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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基金自選投資制度之研究  

A Study of Member-Choice Management Platform for 
Pension Funds

Abstract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performance of Taiwan’s New Labor Pension Fund, this study 
reviews the pension-related literature and investigates the reform experience in selected 
developed economies. We suggest a member-choice management platform with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one pension account only for every employee for management 
convenience, a management structure offering both private services and government 
services with a guarantee of two-year deposit returns, automotive enrollment with a 
default savings rate of 3% and automotive escalation linking saving increases to pay 
increases, raising the savings rate limit from 6% to 12% with no tax benefit for savings 
above 6%, and target date funds as the default funds by applying life-cyle investment 
theory to make asset allocation for employees with different retirement dates. Thaler and 
Benartzi (2004) apply the nudge concept in behavioral economics to design a pension 
management program, called Save More Tomorrow (SMT). Our suggestion is to take the 
SMT program as reference when we design Taiwan’s member-choice management 
platform since SMT 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both pension enrollment rates and savings 
rates in developed economies.
【Keywords】 pension, automative enrollment, life-cycle fund, behavioral economics

摘 要

為了提升我國新制勞退基金經營管理績效，本研究參考相關文獻與先進國家退休金制
度的實施經驗，建議勞退新制開放自選平台方案：採單一帳戶具可攜式和連續性，簡
化帳戶管理；採政府與民營共管架構，保有二年定期存款保證收益方案供勞工選擇；
採自動加入機制，預先設定自提比率 3%，每遇加薪超過 1%時自動提高提撥比率 0.5%
直到上限，簡單方便；自提比率上限由現行 6%調升至先進國家水準 12%，鼓勵儲蓄，
但超過 6%部分無賦稅優惠；勞工可隨時自行申請調整提撥比率，保有彈性選擇；目
標期限型基金為預設標的基金，降低無退休理財觀念或無暇投資理財勞工之投資困
擾，該基金以生命週期投資理論建構，依據勞工距退休日期作風險評估與資產配置。
Thaler and Benartzi (2004) 運用行為經濟學的推力觀念，設計明天存更多 (Save More 
Tomorrow; SMT) 退休金方案，大幅提高雇員的自提參加意願與自提比率，值得台灣設
計自選平台時參考。

【關鍵字】 退休金、自動加入機制、生命週期基金、行為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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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目的

全球人口老化及各國政府財政負擔沉重，掀起退休金制度改革的浪潮，基金提

撥不足、投資績效提升、跨世代債務移轉問題必須解決，改革目標在追求年金制度

的財務穩健與永續發展，保障老年經濟安全。我國退休金體系有政府開辦之底層社

會福利制度，第一層有社會保險與社會津貼，主要的社會保險有勞工保險、公教保

險、軍人保險與國民年金，第二層的職業退休金包括勞工退休金、軍公教人員退撫

及私校教職員工退撫儲金。其中社會保險老年給付與軍公教人員退撫為確定給付

制，具有潛藏負債龐大的問題，如何開源節流已成為年金改革之重點。第二層職業

退休金，新制勞工退休金（新制勞退）與新制私校退撫儲金（私校退撫）採確定提

撥制，無財務缺口問題，私校退撫於 2013年引進自主投資計畫，是台灣第一個自
選平台的退休基金。根據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016) 與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2016) 
資料，新舊制勞工退休基金截至 2015年底的承保人數約有 622萬人，約佔年滿 25
歲至 64歲人口數 1,426萬人的 43.6%，承保人數最多。新制勞退由勞動基金運用局
（運用局）投資管理，2015年底規模 15,213億元佔第二層職業退休金基金 27,890
億元的 55%，在我國退休金體系佔最重要地位。

二、行為經濟學於退休金的運用

行為經濟學先驅 Kahneman and Tversky (1979) 提出人在不確定時作決策，容易
因為損失趨避而犯下錯誤，事先的提醒與理性的設計能改善決策品質。為了提高美

國人的退休金儲蓄，Thaler and Sunstein (2008) 認為人常常需要被輕輕推一下才能脫
離日常的慣性，運用行為經濟學的推力觀念 (Nudge) 推行政策效果佳，Benartzi and 
Lewin (2012) 研究發現，美國 401K計畫運用推力觀念採用雇員自動加入機制，2011
年參加比率提高到 56%。Thaler and Benartzi (2004)、Benartzi and Thaler (2013) 運用
推力觀念，設計明天存更多 (Save More Tomorrow; SMT) 退休金自提方案，也大幅
提高雇員的自提參加意願與自提比率。SMT方案採用自動加入機制，讓雇員於加薪
時不知不覺中提高自提比率，學者發現第一個實施 SMT的退休金，雇員的自提參
加意願高達 78%，自提金額比率由 3.5%大幅提升到 13.6%，提升儲蓄效果佳。

Shefrin and Thaler (1988) 提出行為生命週期假說，個人在考慮消費與儲蓄時，
必須決定儲存多少錢才足以應付未來退休生活，這個問題沒有簡單明確的答案，必

須花時間教育受益人；Thaler and Shefrin (1981) 提出自我控制的問題，人要說服自
己每月撥繳一定比率薪資到退休金帳戶，很多人雖然想要多存一些退休金，卻缺乏

意志力依照計畫執行；Samuelson and Zeckhauser (1988) 提出人有保持現況不變 



3

NTU Management Review Vol. 29 No. 2 Aug. 2019

(Status Quo Bias)，拖延困難決策的傾向，因為改變必須面對未知與不確定性，新決
定必須花費時間、腦力，如果沒有緊急必要，傾向維持現狀，不做改變；Ainslie (1975) 
提出雙曲線的折現 (Hyperbolic Discounting) 觀點，人偏好當下與近期的消費，如果
要犧牲當期消費，必須大幅加高補償的誘因，例如現在立即增加提撥比率與一年後

增加提撥，前者的折現率必然遠高於後者；最後，Tversky and Kahneman (1992) 認
為下決策必須考慮損失趨避的效應 (Loss Aversion)，損失 10萬元的痛苦程度遠大於
獲得 10萬元的快樂程度，損失與獲利引發的效用程度具不對稱性。因此，人對犧
牲現在消費的要求補償遠高於犧牲未來消費的要求補償，增加提撥比率，犧牲現在

消費立即引發損失趨避的反應，違反人偏愛現在的消費優於未來消費的傾向。

為了解決損失趨避與推延維持現狀的惰性，Thaler and Sunstein (2008) 運用人需
要被輕推一下的心理，協助員工做好最初的選擇，有效提高退休儲蓄，先進國家有

