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師退休制度修法 
的結果與因應 

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 



基本概念 



三層年金 

保險年金 
（軍保、公保、勞保、農保、漁保、國保） 

商業年金 
（個人） 

 

職業年金 
（退撫、勞退） 

第一層 

第三層 

第二層 



恩給制 vs 儲金制 



年資補償金 = 政府的違約金  

 85.02.01  政府恩給制 改成 儲金制，給予
84年之前在職人員舊制未滿15年者年資
補償金 



公保 給付 

 公校公保養老年金給付條件： 

 繳付本保險保險費滿15年以上且年滿
65歲 

 繳付本保險保險費滿20年以上且年滿
60歲 

 繳付本保險保險費滿30年以上且年滿
55歲 



公保 vs 勞保 

法朗哥幫你說 
勞保 PK 公保誰完勝？ 
公保分擔計算表 

http://blog.udn.com/frank002/65695732
http://blog.udn.com/frank002/65695732
http://blog.udn.com/frank002/65695732
http://blog.udn.com/frank002/65695732
http://blog.udn.com/frank002/65695732
http://blog.udn.com/frank002/65695732
http://www.bot.com.tw/gessi/getform/pages/default.aspx


退撫 vs 勞退 



年金改革 政治操弄 
假改革 真鬥爭 



假改革 真鬥爭 職群鬥爭 

總統府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 年金制度，為什麼現在要改! 非改不可? 

http://pension.president.gov.tw/cp.aspx?n=4B4ECF469B4D0122&s=54CA3ADDDCE03F52
http://pension.president.gov.tw/cp.aspx?n=4B4ECF469B4D0122&s=54CA3ADDDCE03F52
http://pension.president.gov.tw/cp.aspx?n=4B4ECF469B4D0122&s=54CA3ADDDCE03F52
http://pension.president.gov.tw/cp.aspx?n=4B4ECF469B4D0122&s=54CA3ADDDCE03F52
http://pension.president.gov.tw/cp.aspx?n=4B4ECF469B4D0122&s=54CA3ADDDCE03F52
http://pension.president.gov.tw/cp.aspx?n=4B4ECF469B4D0122&s=54CA3ADDDCE03F52


假改革 真鬥爭 職群鬥爭 真相 

杜家駒律師 
算給你看 
相關連結 

 
 

https://www.facebook.com/robacadu/posts/10209059575953786


假改革 真鬥爭 職群鬥爭 真相 

新制勞退  若雇主提撥率6%，勞工提撥0%，基
金績效7% ，繳費35年，領24年，則退休後勞退
所得替代率 60% ，月領38280元，再加上勞保
月領25841元，替代率104% 

勞保老年年金給付 試算表 勞退新制 勞工個人退休金試算表 

http://www.bli.gov.tw/cal/oldPay.asp
http://www.bli.gov.tw/cal/oldPay.asp
http://www.bli.gov.tw/cal/oldPay.asp
http://www.bli.gov.tw/cal/oldPay.asp
https://calc.mol.gov.tw/trial/personal_account_frame.asp
https://calc.mol.gov.tw/trial/personal_account_frame.asp
https://calc.mol.gov.tw/trial/personal_account_frame.asp


假改革 真鬥爭 職群鬥爭 真相 

 2006-2015 勞退新制 10年平均績效 2.83% 

 年資35年 退休勞工可領10121元，所得替代
率 只有17.36% 

 
這就是 

 
退休金由 

決定 
政府不負最後
給付責任！！！ 

勞退新制 勞工個人退休金試算表 

https://calc.mol.gov.tw/trial/personal_account_frame.asp
https://calc.mol.gov.tw/trial/personal_account_frame.asp
https://calc.mol.gov.tw/trial/personal_account_frame.asp


勞工退休金領得少是因為 

勞工低薪 

勞退基金績效差 

這是誰的責任? 



