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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保年金給付方式的新思維

The New Thought of Labor Insurance’s Pension Benefits

Abstract

Under the recent pension reform of the Labor Insurance Act in Taiwan, it is proposed by 
the Ministry of Labor that the old-age benefits be based on the worker’s average salary 
over his/her highest 180 months of earnings rather than his/her highest 60 months of 
earnings. Extending the time length in the average salary scheme may substantially reduce 
retirement benefits if the insurance salary is not adjusted before taking the average.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a reasonable adjustment formula for calculating the worker’s average 
salary. Our formula has several advantages such as embedding a dynamic adjustment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national average monthly salary and improves gender equality. We 
discuss how to determine the long-run relationship between pension insurance premium 
and retirement benefits for a financially stable pension system. We also suggest how to 
apply the proposed benefits formula to set up a financially feasible retirement payment 
formula that embeds a minimum payment (Floor).
【Keywords】 retirement benefits, insurance salary, pension insurance premium, 

replacement rate

摘 要

此次勞保年金改革的重點之一是在計算勞保退休給付時，延長投保薪資的採計期間，
由現行 60個月最高投保薪資平均逐步延長至 15年最高投保薪資平均。因為不同時間
點投保薪資的價值並不相同，如果只是將採計的投保薪資直接平均並不公平，而且也
會導致退休者的年金給付降低。針對上述議題，本文提出調整公式，可以合理地將過
去的投保薪資還原成開始請領年金時的投保薪資水準。本文建議的調整方式具有即時
反映薪資水準變化、使退休基金的收入與支出正相關、具性別平等意識⋯等優點。其
次，本文建議依照隨收隨付制的精神，來決定勞保基金的長期均衡費率和給付率。最
後，本文也試算分析如何在兼顧財務平衡下，運用本文建議的給付公式來設定勞保年
金的樓地板。

【關鍵字】 退休給付、投保薪資、退休金保險費率、替代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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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13年出版之「Pensions at a Glance 2013：OECD and G20 Indicators」報告
指出，1980年代以來，西方工業國家在出生率下降、人口老化、經濟發展趨緩及失
業率攀升等情勢下，公共年金制度的財務永續性和保障適足性等問題伴隨而生。由

於各國的人口結構、經濟展望及年金財務問題的嚴重性都不相同，因此年金改革的

方向與程度並不相同，而且隨著經濟、政治、社會結構的動態變化，為確保年金財

務的永續性 (Financial Sustainability) 和退休所得的適足性 (Income Adequacy)，各國
的年金政策仍持續在微調修正中 1。

為了讓讀者更瞭解各國年金政策的趨勢與現況，本文表 1摘錄整理了 OECD  
(2015, 2017) 的年金報告，表 1將相關的年金改革措施及現況按照五個構面來分類：
(1) 退休年齡、(2) 退休給付、(3) 提撥率、(4) 所得適足性、及 (5) 其他政策措施。總
體而言，各國採取改革的方式包含：(1) 調增費率：例如韓國 1988年開辦國民年金
保險，開辦時費率 3%，爾後費率每 5年增加 3%，至 1998年費率 9%迄今，雖然
調高費率是一個趨勢，但各國的作法仍有極大差異，例如：以色列同時調高雇主和

員工的提撥率；相對地，芬蘭調降了雇主的提撥率卻調高了員工的提撥率。(2) 延
後年金請領年齡：例如日本 1996年將請領年齡由 55歲調高至 60歲，2000年由 60
歲再調高至 65歲。同樣地，美國也逐步延後請領年金齡，由 65歲（2003年）逐步
調增至 67歲（2027年）。此外，部分國家（例如：丹麥和荷蘭）開始將退休年齡
和平均餘命 (Life Expectancy) 連結。(3) 降低所得替代率：例如德國 2001年起調整
給付計算公式，所得替代率自 70%逐步降至 64%（2030年），另外，美國 2016年
社會安全年金變革方案之一則是調降高所得者的年金給付率而低所得者的年金給付

率則維持不變。(4) 由「確定給付制」改為「確定提撥制」：例如智利於 1981年將
公共年金由「確定給付制」改為「確定提撥制」，以改善政府財政。另外，瑞典於

1999年結合「確定提撥」及「隨收隨付」之特點，推出所謂的「名義式確定提撥制」 
(Notional Defined Contribution; NDC)。(5) 提供基本保障給付：例如英國 2002年建
立最低保障年金制度，並且導入公共第二層年金，針對未加入私人退休金計畫者，

提供附加年金。(6) 建立給付動態調整機制：例如德國、日本和美國都有按照特定
參數動態調整給付的機制，舉例而言，日本導入自動連結退休給付和平均餘命的調

整因子 (Adjustment Factor)，當平均餘命增加時，退休給付自動減少。

1 總統府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的網站有一份詳盡的年金制度國際比較整理，內容包含：OECD國
家年金改革趨勢分析、主要國家年金制度改革措施及 OECD國家年金制度比較等（總統府國家
年金改革委員會，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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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OECD國家年金政策趨勢整理
年金政策 政策具體內容

「退休年齡」

相關的改革措

施及現況

●  半數左右的 OECD國家嚴格限制提早退休，另外半數的 OECD國家雖允許提早
幾年退休但減少退休年金給付。

●  部分OECD國家中按性別訂定不同的退休年齡，包含以色列、波蘭和瑞士等國家。
●  丹麥、芬蘭、荷蘭、葡萄牙和斯洛伐克等國家開始將退休年齡和平均餘命 (Life 

Expectancy) 連結。
●  根據立法規範，約半數的 OECD國家將逐步增加正常的退休年齡 (Normal 

Retirement Age)，到2060年，男性的正常退休年齡將增加1.5年，女性則增加2.1年。

「退休給付」

相關的改革措

施及現況

●  部分 OECD國家修改最低和基礎年金的規定，例如：加拿大提高低收入單身老人
的保證所得補充 (Guaranteed Income Supplement)，斯洛伐克從 2015年 7月開
始，提供工作超過 30年的退休者最低年金（年金樓地板）的保障。

●  2016年 OECD國家中，終生全職工作 (Full-career) 的平均薪資工作者 (Average-
wage Earners)，其強制性退休金 (Mandatory Pension Scheme) 的年金淨所得替
代率 (Net Replacement Rate)平均約為 63%，範圍介於 29%（英國）和 102%（土
耳其）之間；低所得工作者 (Low-income Earners) 的年金淨所得替代率平均為
73%。

●  部分OECD國家提供基本保障年金，例如：智利提供「年金收入最低60%之國民」
基本保障年金。

●  許多 OECD國家將年金給付指數化 (Indexation of Pension Benefits) 的調整機制
凍結或變得較以前不優渥 (Less Generous)，例如：比利時在 2015年凍結年金給
付指數化。部分國家（例如：義大利）採行累進的指數化 (Progressive 
Indexation)，給予低年金收入者較高的增幅。

●  許多國家（例如：芬蘭、德國、日本、西班牙等國）導入自動連結退休給付和平

均餘命的機制。

●  許多國家允許在正常退休年齡後，可在退休請領年金後再就業工作，但制度上並

不鼓勵，例如：澳洲、丹麥、日本等國規定，退休後工作所得若超過一定限額，

將降低年金給付；法國雖不降低年金給付，但退休工作所得需提撥卻不納入年金

的年資計算。

「提撥率」相

關的改革措施

及現況

●  在最近兩年，約有三分之一的 OECD國家修改提撥率，而採行的措施有相當大的
差異性，例如：以色列同時調高雇主和員工的提撥率、芬蘭調降雇主的提撥率但

調高員工的提撥率；澳洲調降年度提撥的上限、斯洛伐克則調高需提撥年金的所

得上限。

●  在確定給付年金體系 (Defined Benefits Pension Schemes)中，許多國家為了增
加收入而調高稅率或提撥率。

「 所 得 適 足

性」相關的改

革措施及現況

●  為維持年金的財務永續 (Financial Sustainability)，許多國家因而降低退休年金給
付，引發了退休所得適足性 (Retirement Income Adequacy) 的疑慮和討論。

●  有許多國家採行政策誘因來增加自願性私人年金的普及率和提撥率。

●  在一些確定提撥制年金體系 (Defined Contribution Pension Schemes) 中，提撥
率已經增加。另外有一些國家降低對年金所得的課稅。

●  部分國家給予低所得者溯及既往的年金金額 (Pension Credits)，或降低年資對年
金水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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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照內政部老人狀況調查報告，台灣在 2018年就將進入高齡社會，也就是 65歲以上人口占總
人口比在 14%，而 2025年台灣 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將達 20.1%，也就是進入超高齡社會。

3 我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制度，早期是採由政府負擔退撫經費之「恩給制」，嗣因政治、經濟、
社會環境的變遷，至 84年 7月 1日起，改採共同提撥制，由政府與公務人員共同撥繳費用建
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依目前法律規定，參加退撫基金人員計有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

職人員 3類，軍、公、教退撫基金是採「分戶設帳、統一管理」，整體退撫基金的投資收益會
按比例分配給軍、公、教各自的基金，因為是分戶設帳的緣故，假使某一退撫基金（例如：軍

職人員）破產，也不可以拿另外兩個退撫基金（公、教）的資產來補貼。

4 例如，根據民進黨中央黨部 2017年 1月 26日公布的民調結果指出，85.1%民眾表示支持年金
改革目標（「希望建立政府付得起、退休領得到。現在領得到、未來也領得到」的永續制度），

72.5%勞工支持在今年之前完成年金改革，而軍公教則僅 44.2%支持。2017年 4月 24日
TVBS公布的民調結果也指出，雖有 46%民眾不滿意政府處理年金改革的表現，但仍有 61%
民眾表示支持政府進行年金改革。