一些成功案例，例如明日存更多 SMT計畫運用行為經濟學設計自選機制：善用維
持現狀傾向，預設自提比率；每遇加薪時，自動增加提撥，降低損失趨避的效應；

預設自提比率也有推力效應，面對未知與不確定時，如果有權威協助（專家事先精

選的選擇），追隨專家讓人安心（尤其知道別人也都如此）；當參加自選的人增多，

提撥比率提高時，參加者的意願會隨之增加，因為社會認同的羊群效應 (Herding) 
被強化，大家期望成為群體的一員；最後，自行提撥具有稅賦優惠的誘因，目前政

府已提供自行提撥的稅遞延優惠。

本文作者受到行為經濟學的推力觀念啟發，利用文獻回顧的研究方法，比較國

內外自選投資平台之制度，探討自動加入機制與預設基金機制，檢視擴大提撥人數

與自提比率的實務運作，期望研究結果提供年金自選方案之參考，保障勞工老年經

濟安全，也能做為其他國家設計自選平台制度之參考。本文架構如下：第一章緒論；

第二章討論台灣退休金制度；第三章比較分析世界各國退休金制度；第四章提出新

制勞退制度改革方案；第五章結論與建議。

貳、台灣退休金制度之探討

本文著重自選投資平台制度之運作，因此選擇最重要的新制勞退與已經實行自

選平台的新制私校退撫，作為本章回顧探討重點。

一、勞工退休金

政府於 1984年 8月實施勞動基準法，強制規定勞基法所屬行業雇主必須設立
退休金，2005年 7月施行新制勞工退休金制度，新制為確定提撥制，具有高度的儲
蓄性質。表 1比較新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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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勞退基金特性歸納如下：個人退休金專戶制；退休金採確定提撥制，具有

可攜性；雇主負擔率不得低於工資 6%，雇主提撥金額確定，易於估算成本；鼓勵
勞工於工資 6%內自願提撥，享有遞延稅賦優惠；保證勞工退休金收益不得低於銀
行 2年定期存款利率。運用局採取自行經營及委外投資策略，國內外多元資產投資
運用，基金操作保守穩健，因為現行勞退基金投資報酬率，政府保證 2年定儲利率
之責任，國外大部分採確定提撥制的國家，政府無需負擔最低投資收益之保證。

表 1 勞退新舊制度比較
項目 新制 舊制

法源 勞工退休金條例 勞動基準法

制度 確定提撥制 確定給付制

提撥
雇主：≧ 6%勞工工資
勞工：自提 ≦ 6%工資

每月工資總額 2%至 15%

年資計算方式
退休金之提繳年資

毋須在同一事業單位
工作年資 

請領條件
年滿 60歲，無論退休與否皆可；但未滿
60歲死亡，由遺屬一次領完

工作年資滿 25年，或工作滿 15年，年
齡達 55歲需退休，或工作 10年以上年
滿 60歲者 

給付方式
年資滿 15年採月退制
年資未滿 15年採一次退

退休金一次付清

（可另訂協議採分期付清）

運用局組織型態為行政機關，受公務人員相關法規限制，自營人力受限且投資

專業需求迅速擴增，必須彈性調整自營及委外投資比重，雖自行經營有費用容易管

控、投資決策自主性高、過往投資績效穩健之優點，但隨著環境變化，基金運作存

在一些問題，包括基金規模日益龐大，投資工作負擔持續增加，政府法令規範任用

資格與員額限制，不易適時調整人力，薪資待遇結構較僵化，難以延攬優秀專業人

力，長期對基金經營管理有負面影響。委託經營可分為「國內委託經營」及「國外

委託經營」，委託經營持續增加資產類別，增加另類投資，強化多元投資組合，分

散投資組合風險。

根據陳登源與李瑞珠 (2014) 研究，國內委託經營費率約在0.10%到0.15%之間，
國內委託績效不穩定且長期輸給國內自行操作績效，經常未能達成目標報酬率。國

外委託投資以相對報酬型為主，委託費率大約介於 0.30%到 0.45%之間。主動式操
作要求超額報酬，被動式則要求追蹤誤差，大部分都能達成目標報酬率。王儷玲與

林盈課 (2011) 研究發現，委外經營協助解決基金專業人力不足問題，將自營不熟悉
的投資項目委外，分享受託業者資源，但隨著基金規模逐步擴大，委託經營金額逐

年提升，委外監督不易導致風險難以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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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2016)，表 2顯示勞退基金投資績效表，新舊制 10
年平均年報酬分別為 2.24%與 3.04%，皆高於政府保證 2年定儲利率，政府無須編
列預算撥補。10年期間經歷 2008年金融海嘯，基金操作績效保守穩健。

表 2 勞退基金投資績效表
新制勞工退休基金投資績效表 2006-2015

年度 實際收益率 保證收益率

3年平均 3.15% 1.38%

5年平均 2.61% 1.37%

10年平均 2.24% 1.61%

舊制勞工退休基金投資績效表 2006-2015

年度 實際收益率 保證收益率

3年平均 3.31% 0.96%

5年平均 2.83% 0.95%

10年平均 3.04% 1.22%

二、私校教職員工退撫儲金新制

為保障私立學校教職員工退撫權益，政府 2010年 1月 1日推行私校退撫新制，
由教職員、學校及行政主管機關按月提撥儲金，採確定提撥之個人帳戶，每個教職

員均設退撫儲金專戶。2014年儲金管理會委託投資顧問設計個人儲金自主投資計
畫，兼顧儲金之收益性、安全性及穩健性篩選投資標的，依風險的承受度提供保守

型、穩健型及積極型三種投資組合。

（一）參加人員選擇投資組合型態

私校退撫提供基金參加人員自主投資的權利，陳登源 (2014) 研究發現截至 2015
年 4月底選擇保守型基金的人數 58,994人，占基金整體參加人數 65,687人的
89.8%，選擇穩健型基金及積極型基金的人數則分別僅占 5.4%及 4.8%。進一步分
析選擇保守型基金的人數，依規定沒有完成風險屬性評估而被歸類到保守型基金的

