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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報告內容

一、前言

研議十多年的「勞工退休金條例（以下簡稱勞退條例）」，終於在二 OO

四年六月三十日經總統公布，於二 OO 五年七月一日施行。我國的勞工退休

制度邁入新的里程碑，攸關數百萬勞工退休後的所得保障。現行勞動基準法

所規定的勞工退休制度，採確定給付制度，依該法第五十三條規定，勞工欲

自請退休領取退休金，必須符合工作十五年以上年滿五十五歲，或是工作二

十五年以上兩種法定要件之一，勞工在符合上述要件之前若自行離職，將完

全喪失領取退休金的可能性，也就是勞工累積的工作年資預期將來可享有的

退休金期待利益，隨著勞工的提前離職而完全喪失。然而我國的企業型態以

中、小企業佔絕大多數，企業平均壽命不長，勞工流動率高，且雇主給付退

休金成本估算困難，常以不當手段解僱勞工，，符合法定退休要件者不多，

勞工累計多年將來可請求退休金的工作年資隨之喪失。為了使勞工皆能領取

退休金，「勞工退休金條例」改採「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制度」與「年金保

險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改革在於保障勞工的退休金期待權。也就是勞工在

退休前離職時，其工作年資所累積的退休金期待權不僅不致於喪失；而且於

勞工再就業時原則上可隨同移轉，也就是一般所謂的「可攜帶性」。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計畫之目的在於探討勞工退休金條例對退休金期待權的保障，特別是

退休金期待權不可喪失與可隨同移轉（可攜帶性）的法律問題。由於勞工退休金

條例為全新的法律，法律的適用有待解釋。就法釋義學而言，「勞工退休金條例」

第十三條規定保留舊制年資是否足以保障勞工的退休金期待權？第二十四條勞

工退休金個人專戶制度內勞工退休金期待權如何不可喪失，又如何隨同移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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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條年金保險制度內勞工退休金期待權的隨同移轉有何限制？其所可能產

生的法律適用問題？均有深入研究之必要。

其次，是在立法政策上，選擇適用舊制的勞工，其退休金期待權是否就當然

無保障的必要性與可能性？退休金期待權由不受現行勞動基準法的保障，到勞工

退休金條例中給予保障，在立法政策上有何意義？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要探討現

行勞動基準法不保障退休金期待權，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後是否仍有其正當性？

特別是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十三條第一項要求雇主，對勞工在適用勞動基準法期間

所累積的工作年資，應繼續依勞動基準法第五十六條的規定，按月於五年內足額

提撥勞工退休準備，以作為支付退休金之用。為何不能進一步保障適用舊制勞工

的退休金期待權？此問題在勞工退休金條例立法時曽引起立法政策上的重大爭

論，在該條例通過後是否已經獲得解決？此外，勞工退休金舊制與新制之間，以

及新制的兩種制度之間是否也能建立退休金期待權的隨同移轉的機制？國外有

無相關立法例？

退休金期待權保障為退休金法律制度的核心問題。本研究計畫在於釐清勞工

退休金條例實施後，退休金期待權不可喪失與可隨同移轉（可攜帶性）的法律問

題。參酌其他工業國家的制度，建構我國退休金期待權保障的理論基礎。檢討勞

工退休金條例對退休金期待權的保障是否有進一步改進的可能。

三文獻探討

（一）國內文獻

如前所示目前國內對勞工退休金法律制度研究的論著仍相當少，尚無直接有

關退休金期待權不可喪失與隨同移轉的專論。一般討論退休金法律制度的專論都

僅約略提及退休金期待權的概念或保障。勞工退休金條例制定後，相關的法學論

著顯著增加。但是大部分的法學論著都是在探討勞工退休金條例的整體法律結

構，或是個人帳戶制度、年金保險制度的問題，其中有關退休金期待權不可喪失

與隨同移轉的問題，大多在論述保留年資、年資結清或年金保險問題時偶有提及。

有關退休金期待權不可喪失的問題：郭明政最早提出勞基法退休金制度的改

革應保障退休金的期待權與年資攜帶可能性。同時也強調並非只有個人帳戶制才

具有年資可攜帶的優點。1郭玲惠認為勞基法中勞工的「退休金請求權為期待權」
2，在論述結清年資時提到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十一條三項勞雇隻方約定以不低於

勞基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的標準結清保留的工作年資似將打破勞基法中

退休金與資遺費之請求乃為期待權之概念。3似乎是指此時退休金期待權不僅不

1郭明政，勞基法資遣費與退休金制度之改革，政大勞動學報第九期，58 頁，2000 年 1 月。
2焦興鎧等作，勞動基準法釋義：施行二十年之回顧與展望，初版，403-404 頁，臺北市：新學
林，2005 年。
3郭玲惠，勞工退休金條例問題初探─以年金保險為核心，臺灣勞動法學會學報第五期，47 頁，
2006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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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喪失，而且更進一步已轉換成完全的權利。至於雇主依勞工退休金條例提繳的

