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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社會安全年金制度可攜性分析

Portability of Social Security Pension in Taiwan

Abstract

Taiwan’s pension system is a typical Bismarck model, which means that it has different 
schemes for people in different occupational groups. Participants might be required to 
shift to a different pension scheme when they change jobs. Therefore, how to improve the 
portability of the system has become a critical topic.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cept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pension portability. In addition, it considers Taiwan as a case 
study to analyze how different public and occupational pension schemes manage 
portability. The results reveal substantial differences between current pension schemes in 
terms of vested regulations for early leavers and portability of service. In addition, 
defined-benefit and defined-contribution schemes employ different strategies for pension 
portability.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aiwan’s pension plans should use vesting rights, 
service portability, and assets portability to improve the overall portability of pensions. 
These measures can improve people’s income security in later life.
【Keywords】 pension, pension reform, pension portability, old age income security

摘 要

我國的年金制度是典型的俾斯麥模式，依職業別辦理不同的方案，民眾在轉換職場時
可能也需轉換不同的年金方案，如何提升年金制度的可攜性遂成為我國年金制度發展
的重要課題。本文分析我國公共年金與職業年金現行有關可攜性的規定，並探討提升
我國年金可攜性的具體策略。本研究發現，我國現行的各項公共年金方案不論在年金
請領年資門檻、提前退保者的權益保障、轉換方案後的年資可攜性等規定，都有明顯
的不同。而在職業年金部分，現行各項確定給付方案與確定提撥方案對於年金可攜性
的處理方式亦大不相同。本研究提出以「權益保留」、「年資可攜」與「年金資產可攜」
等方式，來提升我國年金制度的可攜性，進而提升民眾老年的生活保障。

【關鍵字】 年金、年金改革、年金可攜性、老年經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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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媒體屢出現政府事務官辦理退休後轉任政務官、以及政務官卸任後重任

文官或教職以補足退休年資的事件 1。問題根源在於我國政務人員與常任文官所適用

的退休保障體系不同，且二者年資無法相互採計。不同方案之間的給付權益無法完

全銜接或轉換，仍是我國各年金制度尚未解決的問題，此一狀況不僅影響轉換生涯

跑道者的退休保障水準，也不利於民眾的就業流動。行政院經建會（現已改制為國

發會）曾據此指出：「各制度銜接尚存在缺口，年資無法併計，另軍公教退撫制度

不具可攜性，均不利於人才流動」（經建會人力規劃處，2012）。總統府國家年金
改革委員會 (2016)也曾在第十九次會議討論此議題，顯見此一問題受到高度重視。
我國自 1950年代陸續開辦勞工保險、軍人保險與公務人員保險，奠定了社會

保險體系的基礎。經過逾一甲子的發展至今，社會保險體系就保障項目與涵蓋對象

都已有大幅的進展，但除了醫療給付已整合為全民一體的全民健康保險之外，提供

現金給付的各項社會保險方案仍是維持依職業而分立的保險模式。除了社會保險體

系的分立之外，我國年金體系的第二層職業年金制度則大體上區分為軍公教人員與

一般勞工的退休金制度。另一方面，根據歷年調查資料顯示，每年就業者轉換職場

的人數相當可觀。106年間曾經轉業就業者人數為62萬人，占總就業人口之5.5%（行
政院主計處，2018）。此外，「公教人員保險統計」的資料也顯示，2016年時，被
保險人退保者中，年齡未達 45歲者計 4,018人，佔全體退保者之 18.2%；而新加保
者中，年齡超過 40歲者有 3,292人，佔全體新加保者人數之 11.7%（台灣銀行公教
保險部，2018）。這些在中年以前即退出公教保險，或是在中年之後才新加入公教
保險者，必然會經歷轉換社會保險方案的狀況。

公務人員保險法（現已改制為公教人員保險法）原本對於未符退休條件即離職

者未給予任何權益保障，大法官曾於 1997年做出針對「公保法就保費返還、非退
休者之養老給付未為規定違憲？」做出釋字第 434號解釋，指出：「公務人員保險
法於第十六條第一項關於養老給付僅規定依法退休人員有請領之權，對於其他離職

人員則未規定，與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不符，應即檢討修正。」。

2009年公教人員保險法的修正，終於增訂了未符合老年給付請領資格而提前離職者
之老年給付權益條款。此外，我國 2005年新制勞工退休金制度的實施，主要的政
策目的也是在提升其可攜性（洪士程、朱光磊與林信忠，2011）。儘管過去十幾年
來我國數個年金方案都已修法提升可攜性，但我國年金體系在這方面仍有許多亟待

1 例如：「中市綠議員批 6首長自肥 過水退休再回任」，中國時報，2014.06.19，https://www.
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619000597-260107；「段宜康：國民黨忙善後 多位政務官降級
佔事務官缺」，自由時報，2016.01.19.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1578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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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之處。整體而言，我國就業者不論是一般勞工或是公教人員，在退休之前轉換

工作的情況相當普遍，年金體系如何適當保障轉換工作者的年金權益，是重要的政

策議題。

雖然年金可攜性的議題在現階段至為重要，但國內針對此一議題的研究與出版

仍相當少見。本論文將聚焦於民眾在國內轉換就業身分時之年金保障問題，探討提

升年金可攜性的可行策略。這方面將參考西方的福利國家與年金改革文獻，討論不

同年金制度條件下如何解決年金可攜性的問題。早於 1960年代，這方面議題就引
起西方學界的關注討論 (d’Addio and Cavalleri, 2014; Koldrubetz, 1968; Landay and 
Davis,1968)。以美國為例，當時私部門勞工所參與的企業年金方案大都是由單一雇
主辦理的方案，參加多雇主聯合年金方案 (Multiemployer Pension Plan)的勞工僅佔
全體年金參與者的七分之二。為處理勞工轉換工作時的年金權益問題，越來越多美

國的企業年金方案納入年金既得權 (Vesting)的設計 (Landay and Davis, 1968)。1950
年代開始的歐洲統合進程，也開啟了這方面的改革步調，從而在 1960年代以後出
現相關的歐洲共同體法律規範，藉以促進會員國公民的就業與遷徙自由流動 (Natali, 
2008; Leibfried, 2010; Davy, 2011)。由此可知年金可攜性的議題主要牽涉國內轉換工
作者以及跨國流動的移工。保障勞工在國內轉換工作時之年金權益，需要透過社會

立法提升年金的可攜性；而跨國流動的移工之年金權益保障，則需要透過跨國的社

會安全協議才得以落實，這兩者在保障對象與回應對策方面均有明顯之不同。

限於篇幅以及政策優先性，本文的分析將聚焦於國內勞工轉換工作之年金可攜

性議題，希冀先在此領域提出理論與政策改革的貢獻。以下第貳、參節先討論西方

福利國家的理論脈絡與年金制度的改革，以及如何改善年金權益攜帶性；接著在此

基礎之上，第肆節深入探討我國制度改革的相關議題，並提出具體的政策發展策略。

最後在結論總結這些討論的理論及政策意涵，期能為台灣年金改革提供新的視野。

貳、年金可攜性：理論意義與政策影響

在當代西方福利國家制度中，年金是其中的重要制度。除了具有提供老年經濟

安全的功能外，年金領取的年齡設定，也成為福利制度劃分個人生命歷程裡青壯年

就業與老年退休的界線，確立勞動市場參與的繳費義務以及退休時養老金領取權利

的對等原則。這種制度設計預設所有公民持續且固定職業的生活模式，終其一生在

同一年金體系累積權益，直至退休時再從其領取年金安養天年（施世駿，2002；
Leisering and Leibfried, 1999）。這種制度預設在今日職業流動加速的時代開始遇到
瓶頸，產生福利國家內部不同年金制度之間的相容性問題，以及全球化時代跨國就

業流動所引發的不同國家年金制度間如何協調，以便於轉換職業的勞工年金權益得

以保障。若沒有適當的可攜性保障措施，有礙勞動市場的流動，也不利於個人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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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之累積，將影響其老年經濟安全，年金可攜性的議題也成為重要的改革項目

(Andrietti, 2001a, 2001b; Barr, 2005)。
國外的研究都一致顯示，年金可攜性會影響勞工的流動性 (Disney and Emmerson, 

2002; Gustman and Steinmeier, 1993; Mealli and Pudney, 1996)。例如，Rabe (2007)以
西德 1985-1998年間的縱貫資料分析發現，由於確定給付制的職業年金不具可攜性，
導致參與此類職業年金方案的受僱者之流動機率比未參加者少了三倍。這個議題更