人數 33,160人（占率 56.2%），已完成風險屬性評估但未完成基金選擇者為 25,005
人（占率 42.4%），已完成風險屬性評估且自行決定選擇保守型基金的人數 826人
（占率 1.4%），顯示大部分人並未深入了解自主投資計畫與選擇適合自己的投資組
合，甚為可惜。為何有如此多的參加人員沒有完成風險屬性評估？可能原因之一，

私校退撫儲金初期辦理了許多次退休金自主投資的教育研習，大部分學校都只派遣

人力資源部門的職員參加研習會，多數教職員工依然處於資訊不對稱的狀態，因此，

完成風險屬性分析的參加人員，大部分都只是人力資源部門的職員與具備投資專業

的財經系老師。推動勞退新制開放自選平台時，如何提高勞工完成風險屬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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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認為在退休投資教育方面必須加強，將勞退投資自選平台作業機制納入勞工

的教育訓練項目，結合投信投顧公會與相關金融投資業者，協助各企業辦理退休金

講座。另外，網路的普及率高，可借助自選單一帳戶的網路管理平台，除提供帳戶

服務外，亦協助教育推廣，電子化的溝通平台在未來的退休自選平台的推廣將產生

重要性的效益。

（二）個人儲金投資組合經營績效

私校退撫提供保守型、穩健型及積極型三類型組合基金，私校退撫儲金管理會 
(2016) 儲金投資報酬率顯示於表 3。三類型組合基金的 3年平均年報酬分別為
1.84%、 5.93%、4.43%，自動選項是最低風險等級的保守型基金。

表 3 私校退撫儲金管理會儲金自主投資報酬率
投資組合類型 保守型 穩健型 積極型

2013 年實際報酬率 0.71% 5.43% 0.10%

2014 年實際報酬率 3.05% 8.43% 9.41%

2015 年實際報酬率 1.77% 3.98% 3.98%

3年年化報酬率 1.84% 5.93% 4.43%

目前私校退撫基金自主投資的自動選項（預設基金）為保守型基金，私校退撫

正在研究是否增加生命週期基金作為自動選項，但必須考慮基金規模不大，設置成

本偏高問題，以提升長期投資績效。

參、世界各國退休金制度比較分析

許多已開發國家面臨人口老化與長壽風險的壓力，必須進行退休年金變革，

Novy-Marx and Rauh (2011) 發現愈來愈多國家調整確定給付為確定提撥，運用儲備
年金或隨收隨付年金制度，冀望維持財務永續性和適足性。我們特別關注八個已開

發國家，因為實施退休金制度的時間較長，退休年金變革的經驗較具參考價值，包

括美國、加拿大、英國、瑞典、澳洲、紐西蘭、新加坡及香港，我們將上述各國最

大規模的退休金自選平台與我國退休金制度比較，期望研究分析結果提供年金改革

自選方案之參考 1。

1 八個已開發國家資料來源參考：香港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2015)；FMA (2016)；Australian 
Securities and Investments Commission (2016)；Government of Canada (2015)；ICI (2015)；
Swedish Pensions Agency (2015)；NEST (2016)；McKinsey & Company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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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各國退休金自選平台的機制與特性
退休金 自動加入機制 自選帳戶連續性 受雇者是否需強制提撥

台灣私校退撫 無 有連續性，單一帳戶 雇主與雇員皆強制提撥

美國 401K 有
有些帳戶有連續性，有些則無連續

性，雇員可能有多個 401(k) 帳戶
雇員強制提撥，雇主無強

制提撥

美國聯邦 TSP 有 有連續性，單一帳戶

雇主法定提撥率為 1%，
並隨雇員之提撥率增加而

增加提撥率。雇員可自行

決定提撥率

加拿大退休金 無 有連續性，單一帳戶。
雇員強制提撥，雇主無強

制提撥

英國 NEST 有
有連續性，個人退休金帳戶（可延續

使用）
雇主與雇員皆強制提撥

瑞典附加年金 無
有連續性，個人退休金帳戶（可延續

使用）（累積制個人帳戶 (FDC) ）
雇主與雇員皆強制提撥

澳洲公積金 (SG) 無 無連續性，雇員可能有多個帳戶 雇主強制提撥

紐西蘭 kiwi基金 有 個人退休金帳戶可延續使用 雇主與雇員皆強制提撥

新加坡中央公積金 無 帳戶具連續性 雇主與雇員皆強制提撥

香港強積金 無
無連續性，雇員每轉換工作會產生一

個個人帳戶
雇主與雇員皆強制提撥

本節探討各國退休金自選平台的機制與特性。表 4分析討論自動加入機制、單
一帳戶連續性、受雇者自願提撥意願；表 5討論預設標的基金與自選基金的設計；
表 6分析基金投資績效與金融危機之影響；接著討論保證利率的提供；最後比較各
國自選平台之優缺點。

一、自動加入機制

自動加入機制使雇員自動被註冊至退休金計畫，無形中提高受雇者自提意願，

擴大自提覆蓋率。美國雇主退休金計畫 401(k)、英國及紐西蘭 Kiwisaver皆實施自
動加入機制。美國 401(k) 制度除非雇員提出退出要求，否則每年皆會自動被加入
401(k) 制度，自動加入機制是 401(k) 在美國確定提撥制中占相當大比例 (69%) 的原
因之一；Inland Revenue (2015) 顯示，紐西蘭 Kiwisaver自動加入機制計畫，其參加
人數從 2007年（開創）到 2015年共增加了 3.47倍（從 716,600人增加至 2,488,990
人）；The Pensions Regulator (2015) 顯示英國自動加入機制目前約占已加入職業退
休金計畫勞工人數之 50%，2015年退出比率約 7%左右。這三個國家實施自動加入
機制，有效大幅提高自提覆蓋率。美國政府為鼓勵受雇者儲蓄退休金，大幅推廣自

動加入機制，亦自動設定自提比率隨工作薪資增加而提高的機制，讓受雇者於提高

自提比率時並無降低其實質所領薪資金額，提高受雇者的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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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單一帳戶連續性

單一帳戶相對於沒有可攜性的多帳戶系統，優點為管理便利簡單且行政成本較

低。美國公務員 TSP、加拿大 PRPP、英國 NEST、瑞典附加年金、紐西蘭
Kiwisaver及新加坡公積金為單一帳戶制度，具有可攜性；美國401(k) 退休儲蓄制度、
香港公積金、澳洲公積金則無可攜性，個人可能擁有多個退休帳戶。香港公積金無