退休金所有權屬於勞工。4雖未提及這是不可喪失的退休金期待權，實質上具有

相同的意義。邱駿彥，認為勞工退休金條例中的退休金，在性質上應屬於「後付

工資」5，依此性質也可推論出退休金期待權是不可喪失的。

有關退休金期待權可隨同移轉的問題：郭玲惠指出勞工退休金條例對於勞

轉換工作選擇退休金制度過於侷限，應採較寛的解釋，非以勞工退休金

個人專戶的提繳為限，應給予勞資間協商的空間，允許雇主也可能以為

勞工繳納年金保險保險費的方式履行其義務。有關企業併購時年金保險

的承受與變動有較詳細的論述。6

（二）、國外文獻

國外文獻中，有關退休金期待權不可喪失與可隨同移轉大多為法律所明定，

因此文獻上的討論多以本國的法律制度為重點。德國的企業年金法（Gesetz zur

Verbessurung der betrieblichen Altersversorgung 簡稱 BetrAVG）以保障退

休金的期待權為主要立法目的，分為勞動法與稅法兩大部分，該國的註釋書與專

書一定會論述退休金期待權保障與隨同移轉的問題。美國的勞工退休所得保障法

（Employee Retirement Income Security Act 簡稱 ERISA）也分為勞動法與稅

法兩大部分，以保障勞工的退休金權利與健全退休基金為主要目的，有關退休金

期待權不可喪失與可隨同移轉也是專書討論的重點之一。7荷蘭的制度也頗具特

色。8 歐盟積極謀求建立會員國之間職業年金可隨同移轉的機制，近年來也有不

少的討論。其中特別值得重視的有 2005 年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

所提出的「改善補充年金權利可隨同移轉指令建議」。9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計畫主要是採法律釋義學的解釋方法與法制比較方法。蒐集國內外有

關退休金的法律條文、立法理由書、專書與期刊論文加以研讀、分析、比較與歸

納。

44郭玲惠，同前註，63。
5邱駿彥，勞工退休金條例釋義─以個人帳戶制為中心，臺灣勞動法學會學報第五期，148 頁，
2006 年 6 月。
6郭玲惠，勞工退休金條例問題初探─以年金保險為核心，臺灣勞動法學會學報第五期，74-81
頁，2006 年 6 月。
7這兩國的制度可參考余雪明，比較退休基金法，初版，2001 年 8 月；林炫秋，臺灣、德國與美
國企業退休給付法制之比較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 年 7 月。
8林炫秋，荷蘭職業年金制度及其對臺灣的啟示，東海大學法學研究，19 期， 89-157 頁，2003
年 12 月。
9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improving the
portability of supplementary pension rights（SEC（2005）1293）（COM/2005/0507 final-COD
2005/0214），celex-txt-52005PC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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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果與討論