年金政策 政策具體內容

強化年金財務永

續性和預防未來

年金危機的其他

政策措施

●  許多國家的年金管理成本持續降低，且年金投資的安全性也持續改善。

●  針對老年所得不均增加的風險，可行的政策建議包含：增加年金的覆蓋率（例如：

自營業者和非典型就業者）、增進金融教育和知識、建構多層老年安全網 (Old-age 
Safety Nets)。

資料來源：OECD (2015, 2017)，作者自行整理分析。

各國年金財務失衡的問題同樣也發生在臺灣，隨著少子化及平均餘命的延長導

致臺灣人口結構快速的老化 2，加上偏低的保險費率影響，臺灣的各種社會保險年

金（勞保、公保及國民年金等）及職業年金（軍公教退撫基金）體系均面臨沈重的

財政壓力，歷年精算的結果都指出勞保基金及各種退撫基金即將面臨破產危機，例

如：根據銓敘部的估計，若不做任何變革的話，軍公教退撫基金將分別於 2020、
2031及 2030年破產 3。由於勞保基金及軍公教退撫基金潛藏債務嚴重，年金改革的

呼聲一直不斷，過去馬英九政府執政時期曾經想進行年金改革，可惜並未成功。新

政府上任後將年金改革列為首要政務之一，成立了「總統府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

由陳建仁副總統擔任委員會召集人，於 105年 6月 23日召開第一次委員會會議，
正式啟動了年金改革的序幕。

臺灣年金改革的方向和世界各國改革的方向基本上是大同小異，目前政府年金

改革的初步方案已經於 2017年 1月 19日提出，並於 2017年 1月 22日召開國是會
議全國大會進行分組討論，初步方案的改革目標之一是延長基金壽命，確保基金餘

額至少一個世代不會用盡（公務人員退休基金延至 133年，教育人員退休基金延至
132年，勞保基金延至 125年用盡）。具體的做法除了優先處理現行制度不合理的
部分，例如：18%改革、黨職併公職年資、教師仍然有 55專案的退休優惠等，相
關的重點包括：調降公教所得替代率、延後請領年齡、提升基金管理投資效率及專

業化、政府財源挹注及漸進調整提高費率上限等，目前的改革方向除了受影響較大

的軍公教團體反彈較大之外，大體上得到社會大眾的支持 4，但有部分細節及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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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改善之處，例如勞保年金的改革：延長投保（提撥）薪資採計期間，由現行的

60個月最高投保薪資平均逐步延長至 15年最高投保薪資平均，這項變革受影響人
數最多的是勞工，而且根據試算，投保最低薪資的勞工受到的影響最大，因此預料

這項改革將面臨部分勞工團體的反對。

勞保年金的財務破產問題在民國 97年 7月 17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勞工保險條例
修正案，將勞保的老年給付年金化時就已經種下禍根，薛承泰 (2013) 指出，當初推
動勞保年金化修法時，精算報告建議 1.1%的給付率，在行政部門討論時變成 1.3%，
到立法院更被拉高到 1.55%5。邵靄如 (2008) 根據立法院 97年通過條文所進行的精
算報告已經預估，勞保基金資產累積餘額將於民國 115年出現負值，民國 144年底
基金資產累積餘額為 -26.7兆元，可見問題的嚴重性。
從上述的討論可知，降低勞保老年給付應該是解決基金破產問題的可行方式之

一，但政府並未採用直接降低給付率的方式來處理，反而是間接地透過延長投保薪

資採計期間的方式來實質降低給付，其理由一方面可能是讓勞工無法直接計算出改

革後對給付的影響，另一方面似乎也是為了避免過去曾發生部分勞工平時以多保

少、臨退以少保多的道德風險問題，因此延長投保薪資採計期間似乎有其策略考量

和正當性。然而，延長投保薪資採計期間時也應該兼顧公平性，由於每位勞工的工

作歷史（例如：有些人投入和離開職場比大部分的人早）和年資都不同，單純採計

最高 15年投保薪資的平均並不公平。本研究認為應該將過去薪資水準還原成開始
請領當時的薪資水準比較公平，以美國的社會安全基金 (Social Security) 的退休給付
為例，在考量歷年平均薪資指數 (Average Wage Index) 後，每年設定調整因子將過
去薪資水準還原成開始請領當時的薪資，以 2016年開始請領的退休者為例，其
2000年的薪資可以乘上 1.45倍，2007年的薪資則乘上 1.15倍⋯等。本研究提出的
解決方案和美國社會安全基金的給付方式類似，以勞工平時的投保薪資相對於全體

勞工的平均投保薪資來計算其貢獻度（換算成點數），再根據其總貢獻度來決定未

來請領的月退休金金額。此外，為了方便基金的收支預測及管理，本研究建議未來

請領的月退休金金額和請領當時全體勞工的平均投保薪資相連結，具體的細節和討

論請參見第肆節。

除了給付制度的具體建議之外，本文第伍節提出退休基金長期均衡費率和給付

率關係的決定方式，按照隨收隨付制的精神，應該以人口結構的長期趨勢來訂定長

期均衡費率和給付率。第陸節試算分析如何在兼顧財務平衡下，運用本文的建議來

設定勞保年金的樓地板。最後，第柒節為結論與建議。

5 全國產業總工會 (2007) 在 2007年 10月提出的勞保年金制度說帖中，建議當時的行政院勞工委
員會應將 1.1%的給付率提高到 1.5%，可見當時評估討論的給付率是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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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回顧

關於年金改革的研究和文獻非常多，許多研究都集中於探討政府經營之年金體

系 (Government-operated Pension Systems) 的財務永續性問題。公共年金財務問題對
於一些拉丁美洲或東歐國家特別嚴峻，對於一些已開發 OECD國家則較緩和，為因
應這個問題，許多關於年金改革的方案陸續被提出，但許多提案間存在相當大的意

見分歧，歸咎其原因，主要是因為年金改革十分複雜 (Lindbeck and Persson, 2003)。
檢視相關研究文獻和各國年金改革的經驗後，本文認為很難去推論哪一些年金改革

方案比較適合台灣，不過我們發現文獻上有許多研究探討各種年金改革方案的經濟

（如勞動力供給）、社會（如老年貧窮問題）、性別平等、企業或世代公平等議題

的影響分析，這些分析或可做為政府評估和選擇年金改革方案時的參考借鏡。

在退休年齡改革的影響分析方面，增加提前退休年齡 (Early Retirement Age) 和
正常退休年齡 (Normal Retirement Age) 的直接好處是減輕年金體系的財務負擔，許
多文獻探討延長退休年齡的財務和福利效應 (Auerbach, Kotlikoff, Hagemann, and 
Nicoletti, 1989; Hviding and Mérette, 1998)，例如：根據 Díaz-Giménez and Díaz-
Saavedra (2009) 的研究估計，即使在人口老化的趨勢下，若延長退休年齡 3年將可
以使得西班牙的公共年金財務達到平衡。此外，從宏觀的角度而言，延長退休年齡

還可以增加勞動力的供給並降低老年人口的依賴比例（老年人口占工作人口的比

例）進而影響總體經濟成長，例如：Vogel, Ludwig, and Börsch-Supan (2017) 採用
Auerbach and Kotlikoff (1987) 的世代交替模型 (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來
分析法國、德國和義大利因為人口老化所導致的生產力下降情形，根據其分析，延

長退休年齡的年金改革方案將使 2010年至 2040年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GDP per 
capita) 增加 5%，而增加人力資本投資則可使人均 GDP增加 15%，兩者都有助於減
緩人口老化對生產力下降的衝擊。此外，Lassila, Määttänen, and Valkonen (2014) 研
究分析芬蘭的公共年金，發現將最早可退休年齡 (Earliest Eligibility Ages) 延長 2年，
可以使得平均工作年資增加 6個月左右。Manoli and Weber (2016) 研究提前退休年
齡變動對退休決策 (Retirement Decision) 的影響，他們分析奧地利 2000年和 2004
年的年金改革資料，結果發現將提前退休年齡增加 1年，可以使平均退出職場的時
間增加 0.4年。
在退休給付改革的影響分析方面，減少年金給付率雖然可以直接降低年金體系

的財務負擔，但是可能使老年貧窮的問題惡化，因此年金適足性 (Pension Adequacy) 
成為各國和國際組織持續分析關注的重點，例如：OECD (2013, 2015, 2017) 的年金
報告中都有專章分析老年人的收入來源和貧窮問題，例如 2015年的報告中發現，
66到 75歲老年人口平均收入只有全國人口平均收入的 92%，而 75歲以上老年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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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收入甚至只有全國人口平均收入的 80%6。然而在另一方面，決定年金改革方案

時，也需要考慮年金給付的優渥程度對於就業市場和退休決策的影響，例如：

Quinn (1999) 發現在 1950年時 62歲美國的男性有 81%仍在就業，但到了 1995年
時就業比率卻掉到 51%，針對這個現象，Coile and Gruber (2007) 認為美國社會安全
的老年年金政策是影響退休決策的重要誘因。此外，Alonso-Ortiz (2014) 分析 OECD
國家中 55歲以上老年人口就業的比例和社會安全年金間的關係，研究發現年金的
優渥程度（年金給付的所得替代率）和年金給付隱含稅率 (Implicit Taxes on Social 
Security Benefits)7是解釋老年人口就業比例的兩個重要因素，而法定退休年齡 
(Entitlement Age) 則沒有影響。
在年金改革的性別平等議題方面，許多文獻研究和統計資料都顯示年金所得的

性別差異相當大，例如：根據歐盟的統計分析顯示，2016年歐盟 28個會員國中，
65到 79歲領取年金者的性別差距介於 1.8%和 48.7%間，男性平均年金所得較女
性多 37.2% (European Commission/Social Protection Committee, 2018)。因此，世界各
國越來越重視強化年金性別平等的政策，其經驗值得台灣借鏡參考，例如：智利在