單一帳戶制度，多個帳戶使行政管理成本上升，因此近年香港政府建議勞工進行個

人帳戶整合。美國 401(k) 亦為多帳戶，但雇員離職時傾向將 401(k) 帳戶內之餘額轉
入 IRA (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 帳戶，以利個人進行帳戶之管理。澳洲公積
金也沒有可攜性單一帳戶，一個員工可能有很多退休帳戶，導致許多退休金帳戶被

遺忘，退休金無人前來提領的問題。香港、美國、澳洲多帳戶制度皆有帳戶整合的

問題，因此單一帳戶之設計，降低個人管理難度，亦減少行政成本，值得參考。

三、受雇者自願提撥意願

大多數國家由雇主及受雇者共同提撥保費，除我國勞工退休金、美國個人退休

儲蓄帳戶 (IRA) 及澳洲採受雇者志願性提撥之外，加拿大、英國、瑞典、紐西蘭、
新加坡與香港皆採受雇者強制性提撥。各國受雇者自提比率逐漸提高，其提撥率範

圍約在 3%~20%，英國職業退休金與香港強基金雇員提撥比率 5%，紐西蘭
Kiwisaver雇員提撥比率有 3%、4%與 8%供選擇，瑞典所得年金與附加年金雇員提
撥比率為 7%，加拿大 RRSP及 RPP雇員提撥率為前一年薪水之 18%，新加坡公積
金雇員提撥比率為 20%，新加坡公積金涵蓋層面較廣，包含住宅、教育、醫療多元
保障。各國政府提供免稅優惠誘因，鼓勵受雇者提撥保費，部分國家如美國、英國、

瑞典、紐西蘭，皆設提撥上限，上限限制內可享稅賦優惠。

四、預設標的基金與自選基金的設計

表 5顯示自選平台提供各類基金，增加更多元的選擇，卻也增加勞工選擇的困
難。很多勞工加入美國 401(k) 後沒有定期追蹤投資組合，導致投資績效不佳，為解
決這個問題，許多雇主於 401(k) 中加入生命週期基金作為預設選項，減少勞工選擇
困難。大部分國家皆以目標期限基金或目標風險基金作為預設選項，例如美國

TSP、加拿大退休金、英國 NEST、瑞典附加年金以目標期限基金作為預設選項；
我國私校退撫、紐西蘭 kiwi基金以目標風險基金作為預設選項。預設基金按生命週
期或可承受風險調整資產配置，3至 5年績效表現穩健，減少勞工選擇困難問題。
NEST (2016) 指出英國 NEST中 80%勞工以預設基金作為投資基金，Swedish 
Pensions Agency (2015) 顯示瑞典附加年金約有 39%勞工參加預設選項，Inland 
Revenue (2015) 顯示紐西蘭 kiwi基金約有 40%參加者參加預設選項，香港強積金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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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改革，以目標期限基金設定為預設選項。黃泓智 (2007) 研究也發現生命週期基
金適合台灣退休金市場。綜觀上述，以目標期限基金或目標風險基金為預設選項，

為各國家發展自選平台的主要趨勢，不僅能降低勞工選擇困難，亦能根據勞工之風

險承受度調整投資風險。

五、基金投資績效與金融危機崩跌之影響

表 6顯示基金投資績效，根據 OECD (2008)，金融海嘯在 2008年 10月使
OECD 國家的企業退休金總資產虧損約 5兆美元，金融海嘯也讓美國 401(k) 退休金
蒸發 2兆美元。退休基金在金融風暴後短期損失非常慘重，全球的退休基金幾乎無
一倖免，但是，如果以10年的長期平均投資報酬率衡量，儘管加入金融風暴的影響，
先進國家自選退休基金仍有正報酬率。例如美國 401(k) 推薦給計劃投資人的 5檔基
金，10年平均年報酬率是 3.81至 10.56%；Thrift Savings Plan (2016) 年報顯示美國
TSP計劃之生命週期 G、F、C、S、I基金，10年平均年報酬率分別是 2.95%至
10.48%；APRA (2016) 指出澳洲公積金的十年平均報酬 6%。結果顯示金融風暴凸
顯短期市場風險，對長期投資影響有限，金融風暴無法預測，但正確的長期資產配

置策略，有機會減輕金融風暴對退休金的影響。

六、保證利率的提供

除新加坡公積金外，其他自選平台的退休基金，政府皆不提供保證利率，根據

Central Provident Fund Board (2016)，新加坡公積金按帳戶不同，政府提供2.5%至4%
之保證利率。其資金透過積金局購買新加坡政府債券或特別政府公債，或透過 GIC 
Singapore進行投資管理。計劃成員依法或自願保留在公積金帳戶之資金，皆有明定
之保證利率。例如 2016年 7月普通帳戶、特別帳戶、醫療帳戶、退休帳戶之保證
利率分別為 2.5%、4%、4%、4%。我國政府保證利率為銀行 2年定期存款利率，若
開放自選平台，提供勞工有別於政府保證利率的其他選項，應能增加勞工自提意願。

本研究認為新加坡中央公積金之設計有值得參考之處，因為目前台灣一般民眾對退

休金基金有政府保證之認知，對於保守型勞工，如果不願選擇民間業者提供之自選

投資商品，想要繼續選擇政府投資管理的保證基金，我們建議不要剝奪勞工選擇政

府投資管理的權利，Tversky and Kahneman (1992) 認為決策必須考慮損失趨避的效
應，損失與獲利引發的效用程度具不對稱性，保有二年定存收益的保證，降低損失

趨避的心裡抗拒，藉此減少推展民間自選平台投資計劃的阻力。目前政府投資管理

的基金，長期經營績效穩健，對於基金保證風險的管理相當成熟；另一方面，開放

民間自選平台的投資計劃並無提供保證收益，無增加政府承擔彌補虧損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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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比較各國自選平台之優缺點，我們認為自動加入機制，簡化勞工辦理申

請手續，增加勞工加入自提自選之意願。自動設定勞工提撥比率，每遇加薪時自動

增提，直到自提上限，因為勞工遇自動增提時，未降低增提前所得，提升勞工提高

自提意願，符合 Thaler and Sunstein (2008) 行為經濟學的推力觀念。採可攜式單一
帳戶制，勞工轉換工作時其帳戶具連續性，簡化自選帳戶之管理。建立預設標的基