全教總 職群鬥爭  

1060629 
新聞面對面 

https://youtu.be/kF3VsBPpsz4?t=1h14m20s
https://youtu.be/kF3VsBPpsz4?t=1h14m20s
https://youtu.be/kF3VsBPpsz4?t=1h14m20s


假改革 真鬥爭 世代鬥爭 真相 

恩給制的退休金  不是由退撫基金支出 



假改革 真鬥爭 世代 真相 





全教總 世代鬥爭 

1050731 
正晶限時批 

https://youtu.be/7aDZwYR8yVY?t=11m37s
https://youtu.be/7aDZwYR8yVY?t=11m37s
https://youtu.be/7aDZwYR8yVY?t=11m37s


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 
年金之戰  正義奮戰 



全教產  年金主張 

1051114總統府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 劉亞平提出 相關連結 

https://youtu.be/5CLvZmJb608?t=31m6s
https://youtu.be/5CLvZmJb608?t=31m6s
https://youtu.be/5CLvZmJb608?t=31m6s
https://youtu.be/5CLvZmJb608?t=31m6s
https://youtu.be/5CLvZmJb608?t=31m6s
https://youtu.be/5CLvZmJb608?t=31m6s


高教產 年金之戰 步驟 

1.街頭抗爭 

2.立法遊說 

3.司法訴訟 

相關連結：劉亞平    
【投降主義】年金之戰如果只剩下釋憲等於宣告無條件投降等宣判結果 

http://www.keu.org.tw/keu/newView.aspx?keuNewsId=6360
http://www.keu.org.tw/keu/newView.aspx?keuNewsId=6360
http://www.keu.org.tw/keu/newView.aspx?keuNewsId=6360
http://www.keu.org.tw/keu/newView.aspx?keuNewsId=6360
http://www.keu.org.tw/keu/newView.aspx?keuNewsId=6360
http://www.keu.org.tw/keu/newView.aspx?keuNewsId=6360
http://www.keu.org.tw/keu/newView.aspx?keuNewsId=6360
http://www.keu.org.tw/keu/newView.aspx?keuNewsId=6360


街頭抗爭 2016.06.23 



街頭抗爭 2016.06.30 



街頭抗爭 2016.09.03 



街頭抗爭 2016.09.03 



街頭抗爭 2016.11.10 



街頭抗爭 2017.01.08 



街頭抗爭 2017.01.22 



記者會 批基金績效差 反延退 



記者會 反斷崖 反公保年金化 反前瞻 
要求節省經費全數挹注退撫基金  



立法遊說 反延退 反斷崖  



立法遊說 要求55起支 



 

 

 1060104_怎麼師專80級，只差了一年，就要教到60歲，教了40年才能退休？ 

 1060220_【倒楣末代恩給制】 83、84年任教職竟慘被政府違約背信兩次！ 

 1060317_師大師院83、84級教師，搶救上岸，不用教到60歲 

立法遊說  搶救教師延退大作戰 

http://www.keu.org.tw/keu/newView.aspx?keuNewsId=6321
http://www.keu.org.tw/keu/newView.aspx?keuNewsId=6321
http://www.keu.org.tw/keu/newView.aspx?keuNewsId=6265
http://www.keu.org.tw/keu/newView.aspx?keuNewsId=6265
http://www.keu.org.tw/keu/newView.aspx?keuNewsId=6265
http://www.keu.org.tw/keu/newView.aspx?keuNewsId=6265
http://www.keu.org.tw/keu/newView.aspx?keuNewsId=6265
http://www.keu.org.tw/keu/newView.aspx?keuNewsId=6265
http://www.keu.org.tw/keu/newView.aspx?keuNewsId=6265
http://www.keu.org.tw/keu/newView.aspx?keuNewsId=6265
http://www.keu.org.tw/keu/newView.aspx?keuNewsId=6321
http://www.keu.org.tw/keu/newView.aspx?keuNewsId=6321
http://www.keu.org.tw/keu/newView.aspx?keuNewsId=6321
http://www.keu.org.tw/keu/newView.aspx?keuNewsId=6321
http://www.keu.org.tw/keu/newView.aspx?keuNewsId=6321
http://www.keu.org.tw/keu/newView.aspx?keuNewsId=6321
http://www.keu.org.tw/keu/newView.aspx?keuNewsId=6321
http://www.keu.org.tw/keu/newView.aspx?keuNewsId=6321
http://www.keu.org.tw/keu/newView.aspx?keuNewsId=6321
http://www.keu.org.tw/keu/newView.aspx?keuNewsId=6321
http://www.keu.org.tw/keu/newView.aspx?keuNewsId=6366
http://www.keu.org.tw/keu/newView.aspx?keuNewsId=6366
http://www.keu.org.tw/keu/newView.aspx?keuNewsId=6366
http://www.keu.org.tw/keu/newView.aspx?keuNewsId=6366
http://www.keu.org.tw/keu/newView.aspx?keuNewsId=6366
http://www.keu.org.tw/keu/newView.aspx?keuNewsId=6366
http://www.keu.org.tw/keu/newView.aspx?keuNewsId=6366
http://www.keu.org.tw/keu/newView.aspx?keuNewsId=6366