2008年的個人帳戶 (Individual Accounts) 年金改革中，加入許多性別平等的機制，
包含 (1) 賦予離婚時，有權針對配偶的個人帳戶要求申請年金分割 (Pension 
Splitting)；(2) 政府在母親達到 65歲時，提撥一筆金額到她的個人帳戶，提撥金額
是婦女生產（或領養）每一小孩當時最低薪資的 1.8倍按實際投資報酬率複利到 65
歲；(3) 有工作的一方可以用在家配偶 (Homemaking Spouse) 的名義，自願提撥到個
人帳戶並享有提撥金額免稅的好處 8。

公共年金的世代影響分析也是非常重要的議題（Boskin, Kotlikoff, Puffert, and 
Shoven, 1987; Hansson and Stuart, 1989; Tabellini, 1991; Breyer, 1994）， 例 如：
Tabellini (2000) 利用世代交替模型 (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 分析社會安全基
金規模和世代選擇的關係，研究發現老年人口比例越高時，社會安全基金的規模也

越高，其實證分析結果也和理論模型的預測相符合。國內也有研究探討年金改革的

世代影響分析，王靜怡與鄭清霞 (2016) 採用世代會計法，分析 2013年的勞保年金
改革方案（費率漸進調整、調整給付計算公式、提高平均投保薪資採計月數等三項）

對現行及未來世代勞保被保險人年金權益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該年金改革方案的

6 歐盟 (European Commission) 每三年會出版一本專刊來分析歐盟會員國的年金所得適足性，最近
一期的專刊請參見：European Commission/Social Protection Committee (2018).

7 年金給付隱含稅率是指個人同時工作和請領年金給付時，工作所得被課稅的多寡程度，OECD
各國的年金給付隱含稅率請參見 Duval (2003)。

8 有關智利年金改革的性別平等措施與分析，請詳見 Staab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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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有助於強化現行世代的提撥責任並降低未來世代的提撥負擔，然而該改革方案仍

無法改變未來世代仍為淨提撥者的情況，顯示勞保年金的提撥與給付設計，尚存在

改善空間。此外，不同世代對於年金改革方案可能也有不同偏好，詹芳書、李永琮

與邱詩怡 (2017) 也應用世代會計法 (Generational Accounting Method)，探討勞工保
險老年年金改革對於跨世代財務分配效果的影響，其研究結果顯示勞保費率和給

付調整方式對於各世代有不同的影響，例如：如果僅降低給付薪資水準、僅降低

給付基數、或兩者同時為之，對於年輕世代較為有利；相對地，加速保險費率調

漲進程則偏向有利於老年世代；最後，若同時納入三項改革方案，則對於中青世

代較為有利。

在分析年金改革對企業的影響時，可能須注意不同規模企業所受衝擊的差異，

例如 : Collard and Moore (2010) 檢視澳洲、加拿大、丹麥、紐西蘭、波蘭、挪威、
瑞典和烏拉圭等 8個國家的職業年金改革，其結論認為年金改革的成本負擔對於雇
主並非顯著的議題，然而對於小企業而言，由於成本比例較高及管理負擔相對較高，

因此值得特別關注，例如澳洲政府採取協助員工人數 20人以下的企業進行年金提
撥支付的服務措施，來減低對小企業的成本衝擊。由於台灣的產業經濟結構大多以

中小企業為主，中小企業廠商家數非常多，因此應該特別重視勞保年金改革對於中

小企業競爭力和生存的影響分析。

此外，本文也嘗試分析各國年金改革的時空環境背景對其最後採用改革方式的

影響 9，大部分的文獻分析都是從政治經濟學 (Political Economy) 的角度分析年金改
革的動機和方式，常見的理論分析架構包含 :政黨與利益團體的傳統政治理論觀點、
強調福利縮減的新政治觀點、以及重視政治制度結構的政治制度觀點等。Pierson 
(1994, 1996) 和 Starke (2006) 採用福利國家的理論，將年金改革視為福利國家的縮
減 (Welfare State Retrenchment)10，以探討年金改革的動機和影響改革的解釋變數等，

例如：Starke (2006) 歸納過去學者的研究發現，認為福利緊縮（如：年金緊縮）的
程度取決於政治體系的組織型態和既有的福利國家結構的發展路徑，至於政黨和政

9 各國年金改革的時空環境背景主要是預期人口結構改變及經濟成長趨緩等因素將導致年金財務
惡化 (Galasso and Profeta, 2002; Lindbeck and Persson, 2003; OECD, 2013, 2015, 2017)，雖然各國
年金財務問題的嚴重性不完全相同，但為減少衝擊程度，解決方式通常是多管齊下（例如同時

調增費率、延後退休年齡及減少給付率等）以減緩改革的調整程度 (OECD, 2013, 2015, 2017;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2017b; Holzmann, MacKellar, and Rutkowski, 2003)。各國最後採用
的改革方式和程度和各國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結構有關，常見的解釋理論包含 :傳統政治理論
觀點、新政治觀點和政治制度觀點等。

10 Pierson (2006) 認為二次大戰以後到 1970年代的中期為西方福利國家的黃金年代，1980年代後
西方福利國家發展陷入困境，開始進行福利縮減，而福利緊縮的發展邏輯則是「諉過」(Blame 
Avoidance)，亦即執政黨在縮減福利時會避免將福利緊縮的責任算在自己頭上，以免在下次選
舉時被選民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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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意識的影響，既有文獻間則較無共識。此外，Galasso and Profeta (2002) 整理文獻
中關於美國社會安全基金的各種模型分析，將影響社會安全基金運作與永續的原因

統整為經濟因子 (Economic Factors) 和政治機構 (Political Institutions) 兩大類。此外，
影響年金改革方案選擇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年金體系的設計方式，例如：Bonoli 
(2003) 將西歐國家的年金體系分成社會保險模型 (Social Insurance Model) 的年金體
系和多層年金體系 (Multi-pillar Pension Systems)11，根據 Bonoli (2003) 的分析，不同
的年金體系對於就業型態、國際資本流動和人口結構變遷等造成年金財務壓力的因

應方式不同，採行社會保險年金體系的國家，由於其年金支出較多層年金體系國家

多出將近 1倍，因此其年金體系變動較為劇烈，其年金改革有兩個趨勢：(1) 緊縮
公共年金財務支出的規模，(2) 引進新的準備制年金 (Funded Pension Schemes)。相
對地，多層年金體系國家雖然也試圖降低公共年金財務支出，但改革較為和緩。另

外，Bonoli (2003)也指出準備制年金雖然較不受人口結構變遷的影響，但是仍然受
到其他衝擊，包含平均餘命增加而影響年金價格 (Annuity Price) 及人口結構對金融
市場的影響 12。

最後，國內也有一些文獻針對台灣的年金制度提出改革建議和影響評估，例如 : 
童嬋娟、林盈課與李瑞珠 (2019) 建議勞退新制開放自選平台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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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自提部分採自動加入機

制，預先設定自提比率 3%。傅從喜、施世駿與林宏陽 (2019)研究分析發現，我國
現行的各項公共年金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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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現行各項確定給付方案與確定提撥

方案的職業年金，對於年金可攜性的處理方式亦大不相同，因此建議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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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儷玲、黃泓智、陳彥志與鄭惠恒 (2019)從財務觀點探討年金改革對職業不公、世
代不均、基金財務永續所造成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台灣年金制度所造成的世代

不均問題比職業不公更嚴重，因此解決世代不均問題與建立財務永續的年金制度是

政府未來年金改革最迫切的課題。楊承亮 (2019)首先建構了一個穩定狀態生涯結構
模型，將此模型結合各階級人力成本後，建構了軍官退休俸未來給付估計模型，根

11 在社會保險年金體系中，由一個單一的公共年金提供大多數人的主要退休所得，代表性的西歐
國家包含德國、法國、義大利和瑞典等。在多層年金體系中，政府僅提供最基本所得安全的公

共年金，其餘保障由職業年金和私人年金來提供，代表性的西歐國家包含丹麥、荷蘭、瑞士和

英國等。

12 Bonoli (2003) 推論當 1945至 1965 年出生的戰後嬰兒潮世代於 2010至 2030年陸續退休時，若
退休年金支出超過繳費收入，將導致退休基金必須賣出資產以支付負債，進而壓低金融資產價

格和期望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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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本研究的理論模型，可以評估瞭解各階級的晉任停年、服役年限、編制數、留營

策略等人力政策在財力限制下是否可行，以及要落實這些人力政策，需要多少財力

來支援。

相較於上述文獻，本文的研究貢獻主要在於提出創新的年金給付公式，本文的

建議方案主要在於年金給付方式的改革，本文建議方案的優點除了可以強化年金的

財務體質（採計「全生涯」的投保薪資，避免臨退增加投保薪資的道德風險）外，

還具有強化性別平等的功能（詳見本文第肆節）。另外，本文建議採行具所得重分

配的年金給付方式，維持低所得者的給付率不變同時降低高所得者的平均給付率，

其優點在於可以減緩費率調升的壓力，同時兼顧勞保年金的財務健全，並滿足設定

勞保年金合理樓地板的需求（詳見本文第陸節），因此本文的建議對強化年金所得

適足性也有貢獻。

參、現行勞工保險年金制度給付的問題與分析

近日來勞保基金在 2027年將破產的新聞成為大家矚目的焦點 13，許多學者專家

也紛紛提出許多很好的建議，如何從收入面及支出面，來設計一個良好的勞保退休

金制度，兼顧勞保基金的永續經營，保障退休勞工未來的生活所需，以及減少世代

間的不公平性（例如：債留子孫）等，這些都是勞保制度設計上應該考量的重要因素。

針對現行勞保退休金制度的批評之一是：勞保年金給付之平均月投保薪是按被

保險人加保期間最高六十個月之月投保薪資予以平均計算，這樣的設計讓批評者認

為過於優渥，因為這種給付標準比歐洲大部分國家採取的終身平均投保薪資還要優

渥，批評者甚至認為可能有人會利用這種制度的漏洞刻意調高其中幾年的投保薪資

來取得較高的老年給付。學者的實證研究分析也點出了上述的問題，例如：羅紀琼 
(2013) 探討勞保舊制（民國 97年 7月勞工保險條例修正公布，民國 98年 1月開始
施行之前）中，勞工保險以被保險人退休當月起前 3年的平均月投保薪資為老年一
次給付計算基礎的做法，是否使被保險人有誘因在退休前 3年提高投保薪資。作者
採用 Difference-in-differences的方法，以民國 96 年符合退休條件且已實際退休的被
保險人為實驗組；符合退休條件但當年未退休、且在未來三年內也未退休的被保險