金為目標期限型基金，依勞工距退休日期作風險評估與資產配置，為先進國家退休

基金自選平台之趨勢。新加坡公積金與台灣勞退金提供保證利率，雖然政府必需承

擔彌補虧損的風險，卻讓雇員多一項選擇，我們認同這項政策設計的精神。

表 5 各國自選平台基金類別
退休金 有無預設選項 基金選擇項目與數量

台灣私校退撫 有，保守型基金 3個基金，保守型、穩健型、積極型

美國 401K 有，生命週期型基金 可自行挑選想要之投資基金

美國 TSP 有，L Income基金
6種基金，分別為 G、F、C、S、I及 L基金，其中 L
基金為生命週期基金，又分為 L Income、L 2050、L 
2040、L 2030、L 2020

加拿大退休金 有，宏利生命週期型基金

6種基金，分別為宏利生命週期基金、宏利每日高息
基金、宏利加拿大債券指數基金、宏利平衡指數基金、

宏利加拿大權益指數基金、宏利全球權益指數基金

英國 NEST 有，NEST目標退休基金

6檔基金
1. NEST目標退休基金
2.  替代選擇基金。（伊斯蘭基金、高風險基金、道德
基金、退休前基金、低增長基金）

瑞典附加年金
有，第七國家退休金基金

AP7
約有 830檔基金（固定收益基金、混合型基金、生命
週期型基金、股票型基金）

澳洲公積金 (SG)
有，因雇主提供之計畫而

有所不同

依據基金類型之不同有多種不同的標的可投資，大致

分為高成長型、成長型、平衡型、中等型、保守型、

現金型六種。

紐西蘭 kiwi基金 有，預設型基金

8個基金，分別為保守型基金、預設型基金、平衡型
基金、成長型基金、權益型基金、現金型基金、固定

收益型、基金地產型基金。

新加坡中央公積金
有，預設為領取政府保證

收益

依帳戶性質不同，可選擇定存、公債、共同基金、保

險、股票、黃金等商品

香港強積金
有，各受託人計劃之預設

選項不一致

1. 依參與計劃不同，可選擇基金檔數為 2至 15檔
2.  可投資基金主要分為：股票基金、平衡型基金、強
積金保守基金、保證基金、債券基金，惟每一計劃

都必須提供強積金保守基金以供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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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各國退休基金投資績效
退休金 基金經營績效

台灣私校退撫

2015年及約 3年（2013年 4月至 2015年 12月）年化報酬率：
 2015年 3年
保守型 1.77% 1.84%
穩健型 3.98% 5.93%
積極型 3.98% 4.43%

美國 401K

生命週期基金 1年（2015年 8月至 2016年 8月）及 3年（2013年 8月至
2016年 8月）報酬：
 1年 3年
Target-Date 2055 2.52% 6.42%
Target-Date 2050 2.87% 6.16%
Target-Date 2045 2.53% 6.11%
Target-Date 2040 2.86% 5.95%
Target-Date 2035 2.8% 5.87%
Target-Date 2030 3.29% 5.58%
Target-Date 2025 3.33% 5.36%
Target-Date 2020 3.62% 4.84%

美國 TSP

1年（2015年）及 3年（2012年至 2015年）年化報酬率：
 1年 3年  1年 3年
G基金 2.04% 2.08% L Income 1.85% 4.20%
F基金 0.91% 1.99% L 2020 1.35% 7.48%
C基金 1.46% 15.90% L 2030 1.04% 8.98%
S基金 -2.92% 14.41% L 2040 0.73% 10.06%
I 基金 -0.51% 5.45% L 2050 0.45% 11.01%

加拿大退休金

1年（2014年 6月至 2015年 6月）及 3年（2012年 6月至 2015年 6月）年
化報酬率：

Manulife Retirement Income Fund：
 1年 3年  1年 3年
2000 11.8% 9.4% 2035 13.6% 14.0%
2020 12.1% 10.7% 2040 13.7% 14.4%
2025 12.6% 11.9% 2045 13.8% 14.5%
2030 13.2% 13.2% 2050 13.9% 14.6%

英國 NEST

2015年及 5年（2011年至 2015年）年化報酬率
  目標退休基金   替代選擇基金
 2015年 5年  2015年 5年
初期 13.12% 9.37% 伊斯蘭基金 23.30% 14.18%
成長期 17.50% 10.81% 高風險基金 19.41% 12.37%
成熟期 0.51% 1.09% 道德基金 20.64% 12.42%
   退休前基金 10.27% 7.10%
   低增長基金 0.43%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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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金 基金經營績效

瑞典附加年金

2015年及 5年（2011年至 2015年）年化報酬率
1. 預設基金 (AP7) 2015年 5年
 股票型基金 6.6% 20.66%
 固定收益型基金 0.8% 1.99%
2.  根據 2015年 AP7基金年報顯示，2010年至 2015年，AP7基金報酬率為

9.4%，高於 PPM自選投資組合的 6.2%。

澳洲公積金 (SG) 十年的基金平均績效約 6%。

紐西蘭 kiwi基金

2015年及 3年（2013年 1月至 2015年 12月）年化報酬率
 1年 3年
保守型基金 6.66% 5.99%
預設型基金 6.92% 5.98%
平衡型基金 10.69% 8.64%
成長型基金 13.90% 10.94%
權益型基金 14.98% 9.84%
現金型基金 3.04% 2.66%
固定收益型基金 3.12% 3.69%
地產型基金 15.34% 13.25%

新加坡中央公積金

自選投資之單位信託基金與投資型保單連結基金之 2015年及 5年（2011年至
2015年）年化報酬率
 2015年 5年
單位信託基金 -0.08% 3.86%
投資型保單 -0.26% 3.04%
整體 -0.19% 3.37%

香港強積金

2015年、3年（2013年至 2015年）及 5年（2011年至 2015年）年化報酬率
 2015年 3年 5年
股票基金 -5.1% 1.9% 0.8%
平衡型基金 -2.9% 2.6% 1.7%
強積金保守基金 0.1% 0.1% 0.1%
保證基金 -0.1% 0.2% 0.6%
債券基金 -2.1% -1.2% 0.6%
貨幣市場基金及其他 -0.7% -0.1% -0.1%

資料來源： 香港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2015)；FMA (2016)；Australian Securities and 
Investments Commission (2016)；Government of Canada (2015)；ICI (2015)；Swedish 
Pensions Agency (2015)；NEST (2016)；Manulife (2015) ; McKinsey & Company (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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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新制勞退制度建議方案