（一）、個人專戶制度退休金期待權之不可喪失與可隨同移轉

1、退休金期待權之不可喪失

依勞退條例第六條的規定，採用個人專戶制度的雇主，應按月為適用範

圍內的勞工提繳退休金。勞工將來所得請領的退休金，不論是月退休金或是

一次退休金，皆是以勞工個人之退休金專戶中所累積的本金與收益為計算基

礎。另外，依同法第二十四條之規定，勞工只要年滿六十歲，不問其工作年

資的長短，皆得請領退休金。而且依同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的規定，勞工在

請領退休金前死亡者，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得請領一次退休金；己領取月退

休金勞工於屆滿平均餘命前，其個人退休金專戶結算剩餘金額，由其遺屬或

指定請領人領回。綜合上述規定可知，勞退條例中的個人專戶制度是採碓定

提撥制，而且一旦雇主履行其法定的提繳退休金義務，存入勞工個人退休金

專戶中的退休金及其收益，即成為勞工或其遺屬的既得權，不僅雇主不得剝

奪，而且承擔實施機構（勞工保險局），在勞工符合請領退休金要件時，必

須依法發給退休金。因此，勞工退休金從雇主提撥，到勞工實際退休領取退

休金，這段期間所形成的退休金期待權，自始即確定而且不可喪失。雇主按

月所提繳的退休金在性質上是一種遞延工資。

2、退休金期待權之可隨同移轉

有關「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制度」退休金期待權可隨同移轉主要規定於

「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四條，該條文規定：「（第一項）勞工年滿六十歲，

工作年資滿十五年以上者，得請領月退休金。但工作年資未滿十五年者，應

請領一次退休金。（第二項）前項工作年資採計，以實際提繳退休金之年資

為準。（第三項）年資中斷者，其前後提繳年資合併計算。（第四項）勞工不

適用勞動基準法時，於有第一項規定情形者，始得請領。」。由這條條文可

以看出在個人專戶制度中，勞工的退休金期待權不僅不會因為轉換工作而喪

失，也不會因為一時退出工作職埸而喪失，在未符合退休金請領要件前退休

金期待權也不會喪失，至年滿六十歲時，可合併計算過去所有提繳的年資而

領取退休金，只要雇主提繳退休金，勞工於年滿六十歲時，就必定能領取個

人帳戶中累積的退休金，因為個人帳戶是單一的帳戶，所以勞工更換雇主

時，只是提繳退休金的雇主改變，退休金期待權當然隨同移轉。

此外，選擇適用個人退休金專戶制的勞工，離職後再就業時，若新雇主

有開辦年金保險，而勞工選擇投保年金保險時，得選擇保留已提存之個人退
休金專戶；若提繳退休金之期間，已超過二年時，也得選擇一次將其個人退

休金專戶之本金及收益移轉至年金保險。10

10 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細則第 14 條第 1 項及第 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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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金保險制度退休金期待權之不可喪失與可隨同移轉

1、退休金期待權之不可喪失

依據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三十八條的規定：「勞工離職後再就業，所屬年金保

險契約應由新雇主擔任要保人，繼續提繳保險費。新舊雇主開辦或參加之年金保

險提繳率不同時，其差額應由勞工自行負擔。但新雇主自願負擔者，不再此限。

前項勞工之新雇主未辦理年金保險者，應依第六條第一項提繳退休金。除勞雇雙

方另有約定外，所屬年金保險契約之保險費由勞工全額自行負擔；勞工無法提繳

時，年金保險契約之存續，依保險法及各該保險契約辦理。…」。又「勞工退休

金條例年金保險實施辦法」第 35 條第 2項進一步規定：「勞工離職後未就業，

或離職後再就業選擇參加新雇主所投保之年金保險，原年金保險之要保人，應轉

換為勞工本人，勞工並得選擇繼續、停止繳費或辦理減額繳費，依轉換當時保單

價值準備金繼續累積收益。」由這兩條規定可知參加企業年金保險的勞工轉換雇

主時，或是勞工不再就業時，原來的年金保險契約都可以繼續存在，得由新雇主

繼續投保，或是變更要保人為勞工繼續投保。換言之，勞工在原來的年金保險契

約中所累積的年金保險之保單價值準備金仍然存在，勞工的退休金期待權也不會

因為離職而喪失。

2、退休金期待權之可隨同移轉

依據「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三十八條的規定，選擇年金保險制度的勞工，

在符合請領年金保險金之前轉換工作時，依新雇主的企業內所採用的退休金

制度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退休期待權隨同移轉的方式，分述如下：

（1） 新雇主也開辦年金保險

依據「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38 條第 1項，以及「勞工退休金條例年金保險

實施辦法」第 35 條第 2項的規定，如果新雇主有辦理年金保險，而且與舊雇主

是同一保險人時，則勞工原來的保險契約繼續存在，退休金期待權不會喪失，只

是提繳保險費的要保人變更而已，年金保險之保單價值準備金繼續累積，退休金

期待權當然隨同移轉。

但是如果新舊雇主投保的保險人不同時，勞工對原來的保險契約應變更自己

為要保人，並得選擇繼續、停止繳費或辦理減額繳費，依轉換當時保單價值準備

金繼續累積收益。此時勞工的退休金期待權雖不會喪失，但並未隨同移轉。若要

使退休金期待權隨同移轉，勞工得申請將原年金保險之保單價值準備金移轉至新

雇主所投保之年金保險。11

（2） 新雇主未開辦年金保險

因為新雇主未開辦年金保險，勞工只能參加個人專戶制度，此時勞工得選擇

保留已提存之年金保險，變更自己為要保人繼續繳費、停止繳費或辦理減額繳

11 勞工退休金條例年金保險實施辦法第 35 條第 2項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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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12若其已提繳保險費之期間超過四年，則得選擇一次將其年金保險之保單價