人為對照組。研究發現退休者在退休前 3年其月投保薪資顯著上升，平均而言上升
10.7%；而且改以最高 60個月的平均月投保薪資為給付計算基礎時，消除制度中不
當誘因的效果仍有限。

13 例如：自由時報 (2016)網路新聞報導，根據最新的精算報告（魏吉漳與周瑞芝，2016），估計
2018年勞保基金將出現「入不敷出」的現象，預估 2027年基金將破產，勞保的潛藏負債為 8.36
兆元，若要維持現有的給付水準而勞保基金不至於破產，勞保費率需提高到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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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批評雖然有道理，但一般而言，薪資通常維持不動或往上調整的機率很

高（這就是經濟學的工資僵固性模型 (The Sticky-wage Model)），因此即使沒有刻意
去調高投保薪資，對大部分勞工而言，加保期間最高六十個月之月投保薪資通常是

發生在勞工退休前的最後五年加保期間，所以採取加保期間最高六十個月之月投保

薪資其實是有部分道理的，因為這樣的設計可以讓勞工在退休時所請領的年金給付

與退休前的薪資所得較高度相關，符合退休金制度設計時應考慮退休前所得替代率

的精神。相對地，如果採取加保期間最高 15年月投保薪資的平均，年金給付與退休
前薪資所得的關聯性可能降低。

另一方面，對勞工而言，採取較長加保期間（例如：30年甚至終身）的月投保
薪資平均來計算老年給付時，如果只是單純將月投保薪資做平均而不做任何調整，

給付金額勢必大幅降低。此外，依照現行的制度設計，老年給付雖然有按物價指數 
(Consumer Price Index; CPI) 來調整 14，可以降低通貨膨脹對退休生活的不利影響，

但如果薪資成長率高於通貨膨脹率時，仍可能產生退休勞工（相較於在職勞工的薪

資）所得替代率偏低的問題。以民國 71年至 100年工業及服務業受雇勞工的月平均
薪資統計資料為例，過去 30年的平均薪資為 32,584元，而近五年的平均薪資卻有
44,280元 15。若從現行制度改成以「終身投保薪資平均值」做標準，工作30年的勞工，
在退休當年度的所得替代率可能將由現行的 46.5%大幅降低至 34.2% ( = 
46.5%×32,584/44,280)16。更糟的是，如果薪資成長率一直高於消費者物價指數成長

率，那麼退休越久，和當時的勞工薪資相比，所得替代率越低。例如：以過去 20年
的物價指數上漲 1.24倍但平均薪資卻上漲 1.36倍的數據為例，即使加計物價指數來
調整，一個退休 20年的勞工，其所得替代率（相對於請領當時在職勞工的平均薪資
而言）仍然將由 34.2%降低至 31.2% ( = 34.2%×1.24/1.36)。而退休 30年後的所得
替代率差異可能更大，過去 30年的物價指數上漲 1.66倍但平均薪資卻上漲 3.09倍，
按照此趨勢而言，勞工退休 30年後的所得替代率（相對於請領當時在職勞工的平均
薪資而言）甚至可能由 34.2%降低至 18.4% ( = 34.2%×1.66/3.09)。
近年來台灣薪資購買力水準持續低迷，例如：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 (2017)公布

的 2016年平均薪資統計資料顯示，2016年受僱者實質總薪資較前一年減少 0.77%，

14 依勞保條例規定，正在領取勞保年金者，自其請領年度開始計算的消費者物價指數累計成長率
達正負 5%時，就會依該成長率調整年金給付金額。

15 因為缺乏勞工的實際投保薪資資料，因此本研究以工業及服務業受雇勞工的平均薪資統計資料
進行分析，以評估若採用「終身投保薪資平均值」做為給付計算基礎時，對勞保年金所得替代

率的影響。

16 上述 46.5％的所得替代率的前提是：該勞工在退休時候的薪水，必須在勞保投保薪資分級表的
天花板以下，如果該勞工在退休前的實際薪資高於勞保投保薪資分級表的天花板，則實際的所

得替代率會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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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100年價格衡量之每人每月實質總薪資為 46,422元，仍不及 2000年 46,605元的
水準。因此上述計算所得替代率只是提供可能的情境參考，不一定能代表未來真實

的狀況，未來若通貨膨脹率超過平均薪資成長率，則本文建議給付公式的所得替代

率將低於現行按物價指數來調整給付的所得替代率 17。因此，若站在老年經濟安全

保障的角度而言，可以採用消費者物價指數成長率、平均薪資成長率和零成長率三

者間取最高者，做為每年老年給付調整的依據，但上述建議仍須精算以評估其成本

和可行性 18。

表 2 本研究所採用分析變數的歷年資料

年度

工業及服務

業受雇勞工

月平均薪資

（單位：元）

薪資年成長率 
(%)

消費者物價指

數年增率 (%)

臺銀 2年期
定期存款利率

(%)

公務人員退

休撫卹基金

歷年運用收

益率 (%)

台灣加權股價

指數年報酬率 
(%)

85 36,683 3.60 3.08 6.93 7.78 32.53

86 38,534 5.05 0.90 6.29 12.25 18.56

87 39,653 2.90 1.69 6.31 2.68 -25.99

88 40,876 3.08 0.17 5.85 12.21 62.85

89 41,873 2.44 1.25 5.14 -8.7 -39.08

90 41,876 0.01 0.00 4.02 3.85 -1.08

91 41,560 -0.75 -0.20 2.25 -2.53 -14.59

92 42,082 1.26 -0.28 1.57 8.13 27.12

93 42,742 1.57 1.61 1.5 2.21 -5.98

94 43,189 1.05 2.30 1.81 4.74 8.97

95 43,525 0.78 0.60 2.18 10.93 17.87

96 44,423 2.06 1.80 2.47 4.91 -2.32

97 44,376 -0.11 3.52 2.69 -22.33 -43.52

98 42,164 -4.98 -0.86 0.94 19.49 79.86

99 44,416 5.34 0.96 1.07 3.6 19.70

100 45,558 2.57 1.42 1.32 -5.98 -17.80

101 45,607 0.11 1.93 1.4 6.17 4.43

102 45,683 0.17 0.79 1.4 8.3 7.80

103 47,329 3.60 1.20 1.4 6.5 10.63

104 48,516 2.51 -0.31 1.38 -1.94 -13.69

資料來源：作者從各相關網站自行蒐集整理。

17 台灣過去 20-30年的經驗恐難複製於未來，因此 CPI成長高於薪資成長的狀況可能發生。
18 當然這樣的給付調整方式將增加勞保基金的負擔，根據 2000年至 2016年的 CPI和平均的薪資
成長率來看，若三者取最高者做為每年老年給付的調整依據，給付成本每年將增加 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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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退休給付公式的建議

那麼是否有可以解決此問題的方案？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事實上「公務人

員退休法」的退休給付制度就是一項很好的制度設計可供參考。按照「公務人員退

休法」第九條的規定：

月退休金，以在職同等級人員之本（年功）俸加一倍為基數內涵，每任職

一年，照基數內涵百分之二給與，最高 35年，給與百分之七十為限。未
滿一年者，每一個月照基數內涵六百分之一給與。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

月計。

按照上述法條的設計精神，公務人員退休後所請領的月退休金就是連結到在職

公務員的薪資，當在職公務員的薪資調整時，月退休金也跟著調整。這樣的制度設

計可以使退休公務員相較於在職公務員有很穩定的所得替代率。因為大體而言，不

管是勞工或軍公教人員的薪資大都能反映通貨膨脹率的影響，也是最能反映當時生

活水準所需的退休金額 19。

上述公務人員月退休金給付的設計精神雖然很好，但要將這一套作法直接適用

在勞工身上並不可行，因為 (1) 相對於公務員而言，沒有一個職等的分類可以明確
地套用在所有勞工；(2) 規模大小不同的公司，其職等不適合直接對應；(3) 對於一
些規模相對較小的公司，職等分類可能更加困難。基於上述原因，考量實務運作情

形，本文建議以投保薪資做為職等分類的依據，一方面可以克服上述問題，另一方

面投保薪資可直接衡量投保勞工對勞保的貢獻（繳費）程度，因此最公平可行。本

文的具體建議詳述如下：

一、勞保年金給付設計建議

根據上述討論分析，我們建議勞保年金給付應該採計「全生涯」的投保薪資，

並仿照德國年金給付計算的基礎，將過去每月的投保薪資相較於當月平均投保薪資

的比值轉換成點數，再根據點數來決定退休金的給付金額，例如：A君某月的投保

19 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修法後，月退金給付調整後將不再享有與公務員薪資連結。根據民國
106年 8月 9日新公布的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退撫新制實施後年資之給與：月退休金依
該法附表一所列退休年度適用之平均俸（薪）額為基數內涵，其影響是未來將逐年增加採計最

終在職十五年的平均俸（薪）額，和現行以在職同等級人員之本（年功）俸加一倍為基數內涵

相比較，會降低所得替代率。此外，附表一的附註補充說明 :本表所定「平均俸（薪）額」，
依退休公務員計算平均俸（薪）額之各該年度實際支領金額計算之平均數額，因此未來公務員