立法遊說  搶救補償金 

 
 



專業研究國際年改 宣導正確知識 



專業研究國際年改 宣導正確知識 



101年全教總方案 = 102年民進黨方案 

http://140.112.177.119/seminar/sem-paper/103_2/1040514.pdf


102年 全教總就說要追究教師領太多 

1020423  民進黨  
Openstudio  2013 
系列一 面對公教年金改革 

https://youtu.be/a0xS8u5tmXc?t=1h14m50s
https://youtu.be/a0xS8u5tmXc?t=1h14m50s
https://youtu.be/a0xS8u5tmXc?t=1h14m50s
https://youtu.be/a0xS8u5tmXc?t=1h14m50s
https://youtu.be/a0xS8u5tmXc?t=1h14m50s
https://youtu.be/a0xS8u5tmXc?t=1h14m50s
https://youtu.be/a0xS8u5tmXc?t=1h14m50s
https://youtu.be/a0xS8u5tmXc?t=1h14m50s
https://youtu.be/a0xS8u5tmXc?t=1h14m50s
https://youtu.be/a0xS8u5tmXc?t=1h14m50s
https://youtu.be/a0xS8u5tmXc?t=1h14m50s
https://youtu.be/a0xS8u5tmXc?t=1h14m50s


如果沒有抗爭  結果將是……? 



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 
106.8.9  總統公布 

結果 



106.06.30
教育部 
公立學校
教職員退
休資遣撫
卹條例重
點規定 

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Content_List.aspx?n=AB374B6D527976C1
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Content_List.aspx?n=AB374B6D527976C1
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Content_List.aspx?n=AB374B6D527976C1
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Content_List.aspx?n=AB374B6D527976C1
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Content_List.aspx?n=AB374B6D527976C1
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Content_List.aspx?n=AB374B6D527976C1
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Content_List.aspx?n=AB374B6D527976C1
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Content_List.aspx?n=AB374B6D527976C1


延退 月退起支年齡 



延退 可憐的87級 



均俸過渡期 



替代率 



替代率 依施行年度調降 



取消補償金  

第三十四條 退休教職員因兼具退撫新制實施

前、後年資而得依原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

二十一條之一第五項及第六項規定核發補償

金者，於本條例施行之日起一年內退休生效

時，仍依原規定核發。 

(108.07.01 起取消補償金) 



育嬰留停 

第八條第四項 教職員具有本項施行後，依
法令辦理育嬰留職停薪之年資，得選擇全額
負擔並繼續繳付退撫基金費用。  

（106.08.09公布前之育嬰留停年資不適用） 

 

第十六次年改會  49:23 
劉亞平 提出 
育嬰留停 應計年資 
相關影音連結 
 

https://youtu.be/uV8myuMqgAg?t=49m23s
https://youtu.be/uV8myuMqgAg?t=49m23s
https://youtu.be/uV8myuMqgAg?t=49m23s
https://youtu.be/uV8myuMqgAg?t=49m23s
https://youtu.be/uV8myuMqgAg?t=49m23s
https://youtu.be/uV8myuMqgAg?t=49m23s
https://youtu.be/uV8myuMqgAg?t=49m23s
https://youtu.be/uV8myuMqgAg?t=49m23s
https://youtu.be/uV8myuMqgAg?t=49m23s
https://youtu.be/uV8myuMqgAg?t=49m23s
https://youtu.be/uV8myuMqgAg?t=49m23s
https://youtu.be/uV8myuMqgAg?t=49m23s
https://youtu.be/uV8myuMqgAg?t=49m23s


離婚配偶請求權 

 第八十三條   

   公立學校教職員具婚姻關係滿2年以上之
離婚配偶，就婚姻關係期間占公職之部分，
按其在審定退休年資所占比率二分之一請
求分配該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金，但若該
分配比率「顯失公平」，當事人可聲請法
院調整或免除。  



不同步調薪 

 第三十七條 本條例施行前退休生效者，
應按本條例施行時之待遇標準，依前四項
規定重新計算每月退休所得；經審定後，
不再隨在職同等級人員本（年功）薪之調
整重新計算。 

 第三十八條 本條例施行後退休生效者，
應按退休生效時之待遇標準，依前四項規
定計算每月退休所得；經審定後，不再隨
在職同等級人員本（年功）薪之調整重新
計算。 

 