一、新制勞退自選平台方案之建議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016) 統計發現，參加新制勞退每月自行提撥的勞工占總勞
工比率 5.4%。相較其他國外先進國家自提人數比率偏低，如果基金自提人數與提撥
比率和投資報酬率無法提昇，將使勞工退休所得替代率偏低。本研究建議可參考已

開發國家退休金的自動加入機制，提出三個自選投資方案，開放民間金融機構參與

自選平台，讓勞工有自主投資計畫，提升新制勞退基金之經營績效。

（一）自選機制建議 
自選平台特色如下：採單一帳戶具可攜式，勞工離職轉換工作其帳戶仍具連續

性，簡化行政作業流程，減少帳戶管理困難；保有二年定期存款保證收益帳戶供勞

工選擇，採政府與民營共管架構；採自動加入機制，預先自動設定自提比率 3%，
簡單方便，每遇加薪超過 1%時自動提高提撥比率 0.5%直到上限，加薪自動增提
機制，先進國家實證經驗有效提高志願提撥退休金水準；自提比率上限由現行 6%
調升至先進國家水準 12%，鼓勵儲蓄，但超過 6%部分無稅賦優惠；勞工可隨時申
請調整提撥比率，保有彈性選擇；自動設定預設標的基金，降低缺乏退休理財觀念

勞工自選投資標的之困擾。相對的缺點如下：勞工自提比率不具強制性，部分勞工

提撥率可能偏低，退休後收入保障不足；自提比率可隨時彈性選擇，相關行政作業

較為複雜，行政成本較高。

（二）自選投資組合建議

1. 自選投資組合三個可行方案
 方案 (I)： 自選投資組合預設為民間投資管理基金，該基金為目標期限基金 (Target 

Date Fund)，以生命週期 (Lifecycle) 理論作為投資策略，勞工亦可選擇
政府投資管理基金享有銀行二年定期存款利率之保證。圖 1是方案 (I)。

 方案 (I)特色是自主投資計畫簡單，民間投資管理單一目標期限基金。優點包括：
 (1)  民間經營基金為預設目標期限基金，該基金依勞工距退休日期作風險評估與

最適資產配置，愈來愈多先進國家的雇員已選擇此類型基金。

 (2) 可轉換為政府投資管理基金，享有政府保證兩年期定存之投資收益。
 (3) 民間經營基金具經濟規模，自選平台經營成本低，可降低基金手續費。
  缺點是自選平台為民間經營單一目標期限基金與政府保證基金，勞工無法依自己
的風險屬性與投資偏好做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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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 (II)： 自選投資組合參考私校退撫基金有三檔計畫基金：保守型基金、穩健
型基金及積極型基金，另設置一檔目標期限基金為預設基金，共四個

投資組合計畫供選擇。政府投資管理基金享有銀行二年定期存款利率

之保證。圖 2是方案 (II)。

勞退新制自選平台投資組合計畫

勞退新制自選平台投資組合計畫

保證基金（保證二年期

定存收益）

保證基金（保證二年期

定存收益）

保守型

基金

穩健型

基金

積極型

基金

預設

基金

目標期限基金

（不保證收益）

目標期限基金

（不保證收益）

政府投資管理基金

政府投資管理基金

民間投資管理基金（預設基金）

民間投資管理團隊

圖 1 勞退新制自選投資組合方案 (I)

圖 2 勞退新制自選投資組合方案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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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 (II)特色是自主投資計畫選擇單純，勞工有選擇權。優點包括：
 (1)  自選基金提供保守型、穩健型、積極型與目標期限基金四種基金供勞工選擇，

勞工可依自己的風險屬性與投資偏好做選擇，如果勞工缺乏投資理財概念，

不知如何選擇，已自動預設目標期限基金。

 (2)  目標期限基金之投資標的採用保守型、穩健型、積極型三種基金組合，運用組
合基金的策略，自選平台架構單純，具經濟規模成本低，收取低基金手續費。

 缺點是自選平台基金個數較少，基金經營較不具競爭性，勞工投資選擇有限。
 方案 (III)： 自選平台開放合格之金融機構經理，提供之自選基金需經政府核准，

因為標的多元，如果勞工不知如何選擇，可投資政府退休基金享有銀

行二年定期存款利率之保證，設為預設基金。圖 3是方案 (III)。

勞退新制自選投資選擇平台

保證基金（保證二年期

定存收益）

受託人

A
受託人 

B
受託人

C
受託人

D

政府投資管理基金

（預設基金）

合格受託投資金融機構

圖 3 勞退新制自選投資組合方案 (III)

  方案 (III)特色是自選平台投資機構與標的多元化，豐富勞工選擇，開放市場競爭。
優點包括：

 (1)  自選平台基金提供合格的投資機構上架核准基金與下架經營不善之基金，開
放市場競爭，提升基金經營效率與投資機構服務品質。

 (2)  為爭取投資機構品牌知名度，投資機構會致力於辦理勞工退休理財訓練講座，
強化勞工退休理財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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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勞工自選基金多樣化，勞工除可依自己的風險屬性與投資偏好做選擇，亦可
選擇服務好的投資機構之基金，獲取自己所需的理財服務。

  缺點包括：多元投資機構與基金數，轉換機制複雜，行政作業成本較高；自選平
台基金數多，基金經營較不具規模性，經營成本高，手續費支出較高；勞工需提

升退休理財知識，自行做好自提退休基金投資計畫選擇。

二、新制勞退自選對運用局投資運用及政府財政的影響

目前雇主提撥或勞工自提退休金，皆委由運用局投資運用，若雇主提撥仍維持

現行投資運作方式，僅將勞工自提開放自選，對運用局現行的投資運用與現金流量

影響不大。勞工退休條例規定自願提繳部分，得自當年度個人綜合所得總額中全數

扣除。我們建議新制勞退自提自選機制自動設定自提比率為 3%，符合現行法令稅
賦優惠規範範圍內，現行新制勞工退休金自提佔比甚低，約僅為新制勞工退休金人

數的 5.4%，若開放實施自提自選，是否對於政府財政稅收會有顯著之影響？若以下
列公開資訊約略估算：財政部稅賦署 (2011) 報告，2010年度個人綜合所得稅平均稅
率約 13.63%，財政部 (2016) 報告，2015年度實收綜合所得稅金額約 4,739億元，
假設 2015年度個人綜合所得稅平均稅率與 2010年相同，若 2015年新制全體勞工
皆自提 6% （意即自提佔比 100%），將減少綜合所得稅 268億元，佔實收綜合所
得稅的 5.66%，佔 2015年度實際課稅收入金額的 20,766億元的 1.29%；其為實施
本研究建議之自提自選機制對政府財政收入之最高影響。上數估算係最大影響值，