是歐洲統合過程的重要面向，早於 1970年代便已浮現，歐盟在努力建立共同市場
時，便已注意到不同會員國公民就業遷徙所引發的年金權益問題。隨著 1975年歐
洲經濟共同體條約簽訂，確立了人員、貨物、資本、服務自由移動的最高原則，當

時的共同體便逐步整合年金權益的可攜性。最著名的莫過於 1971年施行的 1408/71
規章，規定來自其他會員國的移工與地主國公民享有同等權利，本人及其家庭皆可

加入後者的社會保障體系獲得保障，藉此確保勞工的自由遷徙權不會因此而受損

(Natali, 2008; Leibfried, 2010)。到了 1990年代，將原本只針對從事經濟者的自由遷
徙居住權保障，擴展至其他非從事經濟活動者（學生、移工眷屬）；在 2000年以後，
更將自由遷徙相關的法規大幅應用至疾病、親職假、傷殘、老年、遺孀、失業等（孫

迺翊，2008；施世駿與梁婉玲，2012；Davy, 2011）。歐洲統合的相關社會立法歷程，
說明年金可攜性是勞工考量職業轉換的關鍵面向。

國內的實證研究也支持此一結論。行政院主計處 (2008)運用 95年 5月「人力
運用調查檔」與「勞退新制投保異動檔」連結資料分析，發現加入新制勞工退休金

者之工作異動情形較未加入者頻繁，且其中屬自願離職比率較高，對未來希望換工

作意願亦較強。黃玉婷 (2010)運用行政院主計處「人力運用擬－追蹤調查」樣本比
較新制勞工退休金實施前後的受僱者自願轉職情形，發現新制勞工退休金實施之

後，自願性轉職情形較之前增加，且退休金損失的差異就是此一現象的最主要解釋

因素。Andrietti and Hildebrand (2016)的研究也發現，美國 1986年的改革提升了職
業年金的可攜性之後，對於自願性的職業流動有正向顯著的效果。儘管雇主們大都

希望受僱者能穩定就業減少流動，但提升年金可攜性有助於提升勞動市場的效率，

增加整體的勞動生產力 (Dorsey, 1995; Turner, Doescher, and Fernandez, 1993)，也因
此西方國家近年來都把提升年金可攜性當成重要的發展議題。

年金制度一般可區分為兩種模式，即俾斯麥模式 (Bismarck Model)與貝佛里奇
模式 (Beveridge Model)，典型的代表國家分別為德國與英國。德國在 1889年建立
勞工年金保險，提供年金給付給予 70歲以上的老者或是失能者，被視為現代社會
保險年金制度的濫觴。英國則沿襲濟貧法的傳統，強調國家與個人責任的共同分擔，

逐步建立起公私混和的多柱 (Multi-pillar)年金體系（葉崇揚與施世駿，2009；
Hennock, 2007; Bonoli, 2003）。俾斯麥模式預設男性養家者的終身就業以及女性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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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家務勞動的模式，社會保險體系因而分別為不同職業身分者設立不同保障方案

(Esping-Andersen, 1996; Manow and Seils, 2000; Gilbert and Van Voorhis, 2003)。此種
體系的一個明顯特點是就業者在轉換職場時，也需轉換到不同的社會安全方案。由

於年金給付的權益通常和方案參與者的年資相連動，若無適當的權益保障機制，則

個人轉換工作時就可能面臨年金權益的損失。

貝佛里奇模式的年金制度也同樣面臨可攜性的議題。例如英國自 1908年首度
實施年金，由國家給付給 70歲以上的老者五先令養老金，在歷史發展中逐步走向
一種混合型：由國家提供全民基礎年金，而企業或個人年金承擔更主要的財務責任。

雖然這種類型的年金制度普及涵蓋全民，但給付資格通常也設有最低繳費或居住年

數的門檻，民眾若未符合此等條件，也無法領取全額的年金給付。在全球化趨勢之

下，各國勞工與居民跨國流動的情形日益頻繁，貝佛里奇模式的年金制度若未能因

應此等狀況融入年金可攜性的規定，也可能導致跨國流動者的年金權益損失。

對於年金可攜性的意義，各方的界定並不完全一致。大多數相關文獻是將其界定

為：當一個人因轉換工作而從某個年金方案轉移到另一個方案時，仍能保有其在前一

個方案所累積的年金權益 (Forteza, 2010; Turner et al., 1993)。值得強調的是，歐美各國
有關年金可攜性的討論都是圍繞在職業年金的範疇之內，絕少見到針對確定給付制的

社會保險公共年金方案之可攜性的討論。Andrietti (2001a)更是直接將年金可攜性界定
為：「參加『職業年金』方案的勞工因轉換雇主而致轉換不同的年金方案時能保留其

所累積的給付權益之程度」（雙引號為作者所加）。公共年金的可攜性問題較少受到

討論，主要是因為公共年金的參加對象較職業年金方案更廣，就業者即使轉換雇主也

可能仍具有參加原有的公共年金方案之資格，其權益不因此而中斷。

要保障轉換工作者的年金權益，主要可以透過給付、年資和年金資產等三種不

同的形式 (Andrietti, 2001a; Foster, 1994; Koldrubetz, 1968; Turner et al., 1993)。第一種
給付的可攜性，是透過「既得受益權」(Vested Right)的設計，讓參加年金方案超過
一定年資、但於未達退休年齡即退出年金方案者，能保留其已累積的年金權益，待

其未來符合退休條件時，再兌領此項給付權益。此一機制雖讓轉換工作者的年金權

益不致消失，但其年金的實質給付可能因通貨膨脹而縮水。第二種年資的可攜性，

是指民眾在退出某個年金方案後，其已累積的年資可以加計併入新加入的方案中。

第三種年金資產的可攜性，則是指民眾在退出某個年金方案後將其已累積的年金資

產（基金）轉移到其新加入的年金方案，繼續累積其權益，這種方式通常是適用於

確定提撥制的年金方案。廣義而言，具有上述任何一種設計的年金方案，都可被視

為是具有可攜性的年金。在政策實務上，各國年金制度的可攜式設計並不相同，此

一部分將再下一節做深入之比較分析。

各種有關可攜式年金的討論都指出，確定提撥制年金方案較易達成可攜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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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給付制的年金方案則較不易處理可攜性的問題 (Society of Actuaries, 1991; Blake 
and Orszag, 1998)。確定提撥的年金給付通常都可以具有可攜性，參加方案者在具有
一定的年資之後，可以在轉換工作並退出年金方案時保有未來領取給付的權益，或

是將已累積的年金基金轉移到新加入的方案中。然而，在確定給付年金制度之下，

由於年金給付的水準通常依據服務的年資與最後的薪資水準來計算，故提前離開方

案者通常會面臨給付的損失 (Forteza, 2010; Andrietti and Hildebrand, 2001)。
就不同的年金財務制度而言，賦課制 (Unfunded)與部分提存制 (Partially 

Funded)的年金方案比完全提撥 (Funded)的方案更不易做到充分的可攜性，因為這
兩類的年金方案並未對參與者的潛在年金權益預做足額提撥，在沒有充分的財源支

持之下，民眾轉換方案時其原有的服務年資和給付權益也難以全部銜接到後一個年

金方案中 (Forteza, 2010)。我國現行的公共年金與職業年金方案大都是採取不足額
提撥的財務處理方式，因此，需要更謹慎思考年金可攜性的制度設計。

參、主要國家年金體系與年金可攜性作法

如前文所述，年金可攜性可透過對給付、年資與年金資產的權益保障來實現。

實務上，各國對轉換雇主者的年金處理方式除了這幾種方式之外，有些國家的方案

是讓轉換雇主者於離職時領走其已累積的年金權益，這種作法則可將其視為是不具

可攜性的年金方案。此外，年金是否具有可攜性，對公共年金和職業年金的參與者

之影響大不相同，故這一節將分別比較分析國外公共年金和職業年金對於轉換工作

者的處理方式。

一、主要國家公共年金制度的可攜性設計

已開發國家的公共年金制度有的是普及性涵蓋全體國民，有的以受僱者為對

象。不管是哪一種形式，就業者若未轉換就業部門，即使是轉換雇主，通常也不會

出現轉換年金方案的問題。然而，跨國遷移或是轉換就業部門時，就會出現年金可

攜性的議題。

（一）貝佛里奇模式的年金方案

貝佛里奇模式的年金方案是普及式地將全體民眾（或一定年齡以上之全體居

民）納入同一年金方案中，這種年金方案可以是繳費式的（如日本與荷蘭的基礎年

金），也可以是非繳費式、以稅收為財源的（如加拿大與芬蘭的基礎年金）。普及

式的年金方案在非國籍居民未達請領條件離境時如何保障其年金權益，各國有不同

的作法。

1. 非繳費式基礎年金：不具請領資格
加拿大與芬蘭等以稅收為財源辦理普及式年金方案的國家，都是採取此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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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以加拿大為例，其老年安全 (Old Age Security; OAS)年金方案是以稅收為財源，
請資格為年滿 65歲、滿 18歲之後曾居住於加拿大 20年以上、且申請時具有加拿
大公民或合法居留身分者。芬蘭的國民年金 (National Pension)亦是以稅收為財源之
普及式老年年金方案，旨在提供老年基本經濟保障，請領的資格是年滿 65歲且在
年滿 16歲之後曾在芬蘭居住滿 3年的民眾。在加拿大和芬蘭，若居民未符合最低
居住年限的規定，則完全無法請領該項年金。值得強調的是，加拿大的老年安全年