展期年金 / 減額年金 

 第三十二條  前三項所定月退休金起支年齡
前，得就下列方式，擇一請領退休金： 

1. 支領一次退休金。 

2. 至年滿月退休金起支年齡之日起，領取全
額月退休金（以下簡稱展期月退休金）。 

3. 提前於年滿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前，開始領
取月退休金；每提前一年，減發百分之四
（以下簡稱減額月退休金），最多得提前
五年，減發百分之二十。 



教育部試算系統 

試算系統網站連結 

http://140.111.14.213/
http://140.111.14.213/


展期年金 / 減額年金 



展期年金 / 減額年金 



退休所得計算 



退休所得計算 



公保 草案 

 第十三條 

 …本保險之保險費率為被保險人每月保
險俸(薪)額百分之七至百分之十六      
(原 7%~15%) 

 

銓敘部法規草案 1060511「公教人員保險法修正草案」 

http://www.mocs.gov.tw/laws/list1.aspx?&Node=502&Index=3
http://www.mocs.gov.tw/laws/list1.aspx?&Node=502&Index=3
http://www.mocs.gov.tw/laws/list1.aspx?&Node=502&Index=3
http://www.mocs.gov.tw/laws/list1.aspx?&Node=502&Index=3


公保 草案 
 第十八條 

 一、養老給付及死亡給付：按被保險人發生保險
事故當月起，往前推算十五年投保年資之實際保
險俸(薪)額之平均數(以下簡稱平均保俸額)計算。
但加保未滿十五年者，按其實際投保年資之平均
保俸額計算。 

   (103.01.14修法，原前10年，現行最後一年) 

 第十九條 
 …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養老給付之計算標準，
自本法中華民國O年O月O日修正施行之第一年至
第六年為前十年平均保俸額；自第七年一月一日
起，逐年增加一年，以增加至十五年為限。 

   (過渡條款) 

 

 



公保 草案 

 第二十三條  

 被保險人 未具本法中華民國○ 年○月○日修
正施行 前之保險年資者，於離職退保且年滿
六十五歲以上時，依下列規定，給與養老給 
付： 

  一、繳付本保險保險 費未滿十五年者，給與 
一次養老給付。 

 二、繳付本保險保險費滿十五年以上者，給
與養老年金給付。  (原退休、資遣、 

   或繳費滿15年且年滿55歲離職) 



公保 草案 
 依前項規定請領 養老給付之被保險人 有下
列情形之一者， 以支領一次養老給付 為限：  

 一、未符合養老年金給付條件。  

 二、… 

 三、依第六十七條規 定準用本法之外國人。  

 被保險人具有本 法中華民國○年○月○日修
正施行前之保險年資且符合養老年金給付請
領條件者，可選擇依規定請領養老年金給付，
亦得選擇請領一次養老給付；一經領受，不
得變更。 



公保 草案 

 第二十四條  

 養老給付 之請領方式及給與標 準如下：  

 一、一次養老給付： 保險年資每滿一 
年，給付一點二個月；最高以給付四十
八個月為 限。但辦理優惠 存款者，最
高以 三十六個月為限。(原42個月) 

 



公保 草案 

 第二十五條  

 被保險人 具有本法中華民國○ 年○月
○日修正施行前之保險年資者，於擇領
一次養老給付 時，其請領條件，依下列
規定辦理： 

  一、依法退休(職)或 資遣者，不受養老
給付請領年齡之限制。 

 

 

 



純新制教師的損失 

行政院
年金改
革辦公
室資料 

https://ws.ndc.gov.tw/001/administrator/27/relfile/0/10372/54e32f14-7666-416b-b158-234f4479c1a8.pdf
https://ws.ndc.gov.tw/001/administrator/27/relfile/0/10372/54e32f14-7666-416b-b158-234f4479c1a8.pdf
https://ws.ndc.gov.tw/001/administrator/27/relfile/0/10372/54e32f14-7666-416b-b158-234f4479c1a8.pdf
https://ws.ndc.gov.tw/001/administrator/27/relfile/0/10372/54e32f14-7666-416b-b158-234f4479c1a8.pdf


純新制教師的損失 (35年年資) 

1060703 
自由時報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119400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119400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119400


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 
年金之戰  司法訴訟  

 