若實際自提佔比僅提高為 50%，自提 6%的情形下，估算約略減少綜合所得稅金額
126億元，佔 2015年度實際課稅收入金額的 0.60%，影響政府財政收入有限。

三、新制勞退自選方案比較與可行性分析

新制勞工退休金自選方案，建議設定自動加入機制及自動預設自提比率 3%，
遇加薪時逐步提高自提比率調整至自提上限，鼓勵勞工儲蓄退休金。陳登源 (2014)
觀察私校退撫儲金實施自主投資計畫，將近 89%左右的參加人員無法深入了解計畫
內容與選擇適合自己的投資組合，顯見預設基金對於實施勞工自選之必要性。為提

升現行勞工對於自選平台的信心，本研究建議施行初期可採方案 (I)，讓自主投資計
畫簡單易懂，以較低之手續費率吸引勞工自提自選，結合民間投資專業團隊經營明

星化基金，創造優質的經營績效與品牌效應，營造勞工自選風氣。若考量讓勞工有

較多選擇，基金手續費不宜太高侵蝕投資績效，可考慮自選投資方案 (II)。如果台
灣勞工退休理財投資觀念提升，自選經營績效受社會大眾肯定，可逐步開放自選投

資方案 (III)，加強退休金管理市場之競爭，提升服務品質。王儷玲 (2013)提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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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勞工退休金制度應開放自行選擇投資標的平台，建議有三，一是以公民營並存

方式開放投資選擇平台，並設定目標週期基金為預設基金；二是自選平台之行政管

理由政府統一負責管理，採單一帳戶制；三是勞工在自選平台下可自由選擇架上之

所有投資商品並自由轉換，也可以轉出或轉回政府保證收益基金。其自選平台之建

議具多元性與投資選擇彈性之優點；但因為自行投資平台初期投資商品眾多，增加

勞工選擇困難度；單一帳戶由政府統一負責管理，勞工每年可以改變投資選擇之配

置，且轉換時間可以自行決定，行政作業複雜，增加系統設計之困難度。

過去政府亦曾研擬勞退新制開放自選平台制度，有許多問題尚須解決：自選投

資如果虧損？自選投資者如果不具投資專業？自選投資績效仍有收益保證嗎？ 我們
分析沒有推動成功的原因歸納如下：1. 勞工基金現行投資在由政府投資管理的「保
證收益基金」中，享有兩年期定存收益之保證，若開放勞工自選投資，一旦其自行

選擇的投資計畫虧損，恐譴責政府開放自選平台圖利業者，社會輿論與民意代表質

詢可能造成的壓力，影響政府推動意願。2. 勞退自選平台的金流資訊流架構問題，
誰決定基金的上架機制？誰決定上架基金的退出機制？誰監督上架基金的管理？誰

負責自選平台架設成本？相關單位必須取得共識，做出決定，過去年金改革政策未

明，政府有關單位傾向保持現狀的態度。

評估目前為實施勞退新制開放自選平台制度的理由如下：1. 本研究以公民營並
存方式開放投資選擇平台，可滿足不同勞工之投資需求，對於投資風險承受度不高

的勞工，仍可選擇政府投資管理的兩年期定存收益保證基金，不受自選平台開放之

限制，但對於風險承受度高且追求高長期投資報酬的勞工，可彈性選擇自主投資計

畫，降低退休金不足之風險。2. 新政府上台將年金改革視為首要執政目標，辦理修
法，協調勞動部相關單位，透過官股金融機構負責自選平台之架設，投信投顧公會

協助基金上架相關事宜，證券銀行做好退休金帳戶的損益報表管理與服務諮詢，自

選平台相關基礎建設工作都有單位負責，時機已經成熟。

伍、結論與建議

為了提升我國新制勞退基金經營管理績效，本文研究相關文獻與先進國家退休

金制度的實施經驗，運用行為經濟的推力觀念，參考 Thaler and Benartzi (2004)，
Benartzi and Thaler (2013) 明天存更多 (SMT) 的設計，建議勞退新制開放自選平台方
案如下：

（一） 採自動加入機制，簡化勞工辦理申請手續，提高勞工加入自提之意願。
（二） 自提比率可超過 6%，但超過 6%部分不享有稅賦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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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自動設定勞工提撥比率 3%，每遇加薪超過 1%時自動增提 0.5%，直到自提
上限。勞工遇自動增提自提比率時，未降低增提前所得，提升勞工增提意願。

（四） 採單一帳戶制，勞工轉換工作時其帳戶具連續性，簡化自選帳戶之管理。
（五）  建立預設標的基金為目標期限型基金，降低無退休理財觀念或無暇投資理財

勞工之困擾，依勞工距退休日期做風險評估與資產配置，為先進國家退休基

金自選基金之趨勢。

（六）  自選平台公民營並存，政府投資管理基金享有銀行二年定期存款利率之保
證，民間投資管理基金不保證投資收益，滿足不同勞工之需求。

（七）  自選平台之自主投資組合計畫與相關配套作業，授權主管機關以行政命令規
範，因應金融環境改變時能適時調整。

最後，自選機制允許勞工擁有自主投資之選擇權，提升新制勞退基金經營績效，

亦可以透過自選平台培植國內金融人才，前進國際退休金管理市場。



19

NTU Management Review Vol. 29 No. 2 Aug. 2019

A Study of Member-Choice Management Platform for Pension 
Funds

1. Introduction
Pension reform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from households and academics and has 

become a major challenge for policy makers since most countries have serious problems 
of under-funding pensions. In Taiwan, New Labor Pension Fund (NLPF) is the largest 
pension plan with a fund size of 1,738.8 billion New Taiwan Dollar in May 2017 and is 
managed by the Bureau of Labor Funds (BLF), Ministry of Labor. Since the Taiwan 
government provides NLPF with a guarantee return of two-year deposit for the 
beneficiaries, the BLF tends to be conservative and risk averse in asset allocation. The 
10-year annual return of funds managed by BLF is about 3%, which is slightly higher than 
the guaranteed return of two-year deposit, 1.5%. The NLPF investment return has caused 
participants with different risk preferences to debate whether the performance is satisfying 
since, in general, young workers who expect to work for a long time and old workers who 
will retire soon have different preferences for risk and return. Currently, Taiwan’s workers 
have no rights to make asset allocation for their own pension in NLPF and all workers 
take the same risk and return. It becomes crucial for policymakers to reform the pension 
management to strengthen the retirement safety of workers who have different preferences 
for risk and return.