金採認居住於其他簽有社會安全協議的國家之年資，芬蘭也採認居住於其他適用歐

盟社會安全規則的國家之年資 (Government of Canada, 2018)。
2. 繳費式基礎年金

(1) 給予一次給付
  這種方式可以日本為代表。日本的國民年金涵蓋全體 20-59歲之國民，居
住於國外的日本人亦可自由加保，其財源來自於被保險人繳交的保險費。

根據現行規定，日本的國民年金規定繳費年資與免繳費年資合計須達 10年
以上才具有領取老年年金之資格；未符合此項規定但加保滿 6個月以上者，
則給予一次性的退費。值得強調的是，退出補助費之性質屬於一次給付，

而不是方案參與者已繳保險費的退回，且退出補助費的給付標準是依方案

參與者最後繳納保險費的月份不同而有不同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2016)。

  此外，對於未符合領取年金資格而離日回國的外國人者，若其國家與日本
有簽訂年金通算協議，則其年金權益將採取「年資併計、分開給付」的方

式。例如，目前日本與德國簽有年金協議，德國公共年金制度規定需繳費

年滿 5年才具有領取老年年金資格，若一民眾在日本具有 2年年資、在德
國具有 3年年資，則合併符合老年年金給付資格，兩國分別依其年資根據
該國的年金給付公式分別計算給予老年年金給付。但已領取退出補助費之

年資不得再給予年資採計（日本年金機構，2018）。
(2) 給予權益保留
  這種方式可以荷蘭為代表。荷蘭的基礎年金方案 (AOW)涵蓋全民，其財
源來自於勞動參與者所繳的保險費，並由政府公共基金提供補助。只要是

在 15-65歲期間曾在荷蘭居住或就業者滿 1年以上，在年滿 65歲時就具有
領取資格；給付水準視其在荷蘭居住或就業的期間長短而定，每滿 1年就
可獲得相當於全額年金的 2%之給付水準，至其年齡符合請領資格時可提
出申領。

  上述這些國家所實施的普及式基本年金是以國民身分為參加條件，其權益
不因轉換工作而有影響，只有在遷出該國時才會出現年金可攜性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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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稅收為財源之年金方案，由於未直接對方案參與者收取專款費用作為年

金財源，當方案參與者未達最低居住年限者而離境者，其年金權益亦未給

予任何的保障。至於實施繳費式的貝佛里奇年金方案的國家，對於未符合

領取條件即退出方案者之保障方式並不一致。一般而言，由於方案參與者

透過保險費之繳交而對年金方案財源做出貢獻，故此等方案對未符合請領

條件而退出者，均給予較多之權益保障，通常退出者所都能獲得的權益均

高於其自身繳費。

（二）俾斯麥模式的年金方案

俾斯麥的年金方案是採職業分立，針對不同職業身分者分別建立不同的年金方

案，此一模式的公共年金方案大多是以薪資稅為財源，也有少數國家針對特定職業

群體（例如公務人員）提供免繳費式的年金給付。歐洲國家俾斯麥的公共年金體系

多以隨收隨付為主要財務方式，所以不同職業群體之間的年金制度其財務各自獨

立。在此制度下，當就業者轉換就業部門時，就會面臨如何維護年金權益的議題，

以及既有年資與所繳保費（包括雇主應繳部份）如何移轉的問題。採行俾斯麥年金

體系的國家，對於未符合年金請領條件而轉換方案者，有下列幾種不同的作法： 
1. 未符合最低請領年資者

(1) 不具請領資格
  德國的公務員年金方案是典型的例子，此一年金方案是屬於稅收支應的恩
給制度，公務員本身無須繳交任何費用，一旦於未符合退休條件時離職，

無法獲得任何公務員年金權益。美國社會安全（即老年、身心障礙與遺屬

年金方案）的老年年金也是採取相同的作法，參與者最少需有 10年以上的
繳費年資才具有領取給付的資格（若在與美國簽有社會安全雙邊協議的國

家參加類似的年金方案，則其年資也可以採計），未達最低合格年資者，

無法領取任何社會安全的老年年金。

(2) 退回保費
  這種作法是針對年資較短未符合領取老年年金給付者常見的處理策略。以
德國的勞工保險為例，該方案是由雇主與受僱者共同繳交的保險費作為主

要財源，年滿 65歲且具有 5年以上的保險年資者才符合領取老年年金的資
格。被保險人若年資未滿 5年而提前退保，可申請退回先前所繳的保險費，
但僅能退回勞工自繳的部分，而不能得到雇主之前共繳的保費。盧森堡的

勞工保險也是採取相同的作法，其年金給付的資格條件是年齡達 65歲以上
且投保年資在 120個以上，若年滿 65歲時其投保年資未滿 120個月，可退
回其已繳的保險費（政府補助的部分除外）(European Commission, 2016)。
韓國的國民年金亦屬此類，該方案規定最少需要 10年的投保年資才能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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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給付（年資 10-20年領一次金、年資 20年以上可領年金），年資未達
最低規定者，退回其加保期間個人與雇主所繳交的保險費並加計利息

(National Pension Service, 2018)。
2. 已符合最低請領年資者：權益保留
對於已符合最低加保年資但未達退休年齡即退保者，公共年金方案最常見的處

理方是就是權益保留。以前述德國勞工保險年金為例，被保險人年資未滿 5年者予
以退費，而若被保險人繳費年資超過 5年但於未滿 65歲時退保，則其給付權益可
以保留，至其年滿 65歲時再請領。美國的社會安全也是如此，被保險人若加保滿
10年但未達請領年齡即退保，其年金權益可予保留，待其年齡符合請領資格時再領
取其過去累積的年金權益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2016)。
整體而言，俾斯麥模式公共年金方案的可攜性設計與貝佛里奇模式類似。以稅

收為財源者，若未符合最低繳費年資而退出，可能完全喪失權益。至於繳費式的方

案，在未符合請領條件前退出者，通常都可以獲得退費或權益保留。以退費方式處

理者，不同國家的制度有不同之作法，有些只能退回自繳的費用，有些可同時領回

個人與雇主所繳交之費用。

二、主要國家職業年金的可攜性設計

如前文所述，近年來年金可攜性的討論大多是針對職業年金的領域，因為就業

者因轉換雇主而需轉換年金方案的情況，在職業年金體系發生的機會遠高於公共年

金體系。值得注意的是近來歐美各國的許多企業年金方案紛紛從確定給付制改為確

定提撥制，將財務的風險由雇主轉移到勞工身上 (Vickerstaff, 2006)。例如德國 2001
年的年金改革，將企業年金由雇主自己承擔支付責任的形式，逐漸轉變為由勞工自

願從稅前薪資扣除一定比例的額度，繳入雇主為其選擇的企業年金形式。我國新制

勞工退休金制度也已於 2005年改為確定提撥的個人帳戶制度。因此，本文對於職
業年金可攜性的討論，以確定提撥制度為主，以契合我國當前制度的需求。整體而

言，職業年金方案對於未達退休條件即轉換雇主者之年金權益處理方式有以下幾種：

（一）權益結清

此種作法通常是適用於年資相當短、尚未累積到可以獲得權益保留所需的年資

之勞工。以英國的職業年金方案為例，繳費年資達 2年以上者可選擇權益保留或選
擇權益移轉；年資未達 2年而退出者，其年金權益無法保留，而是給予退費處理，
退費的金額僅相當於勞工本人提繳的費用總額，不包括雇主相對提撥的金額，而且

不加計利息，領取一次性退費時還需依 20%的稅率課稅 (Andrietti, 2001a)。

（二）權益保留

這是職業年金方案相當普遍的作法，但有些國家並非無條件地給予年金權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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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且各國給予權益保留的內容也不相同。以丹麥職業年金為例，該國訂有