司法訴訟 



退休金事件訴訟權益說明書 

高教產退休金事件訴訟權益說明書  
金石律師事務所 林石猛律師 

http://www.keu.org.tw/keu/newView.aspx?keuNewsId=13519
http://www.keu.org.tw/keu/newView.aspx?keuNewsId=13519
http://www.keu.org.tw/keu/newView.aspx?keuNewsId=13519
http://www.keu.org.tw/keu/newView.aspx?keuNewsId=13519
http://www.keu.org.tw/keu/newView.aspx?keuNewsId=13519
http://www.keu.org.tw/keu/newView.aspx?keuNewsId=13519




1070703 高教產 to 金石法律事務所 

公立學校
教師 
1556人 
國立教師 
269人 
軍事學校
教師 
 12人 
公立學校
職員 
34人  
委託 
高教產 
集體訴訟 





年金改革 根本之道 
 





政府監管退休基金  績效不彰 

1061121   年改會 年金制度基金管理篇 p6 



105.02 退撫基金第6次精算報告書 

受僱者不攤提過往績效不足 
 (計入通膨) 績效  提撥率只要   
  就可以  
 
 

退撫基金第6次精算報告書 p.94 

http://www.fund.gov.tw/public/data/6851558871.pdf
http://www.fund.gov.tw/public/data/6851558871.pdf
http://www.fund.gov.tw/public/data/6851558871.pdf


台灣退撫基金自營績效低落  

相關連結 
 
新竹縣教育產
業工會 
 
年金專區 

http://www.hcceiu.org.tw/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1160
http://www.hcceiu.org.tw/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1160
http://www.hcceiu.org.tw/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1160
http://www.hcceiu.org.tw/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1160
http://www.hcceiu.org.tw/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1160
http://www.hcceiu.org.tw/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1160
http://www.hcceiu.org.tw/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1160
http://www.hcceiu.org.tw/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1160


台灣四大退休基金 被貪汙炒股 

1060421  54新觀點 
臥底小蔡 vs 朱武獻 

1060420 
54新觀點 

彭如玉老師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D9azb9-Tf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6CS0NJSlxY
https://youtu.be/UD9azb9-TfI?t=30s
https://youtu.be/UD9azb9-TfI?t=30s
https://youtu.be/UD9azb9-TfI?t=30s
https://youtu.be/UD9azb9-TfI?t=30s
https://youtu.be/UD9azb9-TfI?t=30s
https://youtu.be/UD9azb9-TfI?t=30s
https://youtu.be/UD9azb9-TfI?t=30s
https://youtu.be/UD9azb9-TfI?t=30s
https://youtu.be/UD9azb9-TfI?t=30s
https://youtu.be/UD9azb9-TfI?t=30s
https://youtu.be/UD9azb9-TfI?t=30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6CS0NJSlx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6CS0NJSlx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6CS0NJSlx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6CS0NJSlx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6CS0NJSlx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6CS0NJSlxY


美國100年股票投資 年化報酬率 7% 



2003-2017  最近14年 
台股大盤 年化報酬率 9.08% 

台股大盤    最近14年 (2003~2017)  加權股價報酬指數  年化報酬率  

日期       投資時間(年)    加權股價報酬指數           報酬率        年化報酬率
1/2/2003       14.00               4,524.92                            237.87%            9.08% 
1/2/2004       13.00               6,175.79                            147.55%            7.21% 
1/3/2005       12.00               6,482.42                            135.84%            7.41% 
1/2/2006       11.00               7,092.99                            115.54%            7.22% 
1/2/2007       10.00               9,055.41                              68.83%            5.37% 
1/2/2008         9.00               9,845.42                               55.28%           5.00% 
1/5/2009         7.99               5,862.14                             160.80%         12.73% 
1/4/2010         7.00               10528.26                              45.21%           5.47% 
1/3/2011         6.00               11998.76                              27.41%           4.12% 
1/2/2012         5.00               9618.11                                 58.95%          9.70% 
1/2/2013         4.00               11164.55                               36.93%         8.16% 
1/2/2014         3.00               12724.76                               20.15%         6.30% 
1/5/2015         1.99               14121.92                                 8.26%         4.05% 
1/4/2016         1.00               12,844.34                              19.03%       19.03% 
1/3/2017         0.00               15,288.17                                0.00%           NUM! 

