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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年金改革  

你應該知道的真相 (詳實版) 

全面剖析年金改革失敗的原因，揭穿全教總年金改革的錯誤。 

讓我們一一了解年金改革的錯誤，反省檢討，不再重蹈覆轍； 

讓我們一起團結，奮起再戰！ 

為所有世代的教師，奠定老年經濟安全的基石！ 

107.07.01 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就要實施了。這次改革幅度，

刀刀見骨，已退者少領，在職者不只少領、還要多繳、延退。教師年改，淒慘

收場；然而，這不是句號，五年後，必然再戰。因為在新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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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十八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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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人年改，在職者待遇反而更優。教師年改，在職者不只少領，還要多繳、

延退。軍人團結一致，立場堅定，反對亂改；而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卻始

終支持自砍方案。因此，軍人與教師年改，結局不同。 

如果教師不覺醒，不深入了解這前因後果；五年後再改，勢必更慘。 

以下就以真實史料，有憑有據，剖析教師年改中，全教總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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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全教總組織立場 

(一) 大會決議 

全教總的網頁說他們的方案是經由兩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 

 

全教總(全教會)產出年改方案的過程，只有 3 個月。 

 

吳忠泰就是全教總(全教會)年改方案的主要催生者。 

 

全教總在 101 年 9 月及 105 年 1 月兩次會員代表大會全票通過方案...，制訂「共同

補繳 另立基金」原則。                                        https://goo.gl/5KTSES  

全教總 保你有年金 網頁資料 

(全教總的方案)是去年(101年)9月 22日的決議，是一個單獨冷靜經過 3個月研討會

的決議的方案。                             https://youtu.be/Qkg8zWLCF40?t=10m52s 

吳忠泰 102年 5月 8日立法院公聽會 

 

我比其他的人更希望能改革。我們花了最多力氣，去說服會員代表能夠改革。甚至我

們最近所印了兩本手冊…呈現更多的數據去告訴會員，應該有所改革。 

  https://youtu.be/Qkg8zWLCF40?t=8m44s 

吳忠泰 102年 5月 8日立法院公聽會 

 

當時全教總研擬年改方案的研討會，多是在吳忠泰主導下，老師們互相討論出來的，

沒有充分了解國際成功的年金改革經驗，也沒有引入財經專家討論，連我也傻傻的被騙了。 

全教產理事長 黃耀南 時任全教總(全教會)會員代表 

 

https://goo.gl/5KTSES
https://youtu.be/Qkg8zWLCF40?t=10m52s
https://youtu.be/Qkg8zWLCF40?t=8m4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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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民國 90 年，吳忠泰就跟隨民進黨教育政策幕僚丁志仁，提出研究報告，

說明教師應改為確定提撥制，退休年齡延到 55 歲以後。 

 

這過程，有 4 項重大缺失： 

1. 違反工會的目標。工會的目標是【保持或改善僱傭待遇】，不該產出損

傷會員權益的方案。工會應首要保護會員的僱傭條件不被惡改。環顧國

際年金改革，工會的立場皆是以抗爭、勞資協商維護受僱者利益，只有

台灣的全教總提出自砍方案。 

 

2. 侵犯已退休教師的人權。全教總的會員代表大會沒有權利決議變更已退

休教師的退休所得；中華民國憲法保障人民的財產權，不能任由大會決

議迫害人民的財產。 

3. 產出自砍方案，過於匆促草率。只有 3 個月的研討會，不到一年就產出

方案，相較於瑞典年改經歷 14 年，實在太隨便草率。 

4. 沒有學理支持、沒有財經專家學者參與，沒有研究國際範例，全憑直觀

計算土法煉鋼，當然是災難一場。 

工會（trade unions），…是指基於共同利益而自發組織的社會團體。…這些組織和

聯合會最常見的共同目標是「保持或改善僱傭待遇」。 

                                         維基百科 

 