2. Literature Review/Methodology
This study employs the literature review methodology, compares the pension 

management platforms of the largest pensions in eight countries, and investigates the 
application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on retirement plans. Thaler and Sunstein employ the 
concept of nudge to encourage workers to participate in retirement savings plan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is very effective in raising participation rates and savings rates. Nudge 
helps people make better decisions, especially when people are involved in uncertain 
situations with asymmetric information. The behavioral concepts in designing retirement 
savings plans are discussed as follows: status quo bias, procrastination, self-control, 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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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rsion, hyperbolic discounting, and behavioral life-cycle investment. The status quo bias 
is a preference for people to keep their current status and avoid change while making 
difficult decisions or in uncertain situations. Since making change under uncertainty 
requires much time and effort, inertia or procrastination becomes the best strategy if there 
is no strong indication that change is better than no change. Past empirical evidence shows 
that most participants of pension plans keep the same savings rates as when they first 
joined the plans since change of savings rates requires them to carefully rethink how much 
to save and how much to consume, and it costs time and effort to reallocate assets. 
Therefore, the design for the initial default options becomes significant. Even though 
participants can figure out how much to save over their lifetime, they still face the 
problem of self control. Participants need the willpower to implement their optimal 
pension plan in that they have to contribute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their salaries to their 
retirement accounts. The sacrifice of current consumption for future retirement benefit 
will cause the pain of loss and lead to loss aversion, which refers to people's tendency to 
prefer avoiding losses over acquiring equivalent gains.

Loss aversion makes people weigh the pain of loss much higher than the happiness of 
gain. One will lose more satisfaction from a $100 loss than that achieved from a $100 
gain. The empirical evidence shows that loss hurts twice as much as gain yields pleasure. 
Loss aversion makes workers not willing to participate in the retirement plans and not 
willing to increase the savings into their savings accounts if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benefit. 
Moreover, Ainslie argues that hyperbolic discounting valuation falls relatively rapidly for 
short periods but decays more slowly for long periods. Hyperbolic discounting creates 
strong preferences for small rewards earned immediately over large ones that are earned 
later, revealing that individuals make choices that are inconsistent over time - today they 
select what they would prefer not to have selected tomorrow. Since people have present-
biased preference and weigh current and near-term consumption heavily, Thaler and 
Benartzi (2004) find that the hyperbolic discounting concept could reduce the impact of 
loss aversion on workers’ resistance of raising retirement savings. They developed a 
pension plan, Save More Tomorrow (SMT), encouraging workers to make promises and 
commit themselves now to increasing their savings into their retirement accounts later, 
whenever their pays are raised. Empirical findings show SMT is very 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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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indings
One problem individuals often face with pension plans is not knowing how much to 

consume and how much to save for retirement and how to select appropriate investment 
funds. The pension management framework has to be effective, simple, and 
understandable for participants. Past evidence shows life-cycle investments are very 
popular. For instance, target-date funds, which are based on participants’ risk preferences 
and the dates when the workers prepare to retire. For example, a worker who plans to 
retire in 2020 is recommended to invest a 2020 target-date fund while one who plans to 
retire in 2050 invest a 2050 target-date fund. In general, the 2020-fund weighs more on 
low-risk fixed income than on high-risk equities. On the contrary, the 2050-fund weighs 
more on risky assets than on low-risk assets. The rationale is that old workers are more 
vulnerable to loss and should be more risk-averse than those who will continue to work 
for a long time and are tolerant to loss. Since the concept is simple and easily 
understandable, life-cycle funds could be the default funds in the member-choice 
management platform of Taiwan’s pension reform. In summary, we find that most pension 
plans in our sample have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member-choice option, automotive 
enrollment, and pre-selected default fund.

4. Research Implications
The guarantee of investment returns has become a big problem since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makes a guarantee of two-year deposit returns for all NLPF beneficiaries. If 
workers make their own choices and lose money, particularly during financial crisis 
periods, should the government still make guarantees on investment returns? The answer 
should be “NO” from the standpoints of academics because participants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their risk taking. However, from the viewpoints of legislators, the answer 
could be “YES” to please workers who are also voters. We suggest a framework with two 
management teams:  One is under the BLP management with a guarantee of two-year 
deposit returns. This government-backed BLP team has managed the NLPF for many 
years and has a stable performance record. For participants who are highly risk-averse, it 
could be a good choice to choose the BLP team. A return guarantee would reduce the 
resistance of workers with strong loss aversion on pension reform. The other is under the 
management of private sectors without guarantee of returns. Since the private sectors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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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win the business from participants, the market competition would bring in the best 
teams and lead to better investment performance. Surely, participants who choose private 
sectors should understand that risk and return a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The other problem 
is the issue that many workers have no expertise in choosing suitable funds for their 
pensions. Therefore, the design of default funds is crucial for the success of pension 
reform. Empirical evidence shows that the target-date funds became the most popular 
option among various fund families because the concept of life-cycle investment is 
simple, understandable and inexpensive to implement. Target-date funds could be selected 
as the default funds if workers have no expertise in investments or if they procrastinate 
and behave with status quo biases. In summary, these two problems could be solved by 
providing an option of guarantee returns and a default of target-date funds for those who 
have difficulties making their own choices on pension plans.

5. Conclusion and Contribution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performance of NLPF and strengthen the economic safety of 

retirement workers, this study reviews the pension-related literature and investigates the 
reform experiences in selected developed economics. Thaler and Benartzi (2004) apply 
the concepts in behavioral economics to design a pension management program, SMT, 
which 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both pension enrollment rates and savings rates in 
several reform pension plans. The SMT concept could be very useful for Taiwan’s pension 
reform. We suggest a member-choice management platform for Taiwan’s NLPF with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one pension account only for every employee for management 
convenience, a management structure offering both private services and government 
services with a guarantee of two-year deposit returns, automotive enrollment with a 
default savings rate of 3% and automotive escalation linking saving increases to pay 
increases, raising the savings rate limit from 6% to 12% with no tax benefit for savings 
above 6%, and target-date funds as default funds by applying life-cycle investment theory 
to make asset allocation for employees with different retirement 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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