Pensions and Savings Fund Act作為私人年金之規範。根據此項法令，受僱者所提撥
的費用不受年資限制都可以獲得權益保留，但要具有 5年以上繳費年資者，才可以
同時保留勞工自繳和雇主所繳的費用之年金權益。愛爾蘭在 1990年通過的 Pension 
Act也明訂，在 1993年之後離職且具有 5年以上年資者，其在 1991年以後的年資
所累積的年金權益可以獲得保留。此外，荷蘭、西班牙和美國的職業年金規定轉換

雇主的勞工可以選擇將年金權益保留權益於原雇主的年金方案中，或是將年金轉移

到新的雇主所辦理的職業年金方案中 (Andrietti, 2001a)。至於美國的職業年金方案，
根據其 Pension Protection Act之規定，採確定提撥方案者，其權益保留方式有 2種，
一種是給予繳費年資 3年以上者可獲得 100%的權益保留；另一種是繳費年資滿 2
年給予 20%之權益保留，之後年資每增加 1年再多給予 20%之權益保留，如此到
年資滿 6年以上時可獲得 100%之權益保留 (U.S. Department of Labor, 2016)。
雖然許多國家的職業年金方案都訂有權益保留的設計，但通常要求需達一定年

資以上者才可給予權益保留。例如，奧地利、法國、葡萄牙與西班牙的公部門職業

年金方案都要求有 15年以上年資者方可獲得權益保留，意味者年資較短就離職者
將面臨年金權益的損失 (Holzmann and Koettl, 2015)。

（三）年金資產可攜

以荷蘭為例，參加職業年金方案的勞工在 1994年 7月以後者，可以將其在原
職業年金方案所累積的權益轉移到另一個年金方案中 (Andrietti, 2001a)。至於美國
的職業年金，在 2006年之前，勞工在退休前離職者，其提繳到企業年金的提撥金
額可以轉換到另一個確定提撥制年金方案或是傳統個人退休帳戶 (IRA)方案中，
2006年 Pension Protection Act通過後，更放寬職業年金方案權益移轉的範圍，新的
規定同時允許勞工將符合規定的職業年金方案的既得權益轉移到另一個確定給付年

金方案中。美國的 401(k)職業年金方案，同樣也是具有資產可攜性的個人帳戶制度，
就業者轉換雇主時，可選擇將其原有之帳戶金額結清、保留原帳戶、或將年金資產

轉移到新雇主辦理的 401(k)方案中。就業者若在轉職時選擇保留原帳戶，則會同時
擁有多個退休金帳戶 (Guina, 2019)。
在英國則無論是參加公部門或私部門職業年金方案者，只要繳費年資滿 2年以

上，退出方案時就可以選擇將權益保留在原方案中或是將已累積的權益移轉到另一

個職業年金方案或個人年金方案中 (Andrietti, 2001a)，以教師年金方案為例，除了
允許退出方案者保留其已累積的年金權益外，對於從其他年金方案轉入教師方案

者，亦允許參加者將其在其他年金方案所累積的權益匯入教師年金方案中，並依據

其所匯入的年金資產設算可轉換成多少年的教師年金年資 (Teachers’ Pensions,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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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近的香港，其強積金制度是私營的個人帳戶制度，就業者在轉換雇主時，可

將其原公司的強積金轉至新公司的供款帳戶，屬資產可攜的制度。但許多就業者在

轉職後，未辦理移轉，因而持有多個帳戶。2017年底時，有高達 24萬人持有超過
四個或以上強積金帳戶，以致強積金計畫管理局主席公開呼籲民眾應積極辦理年金

資產整併，避免同時擁有過多帳戶（黃友嘉，2018）。

肆、我國年金方案的可攜性現況與未來可行發展方向

我國目前的各項繳費式老年給付方案是依不同身分而設計，不同的方案對於老

年給付資格以及有關老年給付可攜性的規定有相當大的差異。我國主要的社會保險

年金及職業年金方案的老年給付資格及可攜性作法，詳如下表 1。

表 1 我國繳費式老年經濟安全方案之內涵與可攜性
方案

性質
主要方案

老年給

付類型
老年給付年資條件 提前退出規定

與其他方案

銜接

社會保

險方案

勞工保險

（新制）

確定給

付制

1.  年滿 60歲（未來逐步提高
至 65歲）不論年資高低均
可領取

2.  年資合計滿 15年才可領老
年年金，未滿 15年者僅能
領老年一次金

可保留年資

可併計國民

年金保險年

資以成就請

領老年年金

資格

公教人員保險
確定給

付制

1.  符合年齡資格者不論年資
高低均可領養老給付

2.  年資 15年以上且年滿 65
歲、或年資 20年以上且年
滿 60歲、或年資 30年以
上且年齡滿 55歲可領養老
年金給付

3.  年資未符上述規定者僅能
領養老一次金

可保留年資

年滿 65 歲
時，其勞工

保險與公教

人員保險年

資 均 未 滿

15 年、 但

兩者年資合

計 超 過 15
年者，可請

領養老年金

給付。

軍人保險
確定給

付制

年資滿 5年者不論年齡均可
請領退伍給付

退還自付部分保費 無

國民年金
確定給

付制

年滿 65歲不論年資高低均可
領老年給付

可保留年資

年資可被勞

工保險與公

教人員保險

（限特定被

保險人）採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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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性質
主要方案

老年給

付類型
老年給付年資條件 提前退出規定

與其他方案

銜接

職業年

金方案

公務人員退撫

基金

確定給

付制

1.  任職 5年以上始得請領退
休金

2.  任滿 15年以上且符合年齡
條件者可選擇一次金或月

退休金或兼領；年資 5年
以下且符合年齡條件者給

與一次金

1.  年資滿 5年者可保
留年資

2.  年資滿 5年者一次
發給本人及政府相

對撥繳之費用本息

得併計其他

職域年資成

就支領月退

休金條件

教育人員退撫

基金

確定給

付制

1.  任職 5年以上始得請領退
休金

2.  任滿 15年以上且符合年齡
條件者可選擇一次金或月

退休金或兼領；年資 5年
以下且符合年齡條件者給

與一次金

發還本人提繳之基金本

息

得併計其他

職域年資成

就支領月退

休金條件

軍人退撫基金
確定給

付制

1.  服役 3年以上未滿 20者給
與一次退伍金

2.  服役 20年以上或 60歲以
上服役滿 15年者可選擇月
退俸或一次金

發還本人已繳付之費用

本息

轉任公教人

員者可併計

年資

私立學教教職

員退休離職金

確定提

撥制

1.  符合退休年齡者不論年資
高低均可領取帳戶本息

2.  年資未滿 15年者請領一次
給付

3.  年資 15年以上者可選擇領
取一次給付或定期給付，

亦可選擇兼領一次給付與

定期給付

一次發給個人帳戶本息 無

勞工退休金
確定提

撥制

1.  年滿 60歲且工作年資滿
15年者得請領月退金

2.  工作年資未滿 15年者應請
領一次金

權益保留 無

政務人員

退職金

確定提

撥制
無年資與年齡要求

一次核發公、自提儲金

本息

轉任公教人

員者可併計

年資

約聘僱人員離

職儲金

確定提

撥制
無年資與年齡要求

遭解聘僱或未經同意提

前離職者，僅發給自提

儲金之本息

無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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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表可以大略看出，目前我國各社會保險年金與職業年金方案間的可攜性作