第二章第一節 

(第二段)...我們建議採取不同的策略：不直接減少現有教師的薪水，而是使未來的

新進教師走向退撫確定提撥制...。 

(第十一段)…至於現職教師的聘任成本控制，主要須要依賴改變教師退休的時間點：

教師退休的時間點如果由五五歲往後延長，其人力成本就會自然下降。 

http://www.ntpta.org.tw/filedown/file6.htm  

90年 12月 31日 「國民中小學教師編制及合理教學負荷」規劃專案研究報告 

http://www.ntpta.org.tw/filedown/file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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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方案內容：多繳、少領、補繳 

 

全教總(全教會)的年改方案，就是多繳、少領、補繳，就是砍！ 

全教總(全教會)的方案，退休後要補繳、給付以本俸*O*OO%，就是要少領、

繳費率 OO%↑，就是要多繳。簡言之，全教總的方案就是砍！ 

目前世界各國的最高提撥率多為 12~18%，職業年金的領取率也多是 2%*年

資，台灣教師並未繳少領多。但是全教總(全教會)吳忠泰卻認為老師繳少少，領

多多。 

 

85 年教師由恩給制(完全不用提撥退休金)改為儲金制(每月要提撥退撫基

金)，基於契約原則與法理，資方必須補償，乃天經地義。但是，全教總(全教會)

卻認為這是新舊制領多了，發公文追究政府圖利責任、要自砍收受的利益！  

退撫或勞保，大家都繳少少，領多多。       

https://youtu.be/lbsDikHNT1U?t=1h5m36s 

吳忠泰 106年 1月 23日 新台灣加油 

 

我們台灣退休的提撥率(12%)相較於世界各國的提撥率都太少。 

https://youtu.be/a0xS8u5tmXc?t=1h17m39s 

吳忠泰 102 年 4 月 23 日民進黨 Openstudio2013系列一第一場面對公教年金改革 

https://youtu.be/lbsDikHNT1U?t=1h5m36s
https://youtu.be/a0xS8u5tmXc?t=1h17m39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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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只有私校教師領公保年金，公校教師沒有公保年金，只有一次給付。

純新制教師，退休金為本俸*2*2%*年資；純新制教師進入職場的平均年齡為 30

歲。教的越久，在職時每個月的薪水提撥總累積越多、領退休金的餘命年數卻

減少。但全教總(全教會)吳忠泰，卻以極少數教 35 年、加入假設性的公保年金，

宣稱純新制教師會領太多。 

 

全教總(全教會)理事長張旭政，主張純新制教師應該被改革。 

 

一個教師工會，違反工會的目標，沒有全力【保持或改善僱傭待遇】，反

而認為會員(教師)的福利太多，要求資方(政府)惡改、匆促產生自殘方案、要追

究資方給予會員福利的責任、以極端特例洗腦自砍，侵犯已退休會員的人權、

傷害在職會員的權益，處心積慮降低會員的待遇……，這是工會應有的立場嗎? 

還有工會的格嗎? 

83、84年改革時，我們寫了很多東西、甚至老師看到很生氣，為何要抖出來，我們公

開舊制老師領這麼多。我們行文給特偵組和監察院，要追究政治人物和公務人員的圖利罪。  

https://youtu.be/a0xS8u5tmXc?t=1h14m51s 

 

63年因為石油危機通貨膨脹，經國先生加了優存的紅包，忘了取消改正。...我們行

文給特偵組和監察院，這是我們對自己受益或潛藏受益的負責任態度。 

https://youtu.be/a0xS8u5tmXc?t=1h15m33s 

吳忠泰 102 年 4 月 23 日民進黨 Openstudio2013系列一第一場面對公教年金改革 

 

張旭政：新舊制的領得多一點  

主持人：大眾觀瞻不服氣 (張沉默)。      https://youtu.be/pVa2zNBtCG8?t=10m40s 

105年 7月 31日 正晶限時批 

 

如果純新制老師教 35年，…若加上公保年金，就會破表，會被社會說話。 

                                     https://youtu.be/kl1Ri4n3Fy0?t=1h10m30s 

吳忠泰於 104年 12月 19日【從待遇到年金】專題座談會 

 

新制，不多繳不少領 請問改了甚麼? 如果是這樣的主張，還需要年金改革嗎?  