退休時審定的月退休金將不再享有與公務員薪資連結的好處。且每月退休所得經審定後，依公

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 67條規定，也不再隨現職公務員待遇調整，而是由考試院會同行政
院，衡酌國家整體財政狀況、人口與經濟成長率、平均餘命、退撫基金準備率與其財務投資績

效及消費者物價指數等，訂定調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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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是當月平均投保薪資的 1.2倍，則 A君可以得到 1.2點。具體的點數公式說明
如下：假設某勞工過去總投保年資為 n個月，過去第 i個月的投保薪資為 Wi (i = 1,2, 
..., n)，當月全體被保險人的平均投保薪資為 ASi，該勞工可得到的點數為當月「個

人投保薪資」與「全體被保險人平均投保薪資」之比值，最後將每月之比值加總為

該勞工的年金薪點 (Pension Points)，具體公式如下：

年金薪點 = 
W

1

AS
1

W
2

AS
2

W
n

AS
n

＋ ＋⋯＋ 。 (1)

退休勞工的年金薪點在計算完成後，該如何轉換成年金給付金額呢？本文建議

給付金額應與全體被保險人平均投保薪資連結。具體而言，假若勞保年金改革的政

策目標是維持平均給付率不變，則以現行規定（保險年資每滿一年給付平均月投保

薪資之百分之一點五五）為基準，相當於每一年金薪點的給付率為千分之一點三 
(1.55% ⁄ 12 ≈ 1.3‰)，換言之

月退休金 = 年金薪點×1.3‰×最近一個月全體被保險人平均投保薪資 (2)

根據公式 (2)，若某一勞工每一個月的投保薪資都等於平均投保薪資（換言之，
這是一個薪水等於全體平均薪資的一般勞工），則工作投保 30年（360個月）後，
退休以後每個月將可以領取全體勞工平均投保薪資的 46.8%，根據魏吉漳與周瑞芝 
(2016) 的精算報告，民國 103年 12月 31日的平均投保薪資為 29,953元，因此上述
勞工退休後的年金月給付金額為 14,018元，略高於台灣大部分地區（台北市除外）
的最低生活費標準（俗稱的貧窮線）20。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本文的年金薪點公式和德國的年金薪點公式相同，但本文

將年金薪點轉換成年金給付金額的建議公式和德國的做法有相當大的差異。由於德

國的年金體系屬於隨收隨付制 (Pay as You Go)，因此德國每年決定一個「年金薪點
值 (Pension-point Value)」，用來將每年收到的年金繳費總收入分配給退休者，其給
付金額主要受薪資成長率和年金領受人數／繳費者人數比值的影響，因此其年金給

付受到人口老化衝擊的影響較大。相對地，台灣勞保年金屬於部分提存年金 
(Partially Funded Pension) 體系，本文建議的給付公式因為只有和全體被保險人的月
平均投保薪資連結，因此年金給付主要受薪資成長率影響，受到人口老化衝擊的影

響則相對較小。

20 例如，根據衛生福利部 (2015)的資料，104年度台北市、臺中市、臺南市及高雄市的最低生活
費標準依序為 14,794元、11,860元、10,869元及 12,48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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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述給付設計的優點

上述勞保年金給付公式與前一個月全體勞工平均投保薪資連結的優點如下：

（一）可即時反應最新生活水準所需

一般而言，勞工的薪資應該是最能及時反應生活所需的水準，這也是政府和企

業在調整薪資時應該考慮的重要因素之一，雖然年金給付與消費者物價指數連動時

也有相似的功能（反映生活成本的改變），但物價指數相對較不能充分反應生活水

平的變化。

（二）可使勞保基金的收入與支出正相關

勞保基金每月的總收入即是由每一勞工的投保薪資×保險費率加總而得，實

質上就是：

每月的總收入 = 每月的平均投保薪資×投保人數×保險費率 (3)

若年金給付與每月平均投保薪資連結，則勞保基金每個月的年金總支出也是和

每月的平均投保薪資連結，換言之

每月的總支出 = 每月的平均投保薪資×退休人數×平均給付率 (4)

公式 (3)和 (4)顯示，本文建議的年金給付公式可以讓勞保基金的收入與支出間
呈現正相關，使得勞保基金的收支及投資管理變得更容易，例如：給定保險費率、

平均的給付率、退休人數、投保人數等參數時，即可精確預估未來每個月的收支缺

口或盈餘。政府如果能利用過去的經濟數據、人口和勞工投保資料，搭配人口模型

及經濟成長和就業模型等，應可相當精準地預測未來的退休人數及投保人數，進而

評估勞保基金未來的收支情形，這將有利於勞保基金進行長期投資規劃以賺取較高

的投資報酬率。

（三）相較於「終身投保薪資平均值」的設計更具有公平性

以「終身投保薪資平均值」為基礎計算年金給付時，即使工作年資相同，也會

因為不同的工作歷史而有不同的年金。例如：甲乙二人年紀條件相同，甲從 20歲
開始工作 30年至 50歲時退出職場，乙則從 30歲開始工作 30年至 60歲時退出職場，
假設甲乙二人投保期間都是以全體勞工平均投保薪資加保，因為全體勞工平均投保

薪資會隨著時間經過而增長的原故，65歲退休時乙將比甲領取較高的年金給付，這
樣並不公平，似乎也間接鼓勵大家晚一點就業。相對地，本文所建議的給付公式則

可以避免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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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更具性別平等意識

這樣的設計對於女性勞工更具有意義，一般而言，女性比男性更早進入職場，

但因為生產及育兒的關係而暫時或永久退出職場，如果以「終身投保薪資平均值」

來計算年金給付時，對於女性早期的工作年資（薪資較低）是一種變相的處罰，因

此本文所建議的方案對於女性而言較公平，對女性再就業的意願可能有所助益。

（五）退休勞工與在職全體勞工福祉休戚與共

年金給付與在職全體勞工平均投保薪資連結時，退休勞工與全體勞工將休戚與

共，當景氣好時，在職全體勞工平均投保薪資調漲較高，退休勞工享有同樣的福祉；

反之，當景氣差時，在職全體勞工平均投保薪資調漲較低（甚至減薪時），則退休

勞工也一起分擔後果（少領一點），退休與在職勞工休戚與共，應有助於整體社會

和諧。

三、上述給付設計可能的缺點或問題

上述年金給付設計可能的缺點有二：

1.  因為平均投保薪資會隨時變動，因此退休勞工每個月領取的年金金額都不
同。但因每個月全體勞工平均投保薪資變動並不大，所以影響應該不大。

2.  根據前述的給付公式，計算較為繁瑣。但因為現在勞保基金資料庫建置完整
且電腦化管理，因此這個問題應可以克服。

四、其它給付及設計建議與討論

以上述年金給付公式 (2)為參考基礎下，本文對於勞保年金的給付及設計的其
它建議與討論如下。

（一）降低高所得者的所得替代率以達所得重分配的效果

當高所得者和低所得者的工作年資及薪資成長率相近時，按照目前我國年金制

度（包含勞保及軍公教保險等）的給付方式，兩者的所得替代率將非常接近，但這

樣的結果卻缺乏社會保險的重要意涵：所得重分配的效果。事實上，許多國家的基

礎年金（或公共年金）對於高低所得者常給予不同的退休所得替代率，例如：根據

OECD (2015) 年金統計資料顯示，在澳大利亞，個人所得為全體平均所得 0.5倍、1
倍及 2倍的男性，試算的退休後淨所得替代率 (Net Replacement Rate, % of Individual 
Net Earnings) 分別為 88.6%、58.0%及 44.8%。
什麼樣的退休給付公式可以讓低（高）所得者有高（低）所得替代率呢？以美

國社會安全 (Social Security) 的退休給付為例，其給付公式中有兩個轉折點 (Bend 
Points)，2016年分別為 856美元和 5,157美元，退休者過去工作期間的平均指數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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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後月收入 (Average Indexed Monthly Earnings)21低於第一個轉折點的部分，給付率

為 90%，介於第一個和第二個轉折點的月收入部分，給付率為 32%，高於第二個轉
折點的部分，給付率只有 15%。舉例而言，表 3試算兩個過去不同所得者的美國社
會安全年金月給付金額，A君（所得較低者）的平均指數調整後月收入為 4,000美
元，年金月給付金額為 1,776美元，所得替代率為 44.4%；相對地，B君（所得較
高者）的平均指數調整後月收入為 8,000美元，年金月給付金額為 2,573美元，所
得替代率只有 32.2%。以上述例子而言，高低所得者所繳的費率都相同（因此 B君
繳交的社會安全保費為 A君的 2倍），當低所得者的所得替代率較高且高所得者的
所得替代率較低（B君退休後領取的年金月給付金額只有 A君的 1.45倍）時，在
財務收支平衡時，形同高所得者部分補貼低所得者，故可達到所得重分配的效果。

表 3 美國社會安全年金月給付金額試算
（單位：US$）

案例
平均指數調整後

月收入

2016年轉折點
年金月給付金額

第一個 第二個

A 4,000 $856 $5,157 0.9 × 856 + 0.32 × (4,000-856) = 1,776

B 8,000 $856 $5,157
0.9 × 856 + 0.32 × (5,157-856) + 0.15 × 
(8,000-5,157) = 2573

資料來源：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2016)。

綜合上述，為了達到所得重分配的效果，本文建議年金薪點轉換成年金給付的

公式可以調整如下：(1) 前 250點，每 1點可領取 1.3‰的平均投保薪資；(2) 介於
250點和 500點的部份，每 1點可領取 0.5‰的平均投保薪資；(3) 超過 500點的部份，
每 1點可領取 0.25‰的平均投保薪資。
納入所得重分配機制的年金給付公式的好處之一就是：可以維持較低的均衡費