 



加拿大安大略省教師退休基金 

提撥收入 < 年金給付 

提撥收入 + => 年金給付 



加拿大安大略省教師退休基金 

Ontario Techers’ 
Pension Plan 2017 

Annual Report 政府/雇主提撥 
11% 

因投資績效好，安大略教師退休金 
總資產持續增加！！！ 

1995年 提撥收入與退休支出逆轉 

https://www.otpp.com/documents/10179/786414/Annual+Report/34a85f19-2ff8-465b-b239-bdb700f69130
https://www.otpp.com/documents/10179/786414/Annual+Report/34a85f19-2ff8-465b-b239-bdb700f69130
https://www.otpp.com/documents/10179/786414/Annual+Report/34a85f19-2ff8-465b-b239-bdb700f69130


台灣教育人員退撫基金 

1995-2015 
 

教師與政府 
提撥收入 
69.77% 
 
 
 



台灣退撫基金 績效差 逆轉就不足 

100年軍人收支逆轉 

103年教師收支逆轉 

104年公務人員收支逆轉 



全教總 合理化低績效 以不含收益
的圖  胡說年金 

1041219  
全教總 年金講座 

1060119 
新台灣加油 

https://youtu.be/kl1Ri4n3Fy0?t=59m25s
https://youtu.be/kl1Ri4n3Fy0?t=59m25s
https://youtu.be/kl1Ri4n3Fy0?t=59m25s
https://youtu.be/kl1Ri4n3Fy0?t=59m25s
https://youtu.be/kl1Ri4n3Fy0?t=59m25s
https://youtu.be/kl1Ri4n3Fy0?t=59m25s
https://youtu.be/C1B9sTvin68?t=17m12s
https://youtu.be/C1B9sTvin68?t=17m12s
https://youtu.be/C1B9sTvin68?t=17m12s
https://youtu.be/C1B9sTvin68?t=17m12s




年金之戰  風雲再起… 



第97條 5年內檢討制度 

第九十七條「本條例施行後，
行政院應會同考試院建立年金
制度監控機制，五年內檢討制
度設計與財務永續發展，之後
定期檢討。」 

 



第67條 開放條款 

教職員退休後所領月退休金，或遺族
所領之月撫卹金或遺屬年金，得由行
政院會同考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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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之；其相關執行
規定，於本條例施行細則定之。 

 



退撫基金  138年以後才破產??? 

 教育部委託辦理 「106年度教育人員退
休制度調整成本分析計畫」 初步書面精
算結果   精算基準日:105年12月31日  
p2 

http://pension.president.gov.tw/Content_List.aspx?n=6E46BCE4A09CA930
http://pension.president.gov.tw/Content_List.aspx?n=6E46BCE4A09CA930
http://pension.president.gov.tw/Content_List.aspx?n=6E46BCE4A09CA930
http://pension.president.gov.tw/Content_List.aspx?n=6E46BCE4A09CA930
http://pension.president.gov.tw/Content_List.aspx?n=6E46BCE4A09CA930
http://pension.president.gov.tw/Content_List.aspx?n=6E46BCE4A09CA930
http://pension.president.gov.tw/Content_List.aspx?n=6E46BCE4A09CA930
http://pension.president.gov.tw/Content_List.aspx?n=6E46BCE4A09CA930
http://pension.president.gov.tw/Content_List.aspx?n=6E46BCE4A09CA930
http://pension.president.gov.tw/Content_List.aspx?n=6E46BCE4A09CA930
http://pension.president.gov.tw/Content_List.aspx?n=6E46BCE4A09CA930
http://pension.president.gov.tw/Content_List.aspx?n=6E46BCE4A09CA930
http://pension.president.gov.tw/Content_List.aspx?n=6E46BCE4A09CA930
http://pension.president.gov.tw/Content_List.aspx?n=6E46BCE4A09CA930
http://pension.president.gov.tw/Content_List.aspx?n=6E46BCE4A09CA930
http://pension.president.gov.tw/Content_List.aspx?n=6E46BCE4A09CA930
http://pension.president.gov.tw/Content_List.aspx?n=6E46BCE4A09CA930
http://pension.president.gov.tw/Content_List.aspx?n=6E46BCE4A09CA930
https://depart.moe.edu.tw/ED4200/Content_List.aspx?n=8767C05C57962374


退撫基金  138年以後才破產??? 

106退撫基金年報 

https://www.fund.gov.tw/lp.asp?ctNode=533&CtUnit=209&BaseDSD=7&mp=1
https://www.fund.gov.tw/lp.asp?ctNode=533&CtUnit=209&BaseDSD=7&mp=1


第98條 新基金? 確定提撥制? 