https://youtu.be/iEWQpZqu7vg?t=2m21s  

張旭政 105年 09月 07 民視新聞 

https://youtu.be/a0xS8u5tmXc?t=1h14m51s
https://youtu.be/a0xS8u5tmXc?t=1h15m33s
https://youtu.be/pVa2zNBtCG8?t=10m40s
https://youtu.be/kl1Ri4n3Fy0?t=1h10m30s
https://youtu.be/iEWQpZqu7vg?t=2m2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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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荒謬的基金主張 

目前，台灣的退休年金制度是儲金制，不是隨收即付制。儲金制，不論是

確定給付制(DB)或確定提撥制(DC)，最關鍵的是基金績效。基金績效好，確定給

付沒煩惱、確定提撥收入好；基金績效差，確定給付有危機、確定提撥收入低。 

加拿大的社會保險基金、或安大略的教師職業退休金，都曾經因為政府管

理不當，基金績效差、少子化收支逆轉，而進行改革。改革之前因績效差產生

的基金缺口，由政府負責逐年撥補。改革的焦點放在基金管監制度，專業而透

明，禁絕基金貪污舞弊，提升投資績效，進而平衡少子化收支逆轉。 

 

1996 年加拿大因少子化收支逆轉進行年金改革，成立基金投資管理委員會 CPPIB 

 

  

加拿大安大略教師退休金的投資收入已超過提撥收入，可平衡退休金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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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績效和提撥率息息相關；低績效，就會導致超高提撥率。依據退撫基

金第六次精算報告書第 94 頁，教育人員基金提撥率對折現率(基金績效)及通貨

膨脹相關俸額增加的分析，若基金績效為 4%，教師要負責補基金缺口，則提撥

率需 41.18%，若教師不負責基金缺口，則提撥率需 21.28%。反之，基金績效只

要符合國際標準 7%，由政府負責基金缺口，則教師提撥率只要約 12.945%，而

且此次精算還是教師維持 75 制、給付為本俸*2*2%*年資、平均年齡為 86~91 歲。 

 

基金績效只要符合國際標準 7%，由政府負責基金缺口，則教師提撥率只要約 12.945% 

 

延伸閱讀： 

1. 年金制度，錢怎麼收?怎麼付? 

http://www.393citizen.com/financial/Coma/columndt.php?id=548  

2. 什麼！安大略省教師明年(2018 年)可以少繳！多領！ 

http://www.hcceiu.org.tw/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1185  

3. 收支逆轉  就要勞工多繳勞保費？為何丹麥 ATP 不用多繳，還能調高給付！ 

http://www.hcceiu.org.tw/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1243  

4. 加拿大 年金計畫投資委員會網站 含 2017 年報 (英文版) 

  http://www.cppib.com/en/  

5. 加拿大 安大略教師退休基金網站 含 2017 年報 (英文版) 

 https://www.otpp.com/corporate/ontario-teachers-reporting  

6. 退撫基金第六次精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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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年金改革的解決方案─改革退休基金制度，別無他法！(含國際標準 7%) 

http://www.storm.mg/article/234873  

http://www.393citizen.com/financial/Coma/columndt.php?id=548
http://www.hcceiu.org.tw/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1185
http://www.hcceiu.org.tw/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1243
http://www.cppib.com/en/
https://www.otpp.com/corporate/ontario-teachers-reporting
http://www.fund.gov.tw/public/data/6851558871.pdf
http://www.storm.mg/article/234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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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的改革，應該改革基金管監制度，提升基金長期績效符合國際標準。

政府本該負起制度設計錯誤、績效低落的責任。但全教總(全教會)卻刻意轉移焦

點，為政府卸責：不說政府管監基金不當，績效不足導致基金缺口，卻說主要

是提撥不足導致基金缺口；不說政府應為基金缺口負起全責，卻說不該由年輕

世代承擔責任，陷害所有世代教師。 

 