率下，同時讓低所得者的所得替代率較高，例如：美國社會安全基金的財務相對比

台灣的勞保基金佳，精算 75年的退休給付均衡費率為 12.53%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2017a)，遠低於勞保精算的均衡費率，同時低所得者的社會安全退休
給付的所得替代率 (Aon Consulting, 2008) 高達 70%，這應該和美國社會安全的退休

21 美國社會安全基金在計算年金月給付金額時，會將被保險勞工過去的月收入加以指數化調整 
(Indexed) 以反應過去薪資水準的變化，採計指數調整後月收入中最高的 35年（換言之，幾乎
是採計全生涯的薪資），然後來計算平均指數調整後的月平均收入 (Average Indexed Monthly 
Earnings) 及期初月退休金金額 (Initial Benefits)。爾後，再以消費者物價指數 (Consumer Price 
Index; CPI) 將期初退休金金額調整成未來每年的月退休金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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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公式有很大的關係。為了進一步說明所得重分配設計對年金財務健全的影響，

本文在第陸節中將舉例分析，若按照本文的建議採用納入所得重分配的給付公式，

將可提供工作年資 35年的低所得勞工合理的退休金樓地板，同時又不增加勞保基
金的財務負擔。

（二）放寬最高投保薪資 4萬 5,800元的限制
首先，許多勞工對於目前 4萬 5,800元的投保薪資上限並不滿意，希望打開天

花板，以拉高將來的退休給付。事實上，根據上述的分析，一個工作 30年、投保
薪資等於全體平均投保薪資的普通勞工，在退休以後的年金月給付金額僅略高於台

灣地區（台北市除外）的最低生活費標準，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投保薪資上限過低

的緣故。然而，年金改革委員會第 7次會議中勞動部報告時曾提到，若貿然提高投
保薪資上限，按照現行給付公式採計加保期間最高六十個月之月投保薪資時，恐吸

引更多人利用制度的漏洞刻意調高其中幾年的投保薪資來取得較高的老年給付，進

而加快勞保基金破產的速度。

基於上述討論，欲放寬投保薪資上限必須先解決目前制度上的漏洞，避免人為

操縱的可能性及其影響，本文提出兩點配套建議，首先，應該採行上述具所得重分

配效果的給付公式，其次，應該採計「全生涯」投保薪資並轉換成點數制的勞保年

金給付設計。在上述兩個配套措施下，即使有心人刻意調高其中幾年的投保薪資，

所增加的點數（及增加的退休給付）有限，因此對給付的影響有限 22。

（三）動態年金調整機制

由於年金改革從啟動到完成曠日廢時，每次的討論與改革都造成不同利益團體

間的摩擦與對立，有相當高的社會成本。而且費率與給付率調整不易，等到達到共

識才進行調整時，往往已經造成退休基金更大的財務缺口與壓力。因此本文建議應

該仿造其它國家，設計年金費率與給付率的動態調整機制，定期（例如每 3年）檢
視退休基金的財務狀況並更新各種影響參數，以調整費率與給付率。例如：日本的

年金給付會依照物價上漲率、就業人口減少率、平均壽命增加率等參數變化進行給

付動態調整；而德國的年金給付動態調整機制則納入「永續發展」參數（年金領受

人數／繳費者人數之比值），當領取年金人數相對繳納保費人數比例提高時，年金

22 放寬投保薪資上限後，在現行的費率分擔比例下，資方可能因為負擔增加而不願意幫員工增加
投保薪資，但根據遠見雜誌的報導，〔一位業者說，多數老闆並不反對打開天花板，當初投保

薪資設上限，考量到企業的經營壓力及「卡」高薪經理人，一旦天花板打開到 10幾萬，資方
肯定承受更大成本壓力，真正受益者並非基層，而是高階經理人，「屆時破產的可能是政府，

政府也要跟著支付更多勞保費。」〕。因此，放寬投保薪資上限後應該配套採用本文的建議，

採計「全生涯」投保薪資，並降低高所得者的給付率（詳細作法請詳見下面接續的第 2點建議）
才能避免造成勞保基金的財務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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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金額將隨之減少。

未來台灣若要建立年金費率與給付率動態調整機制，參酌各國經驗與我國經濟

人口結構等因素，本文建議應該納入考量的參數為：物價上漲率、就業人口減少率、

平均壽命增加率、平均薪資增加率、年金領受人數／繳費者人數之比值、扶養比 23、

轉折點及給分段給付率（若採用本文建議的方向來降低高所得者的替代率）及基金

投資報酬率等。上述這些參數如何動態影響勞保費率與給付率需要運用具體的勞保

投保資料、薪資及就業資料、人口預測模型及資本市場資料等，建議應該專案委託

研究，並且提出許多可能的情境分析 24，才能具體地設定動態調整機制。

（四）退休後仍從事全職或兼職工作者，可視情況降低其退休金金額

在年金改革的議題方面，一個常被批評的現象是：提前退休的公務員或公立學

校教職員轉到私人企業或私校任職後，同時支領月退休金和工作薪資所得的不合理

現象，批評者常以「肥貓」來評論這些支領雙薪的退休者。雖然上述的批評有其道

理，然而為了尊重提前退休者的意願並充分利用中老年人力資源，不宜禁止提前退

休者從事全職或兼職工作。但為了顧及合理性，應該可以在某些情況下，適度降低

其退休金金額，例如：以美國的社會安全基金的退休給付為例，提前退休者，退休

後薪資所得超過一定的年度限額 (Annual Limit) 後，超過年度限額的部分，每多 2塊
錢薪資所得，減少退休金 1塊錢；屆齡退休當年，超過年度限額的部分，每多 3塊
錢薪資所得，減少退休金 1塊錢；超過法定退休年齡後，則不扣減其退休金金額 25。

伍、長期均衡保險費率和給付率的建議

現行勞保制度被批評的另外一點是保險費率過低。按照「勞工保險條例」第 13
條規定：勞保保險費率的上限是被保險人當月投保薪資的百分之十三。究竟百分之

十三是否能夠維持勞保基金的永續經營呢？這個問題並沒有簡單的答案，因為這還

牽涉到人口結構的變化、國人 65歲退休後的平均餘命、給付標準、和勞保基金期望
報酬率等複雜的因素，因此需要經過精算才能決定長期均衡費率。相對地，在本文

建議的給付方式下，勞保的長期均衡費率和給付率間的關係相對較單純，我們可以

從過去的隨收隨付制 (Pay as You Go) 的退休金制度得到一些啟示。

23 扶養比係指依賴人口對有工作能力人口的比率，亦即幼年人口及高齡人口（即 14歲以下幼年
人口及 65歲以上老年人口）對青壯年人口（15至 64歲人口）之比率，世界各國都用扶養比來
表示每 100個有工作能力人口應扶養多少個依賴人口。

24 例如：美國社會安全局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2017b) 針對可能影響基金財務健全的許
多參數與因子，設算超過 100種以上的情境與方案，以做為未來改革方案的參考。

25 以 2017年為例，年度限額是 16,920美元。關於提前退休者從事工作對退休金的詳細影響，請
參見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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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收隨付制的退休金制度通常是當一個國家一開始實施退休金制度時，只要是

該國公民，達退休年齡的人都可以馬上請領老年給付，那麼錢從哪裡來呢？在這個

制度底下就是由當時尚未退休的勞工繳交的保費來支付，換言之，也就是一邊從現

行勞工收取保費，一邊轉交給已退休的勞工。因此在這個制度下並沒有太多的基金

盈餘（也不需要擔心基金投資報酬率的問題）。在這個制度下，退休勞工可以請領

的退休金給付當然和保險費率及人口結構有關。例如：如果保險費率為 13%，退休
勞工人數與現行勞工人數比為 1比 3，那麼退休勞工平均將可以請領到 39%的老年
給付。隨收隨付制的退休金制度一開始運作良好，但是隨著人口結構改變，每一位

勞工所需要奉養的退休勞工人數增加之後，若費率與給付率因政治因素難以調整，

最後將由政府來支應差額，因而造成政府沉重的財政負擔，最後也不免因此走上破

產一途。

類似於隨收隨付制的長期均衡條件，在本文建議的給付方式下，勞保財務永續

的長期均衡費率和平均給付率間的關係，主要是由長期的人口結構來決定，亦即投

保人數／年金請領人數的比值是影響長期均衡費率和平均給付率間關係的最重要因

素，因為在長期均衡下，

每月的總收入 = 每月的平均投保薪資 × 投保人數 × 保險費率 = 每月的總支出 
= 每月的平均投保薪資 ×年金請領人數× 平均給付率

因此，在長期均衡下，平均給付率／保險費率 =投保人數／年金請領人數。例
如：目前全國投保勞工約九百八十萬人，符合勞保領取資格者有二百二十四萬人，

投保人數／年金請領人數的比值超過 4，考量未來人口結構（人口老化跟少子化的
趨勢）的改變，若未來投保人數／年金請領人數的長期比值維持在 2左右，則現行
勞保費率的上限 13%所能長久支持的平均所得替代率應該是不超過 26%（更何況
勞保給付還包括生育給付、傷病給付、醫療給付以及失能給付等）。反過來說，如

果大家認為合理的平均所得替代率是 35%，且長期的退休人數和投保人數的比例為
1:2，則維持收支平衡的長期勞保費率至少應為 17.5%以上。
目前勞保基金帳面上雖然有數千億的資產（截至 2016年 4月勞保基金總額為

6,700億元），但是若不做任何改革，以未來收入和給付淨額的現值來計算，勞保
基金潛藏負債高達8.36兆元。雖然如此，如果能夠適時調整勞保費率和給付率的話，
現行勞保制度應該是比隨收隨付制更有條件可以達成永續經營。在確保勞保基金永

續經營的前提下，考慮未來人口結構的變化，上述勞保基金 6,700億元的帳面資產
應該可以提供較充裕的時間，讓現行費率動態地調整至長期均衡費率和給付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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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應盡速召集人口、財金、精算、社福等領域專家，來精算長期均衡費率，並且每