值準備金移轉至個人退休金專戶。13

（三）、適用勞基法退休制度退休金期待權保障之欠缺

1、退休金期待權之喪失

本條例施行前已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工，若是選擇適用舊制，在其符合勞動

基準法所規定的退休要件前離職，除可請求資遣費外，其退休金期待利權會完全

喪失；縱使該勞工選擇採用新制而保留適用舊制的工作年資，其所保留的工作年

資的退休金期待權在勞工提前離職時，同樣會喪失殆盡。

2、退休金期待權無法隨同移轉

勞工退休金條例對於選擇舊制，或選擇採用新制而保留適用舊制的工作年

資，既未賦予不可喪失的退休金期待權，原則上就無退休金期待權隨同移轉的問

題。惟一的例外是該條例容許於勞動契約存續期間，勞雇雙方得約定以不低於勞

動基準法所規定的退休金給與標準結清保留的工作年資。14而且年資結清後所取

得的金額得移轉到新制的「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制度」或「年金保險制度」中，

在不符合勞退條例第二十四條所規定的請領退休金條件前不得領回。15

（五）、法制比較

勞工退休金條例是採「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制度」與「年金保險制度」，

並且保留勞基法中的確定給付制。其中的「年金保險制度」與德國或美國的

「直接保險制」差異較小；而「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制度」在德國無類似制

度，美國雖有類以的「個人退休帳戶制度」，但其並非由單一機關實施的強

制性制度，與我國仍有不同。

德國企業年金法雖保障退休金期待權的不可喪失，但原則上禁止任意移

轉退休金債務，僅容許在一定條件下得將退休金債務移轉給特定的退休金給

付主體。而且退休金債務的承擔是基於契約約定，而非法律規定。除了報酬

轉換制度所取得的退休金期待利益可隨同勞工轉換工作而移移轉外，勞工並

無請求移轉退休金債權的權利，不過雇主要移轉退休金債務，依債務承擔的

法理原則上應得勞工同意。其中雇主直接允諾給付的退休金債務得由新雇主

承擔，也可以移轉給人壽保險業，以直接保險實施的企業年金，也可以相互

的移轉。16

12 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38 條第 2 項。
13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細則第 14 條第 2 項與第 3項。
14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13 條第 2 項。
15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 12 條。
16林炫秋，臺灣、德國與美國企業退休給付法制之比較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博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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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美國勞工退休所得保障法，同樣也保障退休金期待利益的不可喪

失，而退休金期待權的隨同移轉，基本上是以租稅優惠的方式加以鼓勵。在

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間，退休金可隨同移轉的問題，廣受美國政府與國會

的重視，有多項法案被提出，也頗值得我國重視。17

荷蘭退休金期待權的隨同移轉，是經由民間自設的職業年金移轉聯盟進

行。18歐洲聯盟也持續關注退休金期待權的隨同移轉的問題。

六結論與建議

退休金期待權保障為退休金法律制度的核心問題。本研究計畫在於釐清

勞工退休金條例實施後，退休金期待權不可喪失與可隨同移轉（可攜帶性）

的法律問題。

由上述我國勞工退休金條例的規定可知，勞工退休金期待權的保障僅限

於適用新制以後的工作年資，對於選擇舊制，或選擇採用新制而保留適用舊

制的工作年資，既未賦予不可喪失的退休金期待權，退休金期待權也無法隨

同移轉。在勞工退休金條例修正時應特別加以考慮。

有關退休金期待權隨同移轉的問題，在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細則與勞工

退休金條例年金保險實施辦法公佈施行後，大致上已獲得解決，不過有關退

休金期待權隨同移轉涉及人民的財產權保障，在法規命令中加以規定，恐有

違憲之虞，將來修法時宜納入勞工退休金條例本文中。此外，退休金期待權

隨同移轉並非個人專戶制度與年金保險所特有，對於選擇舊制與保留舊制的

部分，只要在法律上保障勞工的退休金期待權的不可喪失，一樣可以在不同

制度之間隨同移轉。現行法對勞雇雙方結清舊制工作年資的退休金隨同移轉

已有所規定，在未來修法時宜考慮對所有適用舊制的工作年資作同様的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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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計畫成果自評

一、 研究內容與原計畫大致相符，有關退休金期待權之不可喪失與可隨

同移轉理論體系的建立尚待完成，美國與歐洲聯盟退休金期待權的隨

同移轉的發展應持續關注。

二、達成預期目標情況

1、完成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十三條、第二十四條與第三十八條之法律

適用之分析；

2、歸納各國勞工退休金期待權不可喪失與隨同移轉之法律規定；

3、分析各國勞工退休金「確定給付制」、「個人帳戶制」與「年金保

險制」之間退休金期待權之隨同移轉；

3、我國勞工退休金「確定給付制」、「個人帳戶制」與「年金保險制」

之間退休金期待權隨同移轉可行性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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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發現

對於選擇舊制與保留舊制的部分，只要在法律上保障勞工的退休

金期待權的不可喪失，一樣可以在不同制度之間隨同移轉。

四、研究成果之學術與應用價值

建立我國勞工退休金期待權不可喪失與隨同移轉之理論體系，比

較各國勞工退休金期待權不可喪失與隨同移轉之法律制度，以提供退

休金相關行政機關與事業單位實施勞工退休金制度，司法機關法律解

釋適用，立法機關修法時之參考。

五、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