全教總(全教會)長期擔任退撫基金的監理委員，卻罔顧國際年改範例、缺乏

正確財經投資觀念、合理化退撫基金低績效，誤導退撫基金的績效 3%是正常、

4~5%就很好、基金缺口主要是提撥不足造成，教師退休後七年就領回所繳的本

金…，所以要會員補繳。 

 

沒有人應該拿基金提高績效當作反對改革的藉口。 

https://youtu.be/brhbCZ92S8E?t=4m21s 

吳忠泰 105年 07月 21日 全教總記者會 

 

基金在世界金融市場上不再有高獲利的機會，誰都沒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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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忠泰 104年 12月 19日【從待遇到年金】專題座談會 

 

退撫基金破產的問題，你本來要提撥兩萬塊的，可是你連一萬塊提撥都不到。因此提

撥不足，平均餘命增加、銀行利率愈來愈低，當然退撫基金的財務破洞會越來越大。 

          https://youtu.be/c3CZXCnCVds?t=55m43s 

張旭政 105年 8月 17日 新台灣加油 

 

    基金怎麼可能期望它產生長期的績效?    https://youtu.be/O6YeVhBmD8Q?t=20m20s 

吳忠泰 105年 10月 1日 全教總年金講座@樹中 (下) 

https://youtu.be/brhbCZ92S8E?t=4m21s
https://youtu.be/kl1Ri4n3Fy0?t=59m25s
https://youtu.be/c3CZXCnCVds?t=55m43s
https://youtu.be/O6YeVhBmD8Q?t=20m2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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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忠泰合理化退撫基金低績效，嚴重誤導世代鬥爭 

難怪，全教總(全教會)的方案，會受到民進黨的青睞；一個工會努力為資方

卸責，努力說服會員承擔資方的錯誤，當然資方會欣然接受。 

 

全教總(全教會)不重視基金績效，卻還是在 105 年 7 月舉行記者會，對於退

撫基金提出極度不專業「建言」。 

全教總力保適足的退休所得…每個月繳 5000元(以 15年年資為例，含公保)，退撫平

均收益預設 4~5%，設太高是夢幻。              https://youtu.be/Qu_DTzQ-ab4?t=4m41s 

吳忠泰 105年 10月 1日 全教總年金講座@樹中 (下) 

 

七年以後就是多領的。                    https://youtu.be/kl1Ri4n3Fy0?t=59m25s 

吳忠泰 104年 12月 19日【從待遇到年金】專題座談會 

 

一個去年退休的老師，一年領回自繳，三年領回公繳，再三年領回複利 3%的利息，老

師領完還會領 30年。                        https://youtu.be/O6YeVhBmD8Q?t=17m7s 

吳忠泰 105年 10月 1日 全教總年金講座@樹中 (上) 

 

如果真的要講績效，其實拿去賭博是最快的。…… 其實不能太寄望績效。 

https://youtu.be/nkdB6PBYNcI?t=1m49s 

張旭政 106年 1月 24日 新聞面對面 

 

103年林萬億民進黨某種程度採取了全教總的方案精神。    

https://youtu.be/OQ_2wIabjF4?t=1h27m1s  

張旭政 105年 8月 2日 新聞追追追 

https://youtu.be/Qu_DTzQ-ab4?t=4m41s
https://youtu.be/kl1Ri4n3Fy0?t=59m25s
https://youtu.be/O6YeVhBmD8Q?t=17m7s
https://youtu.be/nkdB6PBYNcI?t=1m49s
https://youtu.be/OQ_2wIabjF4?t=1h27m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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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教總(全教會)以非常荒謬的理由，竟然建言退撫基金要「管監合一」。 

 

管監合一，嚴重違反金融管理的原則---管監分立。世界上所有優秀的退休

基金，皆是管理與監督分別獨立，且嚴禁政治力介入；專業的監督，需要金融、

財經、與會計鑑識的專業，糾舉基金管理的不當與弊端，保障投資者的利益。

台灣退撫基金長期績效低落，全教總無力監督，還要介入管理，難道是別有居

心嗎? 