法，主要包括三種不同的方式：(1)權益結清（退費）；(2)權益保留；(3)年資可攜。
整體而言，民眾不管參加何項方案，在未達老年給付年齡而離職時，至少都可以獲

得退費或權益保留，其權益獲得基本之保障。同時，2017年 8月通過的公教人員退
休金改革，亦大幅提昇了公教人員退休金制度的可攜性。但整體來看，我國不論是

社會保險年金或是職業年金體系，各方案處理可攜性的作法不一。同時，許多方案

都規定須參加達一定的年資以上，方能領取年金給付，否則僅能領取一次給付。換

言之，許多年金方案因可攜性之設計未臻周延，對方案參與者之權益影響甚大。

一、我國社會保險年金的可攜性

我國社會保險老年相關給付都是確定給付方案，此類方案在先天上就較不易達

到較高的年金可攜性，各方案現行的作法有以下幾種：

（一）請領年資門檻方面：

目前僅有國民年金對於領取年金資格未設有最低投保年資之門檻，被保險人只

要年滿 65歲，不論其加保年資高低均可領取老年年金給付。而其他三項社會保險
方案，被保險人都需符合最低投保年資才能領取年金給付（公教人員保險與勞工保

險均為 15年、軍人保險為 5年），年資未達標準者僅能領取一次給付（公教保與
勞保）或是以退費處理（軍保）。在此情況下，被保險人的投保年資是否具有可攜

性，對提前離職者的年金權益具有直接的影響。

（二）提前退保者的權益保障方面：

目前除了軍人保險對於提前退保者未給予權益保留之外，國民年金保險、勞工

保險與公教人員保險之被保險人若於未符合領取老年相關年金給付即退保者，不論

其年資長短，其既有之年資皆可獲得保留，待被保險人於符合退休條件時再請領該

項保留之給付權益。勞工保險原規定未符合老年給付資格而轉投軍人保險與公教人

員保險者，需具有勞保年資 1年以上者才能給予年資保留，但 2008年修訂「勞工
保險被保險人轉投軍人保險公教人員保險年資保留辦法」後，不論投保年資多寡均

能獲得權益保留。

（三）不同保險間的年資可攜性方面：

我國現行的社會保險，除了勞工保險在認定年金給付的資格條件時可以採認國

民年金的投保年資，以及公教人員保險有條件採認勞工保險與國民年金保險的年資

外，其餘的社會保險身份轉換情形均無法獲得年資採認。軍人保險之可攜性最低，

軍人若於未符合領取退伍給付時離職改參加其他社會保險，其軍保年資無法保留，

也不被其他任何社會保險方案採認。此外，公教保險被保險人轉入勞保，其原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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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不被勞保採計；國民年金被保險人轉入公教保，其原有年資亦不被公教保採計，

這些狀況意味著我國年金體系的可攜性，仍有許多待改善提升之處。由於勞工保險、

公教人員保險與軍人保險之老年相關年金給付均設有最低年資之門檻，被保險人若

因先前的年資無法被採認而不符合請領年金給付資格，將對其權益造成重大之影響。

二、我國職業年金的可攜性

我國的職業年金方案中，確定給付與確定提撥兩種制度均有。這兩種不同性質

的方案，其年金可攜性的處理方案也大不相同。

（一）確定給付方案的年金可攜性

軍公教人員的退休金方案均為確定給付方案，這幾個方案都訂有領取給付的最

低年資門檻（公務人員與教育人員均為 5年、軍人為 3年）。軍人未符合領取退休
金條件而提前離職者，其已累積之年資是採取一次性退費之方式處理。公教人員退

休金原亦是採退費方式處理，但 106年修法後，已改為年資保留的方式。軍公教退
休金方案也都訂有領取年金（月退休金）給付的最低年資門檻（公務人員與教育人

員為 15年、軍人為 20年），退休時年資未符合年金給付條件者，僅能領取一次金。
其中，軍人退休金不採計其他職業年金之年資；而公教人員退休金可採計其他職業

年金之年資以成就領取年金資格，年金可攜性較高。

（二）確定提撥方案的年金可攜性

我國目前的政務人員、政府約聘僱人員、私立學教教職員以及一般勞工的退休

或離職儲金方案均為確定提撥制。確定提撥制的年金方案先天上就比較能夠滿足較

高之年金可攜性。由於這幾個方案都是個人帳戶制，個人帳戶內的基金來自於雇主

與個人提撥的費用（勞工退休金帳戶另規定個人可自願提撥），作為受僱者退休／

職後之所得，不論方案參與者離職時之年資為何，均不影響其已累積之年金權益。

在前述四個方案中，由於政務人員與政府約聘僱人員的職業性質在本質上屬於短期

就業，目前採取權益結清的方式，更讓這兩個儲金方案在實際功能上類似「離職金」

而非「退休金」。至於私立學教教職員以及一般勞工的退休金帳戶都是以權益保留

的方式來處理可攜性，各方案之間彼此並無連結，若民眾因生涯轉換而曾參加這兩

個方案，則也將同時擁有這兩個個人帳戶至退休，帳戶之間完全無整合機制。

三、我國各年金方案可攜式設計評析

 如上所述，我國現行各項年金方案分別以權益結清、權益保留與年資可攜等三
種方式來處理年金可攜性問題。比較其他國家社會保險年金制度的可攜性，也不外

乎是在這三種方式當中做選擇。至於職業年金制度，則除了這些方式之外，各項個

人帳戶制的退休金方案尚可採取資產可攜的策略。不同的年金可攜式設計，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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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政與財務面之影響不同；同時對個人權益及社會公平的效益亦不相同。以下將

分析這四種策略在行政、財務、權益與公平性等四個面向之影響。

（一）權益結清

1.  在行政方面，權益結清方案對主管機關的行政作業而言相對簡便。以軍人保險為
例，方案參與者於轉出後，便無留存之給付權益，主管機關無須再投入行政資源

管理其參保資料。

2.  在財務方面，若是僅退回個人所繳交的費用做權益結清，則保險方案對該民眾所
支付的總體給付負擔最低，對保險財務最為有利。

3.  然而，在權益方面，此方案所提供的老年經濟安全保障程度，為三項方案中最為
不足者。個人參加方案多年，在未成就請領年金給付條件前離開方案，其過去繳

費累積的年金權益完全無法轉換為其未來的給付權益，顯然為經濟安全保障上之

權益損失。再者，若僅退回個人所繳交的費用，而非一併退回非個人繳交的費用

（包括國家與雇主提供的保費補助），則個人的損失更為顯著。

4.  在公平性方面，退出方案者完全未因轉換方案而獲得額外利益，並不會對年金方
案的其他參與者產生相對不公的情形。

（二）權益保留

1.  在行政方面，若勞工保險等制度採取權益保留方案，其被保險人雖已退保，但仍
保有未實現之給付權益，意謂行政主管機關仍肩負被保險人資料保存與管理之

責。至於新制勞工退休金等個人帳戶制度，主管機關尚須持續負責帳戶基金之投

資運用，亦須持續投注行政資源。

2.  在財務方面，因方案參與者的給付權益僅被保留，不會再以任何形式增加其在原
年金保險方案之給付權益（至多是依物價指數調整已累積之年金權益），將不增

加年金方案之財務負擔。

3.  在權益方面，被保險人可於未來退休成就給付條件時，再行兌領其年金權益，可
使其老年時多一項所得來源。且採取此種方式者，當事人未來兌領給付時能領取

包括自己、政府與雇主三方所繳保費的權益總額，並未損及被保險人之權益。然

而，若被保留之年金給付權益未能依通膨指數或其他方式調整，則該項給付的實

質購買力可能隨時間推移而下降，影響所得支持的效果。

4.  在公平性方面，轉出方案者僅保留其已累積之權益，並未得到任何額外的給付優
惠。對於其他參加同一方案者而言，也無須因此承擔較多的財務責任，故不致產

生相對比較不公的問題。

（三）年資可攜

1.  雖然認可先前參加年金方案的年資以成就領取老年年金資格，但給付各自獨立分
開計算，在這種可攜式設計之下，原方案的行政機關同樣須在民眾退出方案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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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並管理其納保資料；新轉入方案之行政人員在未來處理給付申請時，也必須瞭

解當事人過去是否曾具有其他方案的年資，故行政成本增加。

2.  在財務方面，年資可攜方案使參加者更有機會累積足夠年資，以符合請領年金給
付的資格。在年金給付成本通常高於一次給付的情況下，年資可攜的作法也將使

年金方案承擔較重的財務負擔。此外，目前我國公務人員退撫基金與教育人員退

撫基金允許過去參加特定方案者，得以補繳費用之方式，將過去參與過之方案年

資轉入併計，以提高其未來之給付水準，此方式亦增加年金方案的財務負擔。

3.  在權益方面，方案參加者有更大的機會能跨越領取年金給付的年資門檻，使其過
去所付出的繳費可以換得較佳的權益，進而提昇個人的老年經濟安全保障。

4.  在公平性方面，雖然被保險人過去所付出的繳費可據此取得較佳之權益，但亦可
能產生方案參與者間的相對不公平問題。舉例而言，某甲與某乙參加同一年金保

險方案，其年資皆相同，且單就參與該年金保險方案的年資並不符合領取年金給

付之資格。然而，某甲因之前曾參加其他年金保險方案，併計其他方案的年金後

可領取年金；某乙卻因過去未參加過其他年金方案而無法領取年金。這種狀況形

同對某乙產生相對的剝奪。主要原因在於，某甲年資併計請領年金所造成的額外

財務負擔，須由某乙及其他所有方案參與者共同承擔。

（四）資產可攜

1.  在行政方面：我國現行的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離職金、勞工退休金、政務人員離
職金、約聘僱人員離職金等都是屬於個人帳戶制，目前除勞工退休金帳戶採權益