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七月一日以後初任教
職員者，其退撫制度由主管機關重行建立，
並另以法律定之。 

1060622 
風 傳 媒 

https://www.storm.mg/article/287102
https://www.storm.mg/article/287102
https://www.storm.mg/article/287102
https://www.storm.mg/article/287102
https://www.storm.mg/article/287102
https://www.storm.mg/article/287102
https://www.storm.mg/article/287102


全教總 重視 基金績效? 
  

1060124  
年代新聞面對面  

https://youtu.be/nkdB6PBYNcI?t=1m50s
https://youtu.be/nkdB6PBYNcI?t=1m50s
https://youtu.be/nkdB6PBYNcI?t=1m50s
https://youtu.be/nkdB6PBYNcI?t=1m50s
https://youtu.be/nkdB6PBYNcI?t=1m50s


全教總 了解 基金? 
  吳忠泰錯指四大基金績效走勢相同

是因為保證收益造成，保證收益導
致保證平庸，實在缺乏常識與邏輯。  
 
真相是，每年退休基金績效的走勢
與全球經濟景氣相關，但我國四大
退休基金的績效偏低。 

1050721 
全教總 
記者會 

https://youtu.be/brhbCZ92S8E?t=12m6s
https://youtu.be/brhbCZ92S8E?t=12m6s
https://youtu.be/brhbCZ92S8E?t=12m6s
https://youtu.be/brhbCZ92S8E?t=12m6s
https://youtu.be/brhbCZ92S8E?t=12m6s


政府最終支付責任??? 
政府保證基金最低收益??? 

1060122 
自由時報 

https://goo.gl/cgbaqw
https://goo.gl/cgbaqw
https://goo.gl/cgbaqw


您可以作什麼? 



您必須知道工會是… 
 維護並提升勞工的勞動條件與經濟條件 

 自由組成、具有持續性、具有民主化的內部程序 

 具備獨立自主性 
 如果有團體是依靠資方的支持或受資方的管理監督、
聽命於資方者，都不應該被承認是工會，以防產生
「御用工會」而喪失替勞工爭取權益的功能 

 具有提出爭議之認識與意願，且在必要時亦真正地進
行爭議行為 

 工會本質上是一種鬥爭性、抗爭性團體，且工

會必須要有向資方施加相當壓力的意願與能力，否
則工會之目的將難以達成  

20160629  劉時宇 你有想過工會嗎？沒有，因為你只想到你自己 

https://plainlaw.me/2016/06/29/union/
https://plainlaw.me/2016/06/29/union/
https://plainlaw.me/2016/06/29/union/
https://plainlaw.me/2016/06/29/union/
https://plainlaw.me/2016/06/29/union/
https://plainlaw.me/2016/06/29/union/


全教總 還有工會的格嗎!!!??? 

1060629  
新聞面對面 

https://youtu.be/kF3VsBPpsz4?t=4m2s
https://youtu.be/kF3VsBPpsz4?t=4m2s
https://youtu.be/kF3VsBPpsz4?t=4m2s
https://youtu.be/kF3VsBPpsz4?t=4m2s


您必須知道 是… 

 黃色工會（yellow union），是指與資方妥協或被收
買的工會 

 黃色工會在資方的公開和暗地扶持下，往往能取得大
量會員份額，並配合一些小恩小惠給予會員，以取得
支持者 

 在重大政策下，黃色工會成為資方緩解勞工不滿情緒
的工具，並為資方的政策保駕護航 

 更甚的是，黃色工會以工人代表自居，採取主動與資
方談判、協商 得出來的結果往往出賣了基層勞工的
權益 
 典故：1887年的法國蒙索勒明市，一工廠主收買一部分工人成立工會，反對

罷工。被主張罷工工人砸碎了這個工會的辦公場所之玻璃窗，資方於是臨時
用黃紙裱糊，故稱「黃色工會」 

 
維基百科 黃色工會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84%E8%89%B2%E5%B7%A5%E4%BC%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84%E8%89%B2%E5%B7%A5%E4%BC%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84%E8%89%B2%E5%B7%A5%E4%BC%9A


全教產 要求 純新制 不多繳 不少領 
全教總 說 這樣還需要年金改革嗎!? 

1050907 
民視新聞 

https://youtu.be/iEWQpZqu7vg?t=2m
https://youtu.be/iEWQpZqu7vg?t=2m
https://youtu.be/iEWQpZqu7vg?t=2m


為何不能團結合作? 