此外，全教總(全教會)更以非常奇怪的理由，詆毀保證收益，建議政府無條

件撥補平衡。 

 

 

吳忠泰錯指四大基金投資報酬率走勢相同是因為保證收益造成，缺乏常識與邏輯 

管監合一：管理委員會和監理委員會合在一起，雖然還不太夠，但至少會比較夠用一

點。監理委員會只能三個月開一次，事後監理，只能看績效平庸化。所以這管監分立的方

式絕對遠不及管監合一來的好。不要再疊床架屋了，不要再讓監理委員會看過時的資料分

析，再來作感慨。                             https://youtu.be/brhbCZ92S8E?t=6m30s  

吳忠泰 105年 7月 21日 全教總記者會年金改革專業建言 

(台灣退休基金)號稱四大基金，但是為什麼(這 10年)投資報酬率都長得這麼像? … 

這 10年的數據已經告訴我們，這後面有一隻手，這隻手表面是保證收益，其實就是保證

平庸。                                       https://youtu.be/brhbCZ92S8E?t=10m2s 

吳忠泰 105年 7月 21日 全教總記者會年金改革專業建言 

https://youtu.be/brhbCZ92S8E?t=6m30s
https://youtu.be/brhbCZ92S8E?t=10m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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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撫基金的保證收益，是以三年期為一期、台銀二年定存利率為基準，是

退撫基金最低限度的保障。台灣的四大退休基金投資報酬率走勢跟隨每年的全

球經濟景氣而起伏，實屬正常，只是相對於國際優秀的退休基金，績效偏低。

全教總以四大基金走勢很像來推論保證收益的制度錯誤，根本是缺乏財經知

識，胡扯一通。 

 

 

 

 

每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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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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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退撫基金委外操作是以大盤績效(指定指標報酬率)切實要求受委託

者，績效遠高過保證收益。退撫基金自營績效不彰，是因為管監制度不當，政

治護盤、投資不專業、監督不透明、基金貪瀆弊案太多…眾多因素造成的。全

教總嫁禍保證收益，甚至暗示要廢除政府最後給付責任，一昧卸除政府管理基

金的責任，將陷所有軍公教於萬劫不復的險境中。 

 

延伸閱讀 

1. 退撫基金國外委託經營績效統計表  (以各大盤指數作為指定指標報酬率) 

http://www.fund.gov.tw/public/data/612210404271.pdf  

2. 政府管理的退撫基金長期投資績效不好才是讓軍公教的老年生活處於水火之

中的元兇       

http://www.hcceiu.org.tw/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1251  

 

一個教師工會，沒有認真研究國際範例，缺乏基本邏輯推理能力，歸因

錯誤，結論荒謬。明明是政府管監退撫基金不當，績效不足導致基金缺口，

要負起全責；全教總(全教會)卻刻意卸除資方責任，宣稱是提撥不足導致基

金缺口，要會員承擔。 

一個教師工會，缺乏財經管理專業知識，迂迴詭辯，提出不專業建言；

建議匪夷所思的管監合一、廢除保證收益，解除管理者的責任！這是工會應

有的專業嗎? 還有工會的格嗎? 

保證收益會礙手礙腳…世界上優秀的基金都沒有設定(政府)最後支付責任。 

https://youtu.be/lbsDikHNT1U?t=1h19m34s 

吳忠泰 106年 1月 23日 新台灣加油 

http://www.fund.gov.tw/public/data/612210404271.pdf
http://www.hcceiu.org.tw/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1251
https://youtu.be/lbsDikHNT1U?t=1h19m3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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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教總組織作為 

(一) 分裂教師世代 

教師退撫基金是儲金制，不是隨收隨付制，不是由在職者繳費給退休者領，

不是上一代領、下一代繳，退休者是領取自己在職時提撥的退休金。依照退撫

基金第六次精算，只要投資收益符合國際標準 7%，教師提撥率約 12.945%，就

可以自給自足。 

 
基金績效與提撥率息息相關，計入通膨，績效 7%，則教師提撥率只須 12.945% 

新舊制教師退休金，舊制的年資由國庫支出，新制的年資由退撫基金支出，

來源完全不相干。全教總(全教會)卻以超低基金績效 3%，計算教師退休後，7

年就領光所繳的費用，所以上一代在領下一代的錢，已退者剝奪在職者的退休

基金，退撫基金將破產，年輕世代領不到。吳忠泰甚至諷刺教師退休後，就是

陰陽兩隔。 

 