保留之外，其餘帳戶都採權益結清方式辦理。若參考香港與美國等國家的職業年

金採取資產可攜的方式，讓轉職者可將各帳戶之資產整併，統一管理，避免同時

擁有多個帳戶，可降低行政成本。

2.  在財務方面，若現行採權益結清的個人帳戶均改採資產可攜的方式，則個人退休
帳戶的金額將增加，因國家提供最低獲利保障，未來若有出現投資虧損，需由政

府經費彌補，故政府財務負擔可能微幅增加。若未來帳戶投資穩定獲益，無須由

政府挹注資源彌補投資虧損，則不增加政府財務負擔。 
3.  在權益方面，轉換職場者透過不同退休帳戶的整併，讓退休金帳戶累積更高的金
額，以進行投資獲益，有助於提昇個人的老年經濟安全保障。

4.  在公平性方面，由於最後的給付取決於個人帳戶內所提撥的金額與獲益，並無所得
重分配之效果，故採資產可攜的方式整併各項個人帳戶，並不影響方案之公平性。

目前我國的各項年金制度尚未出現年金資產可攜的設計。這種方式較難適用於

確定給付年金制度之間的轉換，除非該等方案是採取完全提存的財務處理方式；但

卻是確定提撥年金制度可考慮的年金可攜式設計選項。例如，目前軍人服役未滿 20
年而退役至私部門任職者，僅給予一次給付（權益結清），若改為年金資產可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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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則在其退伍時不發予給付，而是將其已累積的退伍金權益轉投入其新制勞工

退休金帳戶（或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金帳戶）中，成為其個人退休金帳戶的資產。

同樣地，參加私立學校教職人員在退休前轉職成為一般勞工時，也可以將其私校退

職金帳戶已累積之資產轉入其勞工退休金帳戶中，將兩個帳戶合而為一，如此既可

提升基金管理的行政統整性，避免同一人有多個退休金帳戶的狀況，也可提升對個

人的老年經濟保障程度。

四、我國年金可攜性之可行發展策略

綜合前述之討論，衡酌不同可攜式設計的優缺點，本研究認為我國年金方案之

可攜性之未來發展，社會保險年金方案應採權益保留搭配年資可攜的方式，職業年

金方案則應採年金資產可攜的方式

（一）我國社會保險年金可攜性發展策略

我國的公教人員保險、軍人保險、勞工保險與國民年金保險，都是屬確定給付

制，目前各方案處理年金可攜性的方式不一，未來可統一採取權益保留與年資可攜

的方試辦理。民眾在不同之社會保險年金方案間轉換時，其在原方案已累積的年資

與權益予以保留，待符合請領年齡時，依該方案之規定請領之。兩個方案的年資均

予採計，以利其成就年金給付所需之加保年資條件；但民眾在不同年金方案所累積

的給付權益分段計算，各方案各自分開計算其參與者應得的給付，各年金方案財務

獨立互不影響。

（二）我國職業年金可攜性發展策略

我國目前的職業年金制度，除了軍公教退休金為確定給付制外，其餘的私立學

校教職員退休離職金、勞工退休金、政務人員離職金、約聘僱人員離職金等都是屬

於確定提撥的個人帳戶制。未來可開放方案參與者選擇資產可攜的選項。例如，一

般私部門就業者轉至私立學校就職時，其勞工退休金帳戶所累積的年金資產，可轉

移至其新設的私校退休金帳戶中，兩個帳戶整併，繼續進行投資運用，助其追求更

高的退休保障，並節省行政成本。

軍公教退休金制度目前為確定給付制，未來亦可比照相同的理念，開放轉職者

可選擇資產可攜的選項。亦即，公務人員離職至私部門就職時，可選擇將其在公務

人員退休金制度內已累積之年金權益，匯入新雇主為其建立之勞工退休金帳戶中，

進行投資運用。

值得強調的是，前述各項年金可攜式的政策建議若能落實，雖可提升民眾的老年

保障，但主管機關的行政負擔以及年金方案的財務支出亦可能增加。因此，行政部門

未來致力於提升年金可攜性發展之際，亦須將行政與財務面的影響一併納入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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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年金可攜性之議題在許多國家都受到高度重視，提升年金的可攜性，除了保障

民眾的老年保障權益，也促進勞動市場之活絡，提升不同就業部門之間的人才流動

需求。這些議題觸及的都是全球化以及勞動市場結構變遷下，福利國家如何改革以

面對經濟與社會結構的轉型，同時呼應個人生命歷程不同就業階段之間的轉銜需

求。就此而言，如果增進年金權益可攜性，也是提供勞動市場彈性並兼顧勞工的社

會安全。以西方國家的經驗來看，儘管年金制度面對的結構轉型壓力類似，但各國

的年金改革路徑卻因其制度差異而有所不同（葉崇揚與施世駿，2009；Hennock, 
2007; Bonoli, 2003）。在提升年金可攜性的策略方面，亦有權益保留、權益結清，
或是年金基金積累轉移等不同的作法。 
在參考西方國家經驗後，本文分析我國年金制度可選擇的可攜性設計，並且討

論權益結清、權益保留、年資可攜以及年金資產可攜等方式，不同的設計對行政面、

財務面、保障面與公平性等層面分別具有不同之影響。在這個比較分析的基礎上，

我們認為當方案參與者尚未符合領取老年給付即退出時，對其已累積之年金權益，

應予以保留。再者，由於我國現行多項年金方案都有請領年金給付的最低年資規定，

因此應將年資可攜納入確定給付制年金方案的共通原則，提升轉換職場者的老年經

濟保障。至於職業年金的部分，可以開放資產可攜的選項，讓方案參與者將原方案

已累積的年金資產攜入新的帳戶中，以簡化行政作業並提升當事人老年保障。這些

策略可讓我國不同年金方案的基本原則更趨一致。

我國年金制度若能朝向本研究所建議的原則調整，將可提升民眾的老年經濟保

障。自 1990年代以來歷次的年金改革，已使我國老年經濟安全保障更為完備，包
括擴大老年給付保障對象（如新開辦國民年金保險）以及從一次給付走向老年年金

給付（如勞工保險與公教人員保險）等措施，都是得之不易的成就。衡諸西方國家

的經驗，年金改革是不間斷持續進行的過程。我國未來的年金改革，除了亟須處理

已受社會大眾關注的年金永續議題外，亦應深入檢視年金可攜式的設計與影響，本

研究的建議制度改革方案，可以提供未來改革進一步思考。

我國勞保老年給付的平均水準相對偏低，為提升勞工老年之經濟保障，除了本

研究所討論的可攜性議題外，其他相關議題如勞工退休基金自選投資（童嬋娟、林

盈課與李瑞珠，2019）、年金給付的調整機制（陳芬英、楊曉文與黃泓智，
2019）、年金給付的最低保證（陳芬苓與張森林，2019）以及個人的退休準備（王
儷玲、黃泓智、陳彥志與鄭惠恒，2019）等議題，也都與民眾老年時的經濟安全息
息相關，仍需持續的關注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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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ability of Social Security Pension in Taiwan

English Summary
Taiwan’s pension system follows the logic of the Bismarck model. People in different 

occupational groups join different public and occupational pension schemes. When people 
change jobs, they might be required to shift to a different pension scheme. Thus, 
developing effective measures to protect employees’ pension entitlement when they 
change to different schemes is crucial, and hence, the portability of pension schemes has 
become a critical topic.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portability of Taiwan’s 
public and occupational pension schemes. The primary purpose is to compare the various 
portable strategies employed by different schemes and identify their weaknesses. 

This paper follows a policy analysis approach. First, the concept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pension portability are introduced. Second, alternative approaches for 
achieving pension portability are compared. Third, measures for achieving pension 
portability in selected countries are compared. Finally, different designs for the portability 
of Taiwan’s public and occupational pension schemes are analyzed with a special focus on 
their inconsistencies and limitations. 