隔一段時間（例如 5年）重新調整長期均衡費率和給付率 26。

陸、給付樓地板的建議及可行性分析

106年 6月 27日立法院三讀通過的「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中，將公務人
員的月退休所得設立了 32,160元的最低保障金額（樓地板），因此針對即將進行的
勞保年金改革，也有主張應該設定樓地板的呼聲，金額從一萬一千元到二萬一千元

不等，但新任勞保局長石發基表示，若要由勞保基金來支付樓地板，勢將使基金提

早破產。

上述勞保基金財務健全與設定樓地板的兩難困境其實是有可能解決的，關鍵在

於前面提到的：對於高低所得者應該給予不同的給付（所得替代）率，因此本研究

擬試算在本文建議的點數制下，若按點數級距給予不同的給付率，是否可以達到既

降低總給付，同時又可以設定樓地板的雙重目標。由於缺乏個別勞工詳細的工作經

歷及投保薪資，因此本文只能從既有的公開資料加上一些假設下來進行分析。首先，

我們整理了 105年底按月投保薪資區分的勞保被保險人數，結果請見表 427。從表 4
的資料可知，勞工的月投保薪資呈現M型化的現象，月投保薪資最高那一群和最
低那一群的人數都超過 300萬人（比例都超過 30%），合計全體勞工的月投保薪資
平均為新臺幣 31,433元。

26 從此小節的討論可知，本文所謂的長期均衡費率和現行制度每幾年精算的均衡費率不同，現行
精算的均衡費率是以未來 50年基金不破產的前提所計算出來的，雖然兩者都是不足額提撥的
年金體系，但本文的均衡費率和給付率關係比較接近隨收隨付制的精神，最重要的決定因素應

該是長期人口結構的趨勢，因此本文稱之為長期均衡費率和給付率。在本文建議的架構下，基

金規模要維持在何種水準應該考慮 :隨著長期人口結構趨勢的轉變，基金規模應足以因應動態
調整均衡費率和給付率時，不須大幅增加費率同時又不至於破產的條件下，所應維持的水準。

27 為簡化分析，我們刪去月投保薪資低於基本工資（20,008元）的被保險人，一方面是因為他們
的人數相對較少，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他們大部分都是部分工時勞工或職業訓練機構受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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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數（按月投保薪資分）及月退休金試算（民國 105年底）

月投保薪資 （單位：元）
20,000 – 

21,999
22,000 – 

26,999
27,000 – 

31,999
32,000 – 

38,999
39,000 – 

45,800

人數 3,180,268 1,182,044 1,18,0139 1,165,256 3,047,973

百分比 (%) 32.6 12.12 12.1 11.94 31.24

月 退 休 金

（單位：元）

1.55%／年 11,013 13,243 16,083 19,385 24,314

1.1%／年 7,816 9,399 11,413 13,757 17,255

按點數級距給

予不同給付率

方案

10,550 11,413 12,512 13,768 14,921

註： 按點數級距給予不同給付率方案為：前 250點，1.3‰；250-500點，0.5‰；超過 500點的部份，
0.25‰。本表試算的月退休金是假設投保勞工的工作年資為 35年且月投保薪資不隨時間而變動。
資料來源 :勞工保險局 (2016)。

接下來，我們假設勞工退休時的工作年資為 35年，在這 35年內的月投保薪資
都維持在同一群，每一群的月投保薪資成長率都相同，因此每一群勞工每月的月投

保薪資相較於當月全體勞工平均投保薪資的比值不變，換言之，高薪者永遠是高薪，

低薪者永遠是低薪，而且相對比值不變。在這樣的假設下，我們就可以估算每一群

勞工在工作 35年後所累積的點數。此外，為了和目前既有的給付計算方式比較，
我們假設月投保薪資成長率等於折現率，這樣我們就可以很方便地將未來的給付轉

換成現值並和現在的貧窮線（最低生活費）做比較。

在現有的 1.55%給付率下，表 4中這 5群不同投保薪資勞工的月退休金金額從
11,013元到 24,314元不等，其中月投保薪資最低的這群人，月退休金約當於 104年
度臺灣省的最低生活費標準（10,869元）（衛生福利部，2015），若以最低生活費
做為勞保年金的樓地板，年資 35年的勞工恰可滿足標準。但考量到勞保年金改革
需要降低給付率才可達到財務平衡，因此本研究接著以過去精算報告所建議的 1.1%
給付率，試算各群勞工可能的月退休金金額，從表 4的數字中可知，若所有勞工的
月退休金都以相同的比例下降，月投保薪資最低的這群人每月只能領到 7,816元，
遠低於最低生活費。接著我們試算本文建議的點數制，並納入所得重分配的給付設

計，按點數級距給予不同的給付率，參考美國社會安全給付率調整的比率 (90%, 
32%, 15%) 後，我們試算的給付率方案為：前 250點，1.3‰；250-500點，0.5‰；
超過500點的部份，0.25‰。在此方案下，月投保薪資最低者的月退休金（10,550元）
雖略低於現行 1.55%給付率下的月退休金額，但很接近 104年度臺灣省的最低生活
費，因此我們建議的方案符合設定樓地板的目標需求。此外，除了月投保薪資最高

的這群人之外，所有勞工的月退休金都高於採用 1.1%給付率下的月退休金，其原
因很明顯地就是大幅降低最高所得者的月退休金，來減緩較低所得者月退休金下降

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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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分析上述三個方案下，勞保基金總支出的差異性，在假設有 100萬
人次退休勞工的前提下，按各群勞工的人數比例來試算，在現行 1.55%的給付率下，
勞保基金每月需支出 170.5億元，在 1.1%給付率下，需支出 121億元，在本文的建
議方案下，則需支出 126.4億元。
根據魏吉漳與周瑞芝 (2016) 的精算報告，在現行 1.55%的給付率下，勞工保險

的平衡費率為 27.3%，當給付率下降到 1.1%時，本文預估勞工保險的平衡費率會

降到 19.4% ( = 27.3%×
1.1
1.55 )，這和年金改革委員會建議的勞工保險費率上限

18%非常接近。比較上述方案的支出情形，本文建議方案的支出和 1.1%給付率下
的支出相近，因此推估本文建議方案下的平衡費率應屬合理可行。

從上述的數字和分析可知，我們的建議方案應可以有效降低勞保基金的總支

出，符合精算報告中財務平衡下對應的總支出，同時又能滿足設定合理樓地板的需

求，因此值得政府用實際的勞工保險投保資料來進行試算分析其實際可行性。

柒、結論與建議

具體而言，本研究的主要貢獻有三點，首先，針對延長投保薪資採計期間可能

造成的爭議，本研究提出具體的方案，建議採用全體勞工平均薪資做為基準計算點

數，而且給付公式簡單，這是本文的創新貢獻，並且討論所提方案的優點及可能的

延伸，尤其是採用具所得重分配效果的給付公式建議部分，在目前的年金改革討論

中都沒有被提出。其次，本文提出退休基金長期均衡費率的決定方式，主要決定因

素應該是退休人數和投保人數的比例及所得替代率。最後，本文也試算分析如何在

兼顧財務平衡下，綜合運用高低所得者應有不同的給付率及本文的點數制建議，來

設定勞保年金的樓地板。

總結而言，本文提出即時連結平均投保薪資、納入具所得重分配效果的給付公

式、放寬投保薪資、樓地板設計與考慮人口結構的均衡費率等建議，若要綜合統整

各項建議成更完整可行的政策，需由政府提供學者資料（或由主管機關勞動部）進

行試算，這部分的分析有待後續研究。本文建議未來可以仿造美國社會安全管理局，

每年針對數十種可能的政策建議及參數（費率、退休年齡、高低所得者替代率等）

組合等進行分析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2017b)，讓民眾及立法機構可以了解
各種可行的方案及其影響，以凝聚共識形成合理可行的解決方案。

事實上，勞保退休金只是第一層基礎年金的一環（公保退休金或國民年金等也

都是），退休勞工無法全部依賴勞保給付做為晚年生活所得來源，因此世界銀行強

調多層年金的概念與重要性。在許多國家退休勞工最主要的經濟所得是來自第二層

的職業年金（在台灣即是指勞退新制），所以增加第二層勞退新制退休金的比例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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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重要，因為勞退新制是個人帳戶制，一方面不會有破產問題而造成政府未來的負

擔和困擾，另一方面勞工也不用擔心未來領不到的問題，因此是一個雙贏的解決方

案。目前勞工退休金條例只規定：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

每月工資百分之六，這樣的提撥率遠低於勞保最高百分之十三的費率，因此若能一

併檢討勞退新制的費率及負擔比例，例如：同時調高勞工退休金提撥率（例如：由

現行的百分之六調高為百分之十五）及調降雇主負擔比例（例如：由現行雇主全額

負擔調整為雇主負擔 65%和勞工負擔 35%），如此可減緩勞保年金改革降低給付
對勞工所造成的傷害又不至於大幅增加雇主負擔。此外，也可鼓勵企業多辦 2+1層
的自辦職業年金（非強迫性，英國等國皆如此），讓退休勞工的經濟來源更多元化。

此外，台灣的退休金制度紊亂，因不同的職業別不同而有差異甚大的所得替代

率，易造成社會階級對立，轉換職業時的年資也無法銜接，這些問題都應該一併檢

討解決。目前年金改革的初步方案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未來年金制度的設計將朝

向年資可攜式，使跨職域就業的退休者更有保障，然而目前的方案只是提供方向缺

乏具體做法或換算公式，因此相關的建議仍然是很有價值的研究方向。

最後，退休金自籌的部分也很重要，因此應加強全民理財投資教育，過去台灣

投資人在股票市場短線頻繁交易的結果，造成巨大的投資虧損 28。因此如何強化全

民正確的投資觀念及風險控管，使得投資人在承擔適度的風險下，可以追求穩健的

長期投資報酬率將是未來非常重要的議題之一。例如，德國在年金改革的過程中，

也強化了國民的理財教育，根據二○一二年 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理財
素養大調查」的調查分析，在財經知識、理財行為、理財態度等三大項目中，德國

民眾「獲得高分者占總人數比率」都遠遠高出OECD國家平均，其中在「理財行為」
部分，獲得高分者更占德國總人數的七六％，高居世界各國之冠，因此這樣的經驗

也值得學習參考。

28 根據 Barber, Lee, Liu, and Odean (2009) 的研究發現，從 1995年至 1999年之間，台灣散戶 
(Individual Investors) 在股票市場的交易中，累積共損失新台幣 9,350億（平均每年損失 1,870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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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Thought of Labor Insurance’s Pension Benefits

1. Purpose/Objective
Due to the aging population and generous pension benefits, several pension systems 

in Taiwan face severe financial deficits. For example, according to the actuarial report 
conducted by Wei and Chou (2016), if no reform is implemented, the labor insurance 
pension will go bankrupt in 2027 and the unfunded accrued liability is around NT$8.36 
trillion. Thus some pension programs in Taiwan, such as pensions for civil servants and 
military pensions, have been reformed since 2017. Other pension programs such as labor 
insurance pensions are under consideration and will be reformed soon.

