惠

存款利息，亦將於完成手續後補發。 

(2) 未辦理直撥入帳者：仍然要先將公保養老給付存入臺銀優惠儲蓄綜

合存款帳戶(可先存入該帳戶之活期儲蓄存款部分)，並於接獲本部

重新核定其優惠存款額度之核定函後，再至臺銀辦理優惠存款手續

(如未先將公保養老給付存入該帳戶，將無法補發利息)。 

2. 退休人員如因個人需要，必須先辦理優惠存款手續者，臺銀將暫依其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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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核定函所載額度(99 年方案)，辦理其優惠存款手續；但本部重新核定

其優惠存款額度後，應重新換約，並請該退休人員繳還溢領之利息。 

 

五、 優惠存款在 100 年 1 月到期，並且已依銓敘部 99 年方案的核定函完成換

約手續者，是否可以保障 2年不調降優惠存款額度？ 

1. 99年方案對於退休人員適用新方案較為不利者，保障其得於 95年方案之

額度期滿續存時，再調降額度。100 年 2 月 1 日再調整方案則對於 95 年

方案之額度尚未到期人員繼續予以保障，但未對於 99年方案設計同樣的

保障機制，以免造成獨厚 100年 1月到期換約人員的不公平性情形。 

2. 換言之，退休人員適用再調整方案之時間，可區分為下列幾種： 

(1) 再調整方案比 95年方案扣更多的退休人員： 

A. 優惠存款於 100 年 2 月 1 日以後到期者：俟 95 年方案之額度期

滿續存時，調降其額度。 

B. 優惠存款於 100年 1月已到期者：因 95年方案之額度業已期滿，

不再予以保障，因此，自 100年 2月 1日起調降額度。 

(2) 再調整方案比 95年方案少扣的退休人員(回存人員)：立即適用再調

整方案，亦即 100年 1 月按其回存情形，依 99 年方案計息；自 100

年 2月 1日起，應按其回存情形，依再調整方案計息。 

(3) 特任政務人員：自 100 年 2 月 1 日起，支領月退休(職)金之特任政

務人員，其公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額度不得超過 200 萬元；兼領月

退休(職)金者，按比例折算。 

 

六、 已經依照 99年方案回存的金額，是否可以領回？ 

1. 可以。 

2. 由於退休人員回存的金額已由臺銀自動轉存優惠存款，但依照再調整方

案規定，自 100 年 2 月 1 日起，回存的金額大部分已不能再享有優惠利

率，因此本部將請臺銀將回存金額先停辦優惠存款，退休人員則請自行

保留 20 萬元(原回存額度不足 20 萬元者，則請將該回存金額全數保留)



 24 

於該帳戶內，其餘可以領回自行運用(注意：預留的 20 萬元必須等本部

重新核定其優惠存款額度後，依可優存的額度補發優惠存款利息，如果

領出以致存款額度不足，可能導致無法補發利息的結果)。 

3. 退休人員如有特殊資金需求，無法保留 20萬元於臺銀優惠儲蓄綜合存款

帳戶內者，請洽服務機關利用本部建置之試算系統，計算可優存之額度

後，即可將多餘部分領出(實際額度仍應以本部核定函為準)。 

4. 於臺銀將回存金額停辦優惠存款前，退休人員如需提領，請至臺銀臨櫃

辦理。 

 

七、 預留在優惠儲蓄綜合存款帳戶的 20萬元，什麼時候可以補發利息？ 

1. 100年 1月以後優惠存款已經期滿之退休人員、特任政務人員，以及 100

年 1 月以後退休之人員，本部將儘速重新核定其優惠存款金額；其中核

定優存額度與實際優存額度不同之退休人員，應至臺銀辦理續存換約手

續後，即可按照本部核定額度，補發優惠存款利息(退休人員如未於本部

所訂時間內前往臺銀換約者，臺銀將逕依本部重新核定之額度變更優惠

存款金額並補發利息)。 

2. 其餘退休人員則仍按照其優惠存款到期日先後，由本部逐一核定其優惠

存款額度，並於退休人員辦理續存換約手續後，補發優惠存款利息。 

 

八、 如果優惠儲蓄綜合存款帳戶中，活期儲蓄存款部分預留的 20 萬元領出，

將來是否可以再存入？可不可以補發優惠存款利息？ 

退休人員預留於優惠儲蓄綜合存款帳戶中的 20 萬元如果領出，則俟本部

重新核定優惠存款額度時，可以將優惠存款的差額存入，但是存款領出期

間無法補發利息。 

 

九、 再調整方案實施之後，會不會扣得比 95年方案更多？ 

1. 依照再調整方案計算，絕大多數退休人員的扣減金額將介於 95年方案至

99年方案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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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回存的人來看，多數仍然可以回存一小部分。極少部分的人在再調整

方案實施後，可能反而扣得比 95 年方案更多，對於此種情形，100 年 2

月 1 日施行的退休公務人員一次退休金與養老給付優惠存款辦法中也已

經明訂：薦任第九職等以下，原來可以辦理回存的人，如果扣減比 95年

方案更多，則維持以 95年方案的額度辦理。 

3. 99年方案中已經比 95年方案多扣的人，於再調整方案實施後，仍然要多

扣(例如：某甲在 95年方案中優惠存款額度沒有減少，在 99年方案中，

每個月少 2 千元利息，再調整方案中，每個月少 2 千 5 百元利息，則應

以扣減 2千 5百元利息計算)。 

 

十、 95年方案實施以前退休的人，可以直接用最後在職支領的主管職務加給計

算的規定是不是已經取消？ 

對於 99 年 12 月 31 日以前退休生效的人，本部於核算時，將直接以原報

送的現職待遇計算其實質所得。因此，95年 2月 15日以前退休生效的人，

如果原填報的主管職務加給是以最後在職時支領的主管職務加給計算，本

部仍將以該金額計算再調整方案計算公式中的主管職務加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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