Pension portability implies that individuals can preserve their accumulated pension 
rights after they leave their current pension plans to join other schemes. Three measures 
exist for achieving pension portability, which are the portability of (1) benefits, (2) 
services, and (3) assets (Andrietti, 2001b; Foster, 1994; Koldrubetz, 1968; Turner, 
Doescher, and Fernandez, 1993). Portability of benefits means that employees have vested 
rights after they shift pension schemes; their pension entitlements are preserved, and they 
can claim their vested benefits when they reach pensionable age. Portability of services 
means that employees’ years of service for their previous employers are taken into account 
when their eligibility for and benefits of pensions are considered. Portability of assets 
means employees’ accumulated pension rights are transferred to their new pension 
schemes. Pension portability is more challenging for defined-benefit plans compared with 
defined-contribution ones. Moreover, achieving portability for unfunded or partially 
funded defined-benefit pension plans is even more diffic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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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have shown that pension plan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employ different strategies for pension portability. For noncontributory public pensions 
plans, citizens may lose pension rights if they leave the country before a minimum number 
of years of residence. Canada and Finland’s universal pension plans are examples of this 
model. By contrast, contributory pension plans usually offer a refund of contributions, a 
lump-sum payment, or vesting rights to participants. For example, Germany and South 
Korea’s pension plans provide a refund to participants who leave the scheme before they 
earn a vesting right, whereas Japan’s universal pension plan provides a lump-sum 
payment. Public pension plans usually offer vesting rights to participants who have made 
contributions for more than a certain number of years. Germany, South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pension plans are examples of this model. 

Occupational pension plans may use a lump-sum payment, vesting rights, or asset 
transfers for pension portability. For example, the United Kingdom’s occupational pension 
offers a lump-sum payment to participants who leave the scheme with less than 2 years of 
contributions, and it provides an option to transfer pension assets to a new plan if they 
have more than 2 years of contributions. By contrast, the occupational pensions of the 
Netherlands, Sp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ovide vesting rights.

Taiwan’s pension plans employ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pension portability. Public 
pension plans as well as the Laborer’s Pension Plan, Civil Servants’ Pension Plan, and 
National Pension Plan all provide vesting rights for early leavers, whereas the Military 
Personnel Pension Plan offers a refund of contributions. Regarding occupational pension 
plans, the Educational Personnel’s Retirement Pension Plan and Military Personnel 
Retirement Pension Plan both provide a refund of contributions to early leavers. The Civil 
Servants’ Retirement Pension Plan provides a refund to those who leave the scheme before 
making contributions for 5 years and vesting rights to those with more than 5 years of 
contributions. Regarding defined-contribution occupational plans, only the Laborer’s 
Retirement Pension Plan offers vesting rights. Other plans include the Private School and 
Administrators’ Retirement Pension Plan, the Political Appointees’ Retirement Pension 
Plan, and the Contract Employees’ Retirement Plan, all of which provide a refund of 
contributions to early leavers. In sum, participants in Taiwan’s public and occupational 
pension plans can at least obtain a refund of their contributions if they leave the schemes 
before they are eligible for pension benefits. For the sake of pension portability, most 
pension plans offer vesting rights. Notably, none of Taiwan’s pension plans employ the 
strategy of assets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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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 measures of pension portability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pension 
administration, pension finance, and pensioners’ income protection. If a pension plan uses 
refunds to achieve portability, the administration and financial costs are low. However, 
this strategy makes participants more vulnerable to the risk of poverty in later life. The 
strategies of providing vesting rights and service portability complicate pension 
administration. Furthermore, the financial costs might be higher because these strategies 
provide more protection to participants. The measure of asset portability can reduce 
administration cost because it merges multiple accounts into one. If a pension plan 
changes its portability strategy from offering refunds to allowing assets transfers, this 
might slightly increase the state’s 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because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provides a guarantee on returns for defined-contribution pension plans. Under 
such a strategy, participants’ old-age income protection is improved because their pension 
assets will still be held in accounts for investment. 

Effective measures should be employed to improve Taiwan’s pension portability. The 
best strategy for public pension plans is to combine the strategies of vesting rights and 
service portability. Participants in all public pension plans should have vesting rights, and 
their contribution records should be recognized when they switch to different schemes. 
Regarding occupational pension plans, the optimal strategy is to add a new option for 
early leavers that allows them to choose between gaining vesting rights and transferring 
their pension assets to their new plans.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reviews the concept of pension portability and compares 
various strategies employed by selected countries. In addition, this paper uses Taiwan’s 
pension plans as case studies to analyze the potential effects of different portable strategies 
and discusses effective measures for improving pension portability. These discussions are 
relevant to other countries seeking to improve their pension portability. More studies are 
required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pension portability strategies on labor 
mobilization, old-age income protection, and senior citizens’ risk of poverty.



Portability of Social Security Pension in Taiwan

194

References
日本年金機構，2018，取得再入國許可及視同再入國許可出國的各位，https://www.

n e n k i n . g o . j p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e n g l i s h / l u m p s u m / l u m p s u m .
files/0000023782e6j415KcG5.pdf，搜尋日期：2018年 1月 11日。(Japan 
Pension Service. 2018. Lump-sum withdrawal payments. https://www.nenkin.
go.jp/international/english/lumpsum/lumpsum.files/0000023782e6j415KcG5.
pdf. Accessed Jan.11, 2018.)

王儷玲、黃泓智、陳彥志與鄭惠恒，2019，臺灣年金制度改革的財務影響與世代不
均問題，臺大管理論叢，29卷 2期：139-172。(Wang, Jennifer L., Huang, 
Hong-Chih, Chen, Yen-Chih, and Cheng, Hui-Heng. 2019. Financial effects and 
intergenerational inequity of pension reform in Taiwan. NTU Management 
Review, 29 (2): 139-172.)

台灣銀行公教保險部，2018，公教人員保險統計，http://www.bot.com.tw/gessi/
statics/pages/statics_page6.aspx，搜尋日期：2018年 2月 25日。(Bank of 
Taiwan,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mployees Insurance. 2018. Statistical 
data for government employee & school staff insurance Republic of China. 

http://www.bot.com.tw/gessi/statics/pages/statics_page6.aspx. Accessed Feb. 
25, 2018.)

行政院主計處，2008，勞退新制對勞動供需影響之研究。(Executive Yuan, R.O.C., 
Directorate General of Budget,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2008. Study of the 
impact of new labor retirement fund on labor and demand.)
，2018，106年人力運用調查報告。(Executive Yuan, R.O.C., Directorate 

General of Budget,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2018. 106 Report on the 
manpower utilization survey.)

施世駿，2002，生命歷程研究對社會政策效果的探討，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
6卷 1期：101-157。(Shi, Shih-Jiun. 2002. The life-course research into the 
impact of social policy. Social Policy and Social Work, 6 (1): 101-157.)

施世駿與梁婉玲，2012，變遷中的歐洲社會模式：考察歐盟年金政策的發展，社會
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16卷 2期：47-94。(Shi, Shih-Jiun, and Liang, Wan-
Ling. 2012. Changing European social model: Exploring the development of 
EU pension policy. Social Policy and Social Work, 16 (2): 47-94.)

洪士程、朱光磊與林信忠，2011，台灣勞工退休制度的現況與未來發展趨勢之研究，
企業經營與行銷管理學術研討會，樹德科技大學，高雄，臺灣。(Hung, 
Shin-Cheng, Zhu, Guang-Lei, and Lin, Shinnn-Jong. 2011. Taiwan labor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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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sion system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trends study. Conference on Business 

and Marketing Management, Shu-Te University, Kaohsiung, Taiwan.)
孫迺翊，2008，歐盟人民社會基本權之保障：以受雇者與非受雇者之遷徙自由與社

會給付請求權為例，歐美研究，38卷 4期：579-636。(Sun, Nai-Yi. 2008. 
The fundamental social rights of European citizens: The right of movement and 
social welfare of employees and non-employees. EurAmerica, 38 (4): 579-636.)

陳芬苓與張森林，2019，勞保年金給付方式的新思維，臺大管理論叢，29卷 2期：
103-138。(Chen, Fen-Ling, and Chung, San-Lin. 2019. The new thought of 
labor insurance’s pension benefits. NTU Management Review, 29 (2): 103-138.)

陳芬英、楊曉文與黃泓智，2019，考量隨機利率下物價連動保證對退休金制度年金
成本評價之分析，臺大管理論叢，29卷 2期：29-60。(Chen, Fen-Ying, 
Yang, Sharon S., and Huang, Hong-Chih. 2019. Effect of inflation on the cost of 
Inflation-linked annuities considering stochastic interest rate and inflation rate 
models. NTU Management Review, 29 (2): 29-60.)

童嬋娟、林盈課與李瑞珠，2019，退休基金自選投資制度之研究，臺大管理論叢，
29卷 2期：1-28。(Tung, Chan-Chuan, Lin, Anchor, and Lee, Grace. 2019. A 
study of member-choice management platform for pension funds. NTU 
Management Review, 29 (2): 1-28.)