For the pension reform of the Labor Insurance Act in Taiwan, it is proposed by the 
Ministry of Labor that the old-age benefits be based on the worker’s average salary over 
his/her highest 180 months of earnings rather than his/her highest 60 months of earnings. 
Extending the time length in the average salary scheme may substantially reduce 
retirement benefits if the insurance salary is not adjusted before taking the average. 
However, the proposed old-age benefit formula is not fair because it merely takes a simple 
average and does not consider the time value of the insurance salary and thus may harm 
some labor groups. For example, female workers are likely vulnerable to lose out with the 
above reform because their careers may be interrupted due to marriage, childcare or other 
family caregiver roles, and thus the low insurance salary they were earning at a young age 
may be adopted in the average.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a reasonable adjustment formula to calculate the worker 
contribution. Following the pension system in Germany, we first suggest calculating labor 
pension points based on the laborer’s contributions relative to others. For example, one 
month’s contribution at the average earnings of contributors earns one pension point. We 
then propose an old-age benefit formula based on these earned pension points. Since the 
proposed formula is linked to the latest national average insurance salary, pension benefits 
automatically take into account important factors that affect wages (e.g., macroeconomic 
conditions and business cycles). Moreover, motivated by the benefit formula of social 
security (i.e., primary insurance amount), we further suggest a benefit formula with two 
bend points, which reduces the benefits for high monthly insurance salary workers.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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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fic advantage of the proposed benefits formula with two bend points is to achieve the 
income redistribution function of a social insurance pension (such as a labor insurance 
pension) so that the required contribution rate can be reduced under a solvent pension 
system.

2. Proposed Old-Age Benefits
Following the pension system in Germany, we first suggest calculating a laborer’s 

pension points based on his/her contributions relative to others. Specifically, the pension 
points earned for an insured worker with n months of working history can be computed by

Pension points = 
W

1

AS
1

W
2

AS
2

W
n

AS
n

＋ ＋⋯＋ , (1)

where Wi and  ASi are the insured laborer’s insurance salary and the national average 
insurance salary at the i-th month, respectively, for i = 1, 2, ..., n.  According to Equation 
(1), one month’s contribution at the average earnings of contributors earns one pension 
point.

Under the current benefits formula of labor insurance pension, one year’s 
contribution of an insured laborer earns 1.55% of his/her average monthly insurance 
salary. Since 1.55% ⁄ 12 ≈ 1.3‰, if the average replacement rate of the labor insurance 
pension is maintained, the corresponding monthly benefits formula is

Monthly old-age benefits = pension points×1.3‰×the latest national average 
monthly insurance salary (2)

According to Equations (1) and (2), an average earner (whose insurance salary 
always equals the national average insurance salary) who works for 30 years (360 months) 
earns 360 pension points and gets 46.8% ( = 1.3‰×360) of the latest national average 
monthly insurance salary each month after retirement. According to Wei and Chou (2016), 
the national average monthly insurance salary was NT$29,953 on December 31, 2014. 
Thus the average earner mentioned above obtains NT$14,018 each month if he/she retires 
in 2015. This level of old-age benefits is slightly higher than the poverty line in most areas 
of Taiwan (except in 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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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posed benefits formulae (equations (1) and (2)) have several advantages. First 
of all, since the calculation of pension points is based on the relative contribution at each 
time point, monthly insurance salaries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are comparable. In other 
words, relative contribution is denominated in real term (national average monthly 
insurance salaries) and thus pension points are fair measures of contributions. In contrast, 
the simple average salary over a worker’s highest 180 months of earnings is denominated 
in nominal term (dollar values), which does not consider the effect of time value, and thus 
is not fair to workers with an interrupted working history. Secondly, since the proposed 
formula is linked to the latest national average monthly insurance salary, pension benefits 
automatically take into account macroeconomic conditions and business cycles. In other 
words, when the economy is in a booming (busting) state, both current workers and retired 
workers enjoy higher (suffer lower) salary growth. Thirdly, because the poverty line in 
Taiwan is also linked to national average earnings, if a retired worker’s benefits (e.g., 50% 
of the latest national average monthly insurance salary) are above the poverty line at the 
beginning of his/her retirement, his/her old-age benefits are also likely to be above the 
poverty line in the future. Finally, the proposed pension points are based on the lifetime 
working history of an insured labor and thus are not likely to be manipulated. In contrast, 
the average salary proposed by the Ministry of Labor is based on a worker’s highest 180 
months of earnings only; thus he could raise his insurance salaries for 180 months before 
retirement and reduce the contributions to the minimum level for the rest of his working 
history.

3. Further Suggestions and Findings
Many social insurance pension systems have an income redistribution function, i.e., 

the income replacement rates of high-income retirees are low in comparison to low-
income retirees. To achieve this goal for the labor insurance pension, we suggest an old-
age benefits formula with two bend points, which is similar to the retirement benefits of 
social security. Specifically, the replacement rates of pension points in three sections (with 
two bend points) are as follows: (1) the first 250 points: 1.3‰, (2) points between 250 and 
500: 0.5‰, and (3) points above 500: 0.25‰.

Based on the above replacement rates, we estimate the possible monthly old-age 
benefits for laborers, with 35 years of contributions, in five different income groups. The 
number of insured laborers by monthly insurance salary is shown in Table 1. It is cl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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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able 1 that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follows an M-shaped pattern, i.e., the majority of 
workers fall in either the lowest or the highest insurance salary groups. Assuming that 
insured laborers in each income group stay in the same group for the whole 35-year 
working history, we calculate the monthly old-age benefits for three different replacement 
rates, i.e., (1) 1.55% per year, (2) 1.1% per year, and (3) replacement rate based on 
pension points. It is apparent from Table 1 that the monthly old-age benefits are the 
highest when the replacement rate is 1.55% per year. However, according to Wei and 
Chou (2016), the solvent contribution rate is 27.3% of the insurance salary when the 
replacement rate is 1.55% per year. When the replacement rate is reduced to 1.1%, the 
solvent contribution rate can be decreased to about 19%. However, the retirement benefits 
of laborers in the lowest income group are below the poverty line under the 1.1% 
replacement rate. In contrast, under the proposed benefits formula, while the solvent 
contribution rate is close to the under the 1.1% replacement rate, the retirement benefits of 
laborers in the lowest income group (NT$10,550) is close to the under the 1.5% 
replacement rate (NT$11,013) and is only slightly lower than the poverty line in Taiwan 
province in year 2015 (NT$10,869). Thus, under the proposed benefits formula, it is 
possible to set up a financially feasible retirement payment formula that embeds a 
minimum payment (Floor) equaling the poverty line.

Table 1  Number of Insured Laborers (By Monthly Insurance Salary) in Year 2016 
and Estimated Monthly Old-Age Benefits for Laborers with 35 Years of 
Contribution

Monthly insurance salary (NT$)
20,000 – 

21,999
22,000 – 

26,999
27,000 – 

31,999
32,000 – 

38,999
39,000 – 

45,800

Number of insured laborers 3,180,268 1,182,044 1,180,139 1,165,256 3,047,973

Percentage (%) 32.6 12.12 12.1 11.94 31.24

Estimated 
monthly old-
age benefits 
(NT$)

replacement rate: 
1.55% per year

11,013 13,243 16,083 19,385 24,314

replacement rate:  
1.1% per year

7,816 9,399 11,413 13,757 17,255

replacement rate 
based on pension 
points

10,550 11,413 12,512 13,768 14,921

Note:  Old-age benefit replacement rate based on pension points: the first 250 points, 1.3‰; points 
between 250 and 500, 0.5‰; points above 500, 0.25‰. Insurance salary data in year 2016 is 
available from the Bureau of Labor Insurance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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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esearch Limitations/Implications
Since the labor insurance data is not publicly available, we are not able to analyze the 

detailed advantages and effects of the proposed benefits formula. Thus we suggest that the 
Ministry of Labor conduct detailed analyses of old-age benefits and financial 
sustainability under our proposal and compare it with the benefits formula proposed by the 
Ministry. 

5. Originality/Contribution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a creative pension benefits formula that combines the best 

features of the pension systems in Germany and the USA. Our formula has several 
advantages, including embedding a dynamic adjustment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national 
average monthly insurance salary and improves gender equality. We discuss how to 
determine the long ru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nsion insurance premium and 
retirement benefits for a financially stable pension system. We also suggest how to apply 
the proposed formula to set up a financially feasible retirement payment formula that 
embeds a minimum payment (Fl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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