高教產主張理事長由會員
直接選舉 (直接民主) 

 100.03.10「高雄市教師會」再
度藉故拖延工會籌組的報導 

 

 100.03.31 高雄縣、市教師會針
對合組工會的互動紀實  

http://www.keu.org.tw/keu/milkpaperView.aspx?id=4948
http://www.keu.org.tw/keu/milkpaperView.aspx?id=4948
http://www.keu.org.tw/keu/milkpaperView.aspx?id=4948
http://www.keu.org.tw/keu/milkpaperView.aspx?id=5014
http://www.keu.org.tw/keu/milkpaperView.aspx?id=5014
http://www.keu.org.tw/keu/milkpaperView.aspx?id=5014
http://www.keu.org.tw/keu/milkpaperView.aspx?id=5014


高教職  支持社民黨 傷害教師 

相關新聞連結
1 、2、3、4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0109/771134/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0109/771134/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0109/771134/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7-06-15/89365
https://video.udn.com/news/579941
http://m.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1951128


全教總 聯合 綠盟友 傷害教師 

  

105.10.5 公視 106.1.21 民視 

http://m.match.net.tw/pc/news/headline/20160902/3706128
http://m.match.net.tw/pc/news/headline/20160902/3706128
http://m.match.net.tw/pc/news/headline/20160902/3706128
http://www.epochtimes.com/b5/15/10/11/n4547749.htm
http://www.epochtimes.com/b5/15/10/11/n4547749.htm
http://www.epochtimes.com/b5/15/10/11/n4547749.htm
https://youtu.be/hmo8vZugCWM?t=1m13s
https://youtu.be/hmo8vZugCWM?t=1m13s
https://youtu.be/hmo8vZugCWM?t=1m13s
https://youtu.be/2HU1Go2aHVQ
https://youtu.be/2HU1Go2aHVQ
https://youtu.be/2HU1Go2aHVQ


全教總 聯合 綠盟友 傷害教師 

 
蔡英文：有這麼多目標一致的夥伴，…，
年金改革一定可以順利的來推動。 
蔡英文：我真的很高興年金改革大聯盟
的4點訴求：選前不加碼、選後不迴避、
召開協商平台、討論公開透明 我完全贊
同。                            104.9.30 Youtube 

 

總統大選後，王榮璋、吳玉琴成為
民進黨不分區立委； 
 
葉大華成為文化部中央廣播電台董
事會董事。 
 
吳忠泰、王榮璋、傅從喜、葉大華、
孫友聯 一起成為年改會委員。 

https://youtu.be/QVn3r9N_lWM
https://youtu.be/QVn3r9N_lWM
https://youtu.be/QVn3r9N_lWM


全教總 與 民進黨 密室協商 58起支 



全教總 批 全教產 散布謠言 

張旭政說， 
黃耀南自己都
搞不清楚法條
內容，散播不
實謠言說年資
29年的教師未
來退休後只剩 
4萬多元， 
但根據法規的
試算結果，年
資29年的教師
實得退休金可
達 4萬8021元。 

1060630 
今日新聞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70630/2583302/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70630/2583302/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70630/2583302/


您必須加入真的工會 

 在自由市場的經濟體系下，勞工以勞
力換取工資，但面對擁有資本、生產
資料的資方經濟上的強勢，勞工相當
難以取得與資方立於相互平等的地
位…… 

 勞工唯一能做的就是團結彼此，形
成一股對抗力量，以數致勝 

20160629  劉時宇 你有想過工會嗎？沒有，因為你只想到你自己 

https://plainlaw.me/2016/06/29/union/
https://plainlaw.me/2016/06/29/union/
https://plainlaw.me/2016/06/29/union/
https://plainlaw.me/2016/06/29/union/
https://plainlaw.me/2016/06/29/union/
https://plainlaw.me/2016/06/29/union/


結語 

1051027  年金改革委員會  全教產劉亞平委員發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9qaYQZ2ZEc
https://youtu.be/M9qaYQZ2ZEc?t=2s
https://youtu.be/M9qaYQZ2ZEc?t=2s
https://youtu.be/M9qaYQZ2ZEc?t=2s
https://youtu.be/M9qaYQZ2ZEc?t=2s
https://youtu.be/M9qaYQZ2ZEc?t=2s
https://youtu.be/M9qaYQZ2ZEc?t=2s
https://youtu.be/M9qaYQZ2ZEc?t=2s


請加入 真的工會 
團結一致 對抗權勢的壓迫 
 

為了您我工作的尊嚴與幸褔 

高教產網站首頁 

(入會申請書) 
(訂閱牛奶瓶報報)  

全教產地方工會 

http://www.keu.org.tw/ke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