黃友嘉，2018，談強積金收費，http://www.mpfa.org.hk/tch/information_centre/
blog/180805.jsp，搜尋日期：2018年 12月 15日。(Huang, You-Jia. 2018. 
About MPF contribution. http://www.mpfa.org.hk/tch/information_centre/

blog/180805.jsp. Accessed Dec. 15, 2018.)
黃玉婷，2010，勞退新制對自願性轉職之影響－可攜式退休金制度的實證研究，清

華大學經濟研究所未出版之碩士論文，新竹，臺灣。(Huang, Yu-Ting. 
2010. Labor pension act and labor mobility - An empirical study on pension 
portability.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Hsinchu, Taiwan.)
經建會人力規劃處，2012，我國年金制度問題檢視與改革建議，台灣經濟論衡，10

卷 11 期：69-75。(Executive Yuan, 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Department of Human Resources. 2012. The reform proposals 
and review on the pension system in Taiwan. Taiwan Economic Forum, 10 (11): 
69-75.)

葉崇揚與施世駿，2009，典範連續或典範轉移？德國與英國年金改革研究，社會政
策與社會工作學刊，13卷 1期：1-51。(Yeh, Chung-Yang, and Shi, Shih-



Portability of Social Security Pension in Taiwan

196

Jiunn. 2009. Paradigm continuity or paradigm shift? Study of pension reforms 
in the UK and Germany. Social Policy and Social Work, 13 (1): 1-51.)

總統府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2016，總統府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第十九次委員會議
議程，http://pension.president.gov.tw/cp.aspx?n=A78DD0CC73F324FD&s=8
BFFEC3F86D5502A，搜尋日期：2018年 10月 20日。(Th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s Pension Reform Committee. 2016. The agenda of the 19th 
conference for th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s Pension Reform Committee. http://

pension.president.gov.tw/cp.aspx?n=A78DD0CC73F324FD&s=8BFFEC3F86D
5502A. Accessed Oct. 20, 2018.)

Andrietti, V. 2001a. Occupational pensions and interfirm job mobility in the EU: Evidence 
from the ECHP Survey (CeRP Working Paper). Turin, Italy: Center for Research 
on Pensions and Welfare Policies.
. 2001b. Portability of supplementary pension rights in the European Union.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Review, 54 (1): 59-83.

Andrietti, V., and Hildebrand, V. A. 2001. Pension portability and labor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evidence form SIPP Data. Turin, Italy: Center for Research 
on Pensions and Welfare Policies.

. 2016. Evaluating pension portability reforms: The Tax Reform Act of 1986 as a 
natural experiment abstract. Economic Inquiry, 54 (3): 1402-1424.

Barr, N. 2005. Labor Markets and Social Polic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The 
Accession and Beyond.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Blake, D., and Orszag, J. M. 1998. Portability and preservation of pension rights in the 
United Kingdom. http://www.pensions-institute.org/reports/oftport.pdf. 
Accessed Oct. 11, 2018.

Bonoli, G. 2003. Two worlds of pension reform in western Europe. Comparative Politics, 
35 (4): 399-416.

d’Addio, A. C., and Cavalleri, M. C. 2014. Labour mobility and the portability of social 
rights in the EU. CESifo Economic Studies, 61 (2): 346-376.

Davy, U. 2011. ‘Social Europe’in old-age security? EU policies of public and private 
pensions. In Leisering, L. (Ed.), The New Regulatory State: 153-174. London, 
UK: Palgrave Macmillan.

Disney, R., and Emmerson, C. 2002. Choice of pension scheme and job mobility in Britain 
(IFS Working Papers No. 02/09). London, UK: 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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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rsey, S. 1995. Pension portability and labor market efficiency: A survey of the 
literature.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48 (2): 276-292.

Esping-Andersen, G. 1996. Welfare States in Transition: National Adaptations in Global 
Economies. London, UK: Sage.

European Commission. 2016. Chapter VII: Old-age. http://ec.europa.eu/employment_
social/soc-prot/missoc98/english/07/l.html. Accessed Nov. 2, 2018.

Forteza, A. 2010. The portability of pension rights: General principles and the Caribbean 
case.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28 (2): 237-255.

Foster, A. C. 1994. Portability of pension benefits among jobs. Monthly Labor Review, 
117: 45-50.

Gilbert, N., and Van Voorhis, R. A. 2003. The paradox of family policy. Society, 40 (6): 
51-56.

Government of Canada. 2018. Old age security pension. http://www.esdc.gc.ca/en/
pension/oas/index.page. Accessed Oct. 5, 2018.

Guina, R. 2019. How many retirement accounts can you have?. https://cashmoneylife.
com/how-many-retirement-accounts-can-you-have/. Accessed Jan. 23, 2019.

Gustman, A. L., and Steinmeier, T. I. 1993. Pension portability and labor mobility: 
Evidence from the survey of income and program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50 (3): 299-323.

Hennock, E. P. 2007. The Origin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England and Germany, 1850-
1914: Social Policies Compared.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lzmann, R., and Koettl, J. 2015. Portability of pension, health, and other social benefits: 
Facts, concepts, issues. CESifo Economic Studies, 61 (2): 377-415.

Koldrubetz, W. W. 1968. Reciprocity and pension portability. Monthly Labor Review, 91 
(9): 22-28.

Landay, D. M., and Davis, H. E. 1968. Growth and vesting changes in private pension 
plans. Monthly Labor Review, 91 (5): 29-35.

Leibfried, S. 2010. Social policy: Left to the judges and the markets?. In Wallace, H., 
Pollack, M. A., and Young, A. R. (Eds.), Policy-Making in the European Union, 
6: 253-281.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eisering, L., and Leibfried, S. 1999. Time and Poverty in Western Welfare States: United 
Germany in Perspectiv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now, P., and Seils, E. 2000. The employment crisis of the German welfare state. 
Western European Politics, 23 (2): 137-160.



Portability of Social Security Pension in Taiwan

198

Mealli, F., and Pudney, S. 1996. Occupational pensions and job mobility in Britain: 
Estimation of a random-effects competing risks model.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11 (3): 293-320.

Natali, D. 2008. Pensions in Europe, European Pensions: The Evolution of Pension Policy 
at National and Supranational Level. Brussels, Belgium: Peter Lang S.A.

National Pension Service. 2018. National Pension Act. http://english.nps.or.kr/jsppage/
english/act/act_01.jsp. Accessed Oct.18, 2018.

Rabe, B. 2007. Occupational pensions, wages, and job mobility in Germany. 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54 (4): 531-552.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2016. International update (September): Recent 
development in foreign public and private pensions. https://www.ssa.gov/policy/
docs/progdesc/intl_update/2016-09/2016-09.pdf. Accessed Oct. 20, 2018.

Society of Actuaries. 1991. Portability of defined-benefit pensions. https://www.soa.org/
globalassets /assets / l ibrary/proceedings/record-of- the-society-of-
actuaries/1990-99/1991/january/RSA91V17N3A15.PDF. Accessed Oct. 21, 
2018.

Teachers’ Pensions. 2016. Active members: Your guide to your pension: Teachers’ 
pensions. www.teacherspensions.co.uk. Accessed Sep. 30, 2016.

Turner, J. A., Doescher, T. A., and Fernandez, P. A. 1993. Pension Policy for a Mobile 
Labor Force. Kalamazoo, MI: W.E. Upjohn Institute for Employment Research. 

U.S. Department of Labor. 2006. Pension Protection Act of 2006. https://www.govinfo.
gov/content/pkg/PLAW-109publ280/pdf/PLAW-109publ280.pdf. Accessed Oct. 
5, 2016.

Vickerstaff, S. 2006. Life course, youth, and old age. In Taylor-Gooby, P., and Zinn, J. O. 
(Eds.), Risk in Social Science: 180-201.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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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or Biography
*Tsung-Hsi Fu

Tsung-Hsi Fu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s are in the areas of social security and population aging, especially around 
pensions and care for older people. He is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comparative 
approaches, including analyses between Asian countries. His has published research 
articles in academic journals, including Journal of Asian Public Policy, Journal of 
Integrated Care, NTU Social Work Journal, and Taiwanese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Shi-Jiunn Shi
Shih-Jiunn Shi is a professor in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comparative social policy in East 
Asia and Greater China. His recent publication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include papers in 
Ageing & Society, Journal of Asian Public Policy,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Environment & Planning C.

Hung-Yang Lin
Hung-Yang Lin is working a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ocial Work at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PUST). His research interests 
concentrate on labour market policy (particularly on Active Labour Market Policy), social 
investment ideas, social insurance programmes (especially on pension insurance, 
unemployment insurance, pension reforms, and labour injury and illness insurance 
schemes). He also focuses on active ageing policies and long-term care issues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labour market policies, pension programmes and social investment.

 *E-Mail: tsunghsifu@ntu.edu.tw



Portability of Social Security Pension in Taiwan

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