 

七年以後就是多領的。                    https://youtu.be/kl1Ri4n3Fy0?t=59m25s 

吳忠泰 104年 12月 19日【從待遇到年金】專題座談會  

共同帳戶制是跨代互助，就是上一代的人領，下一代的人繳。 

https://youtu.be/kl1Ri4n3Fy0?t=42m49s 

吳忠泰 104年 12月 19日【從待遇到年金】專題座談會 

 

https://youtu.be/kl1Ri4n3Fy0?t=59m25s
https://youtu.be/kl1Ri4n3Fy0?t=42m49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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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忠泰更說，全教總(全教會)是以在職教師為主，只顧在職權益、年輕人不

該為基金缺口負責、現行制度是世代剝奪、年輕人領不到…，卻完全不提基金

缺口，主要是政府管監退撫基金不當造成的，政府應負責。全教總(全教會)分化

世代，激化矛盾與衝突，不仁不義，莫過於此。 

 

一個去年退休的老師，一年領回自繳，三年領回公繳，再三年領回複利 3%的利息，

老師領完還會領 30年。                     https://youtu.be/O6YeVhBmD8Q?t=17m7s 

吳忠泰 105年 10月 1日 全教總年金講座@樹中 (上) 

 

你的長壽是個人和家族的福氣，對基金是最大的不幸。 

 

繳的人本來是我們(在職的)這一國，他如果哪一天申請退休了，就變成另外一國，從

此以後陰陽兩隔，繳的人不能領，領的人不用繳， 所以你所祝福的，你還出三百塊、五

百塊請他去吃飯的那些人，你不知道他就變成這樣子，從此我們陰陽兩隔。 

唉！悲哀喔！                            https://youtu.be/kl1Ri4n3Fy0?t=42m9s 

吳忠泰 104年 12月 19日【從待遇到年金】專題座談會  

 

大水庫，結果領的不用繳，繳的不能領，退休後會遭同事怪怪的眼睛，很悲哀。          

                                    https://youtu.be/O6YeVhBmD8Q?t=18m43s  

吳忠泰 105年 10月 1日 全教總年金講座@樹中  (上) 

我們是以在職人員為主的一個組織，所以我們一定會很重視中青代他們的權益如何被

確保，他們的尊嚴如何被確保。                https://youtu.be/rANbNs8NyNo?t=38m41s 

吳忠泰 105年 5月 25日 全教總記者會 

 

現在的制度，現職要為基金缺口承擔責任。   https://youtu.be/7XGo-64STKA?t=1m35s  

 

年金改革，真的是世代有問題。             https://youtu.be/7XGo-64STKA?t=2m21s  

羅德水 105年 7月 22日 全教總講座 

 

年輕老師，最重要的是，拿不到(退休金)。      https://youtu.be/PIvByKVdqFk?t=59s 

吳忠泰 102年 5月 25日 華視新聞 

 

提撥不足，要年輕人承擔，叫世代掠奪。    https://youtu.be/7aDZwYR8yVY?t=11m34s  

張旭政  105年 7月 31日 正晶限時批 

 

https://youtu.be/O6YeVhBmD8Q?t=17m7s
https://youtu.be/kl1Ri4n3Fy0?t=42m9s
https://youtu.be/O6YeVhBmD8Q?t=18m43s
https://youtu.be/rANbNs8NyNo?t=38m41s
https://youtu.be/7XGo-64STKA?t=1m35s
https://youtu.be/7XGo-64STKA?t=2m21s
https://youtu.be/PIvByKVdqFk?t=59s
https://youtu.be/7aDZwYR8yVY?t=11m3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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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教總(全教會) 以錯誤謬論，煽動在職者鬥爭已退者，陷所有世代教師晚

年於均貧困境！全教總(全教會)真是一個沒良心的棄老楢山工會！ 

日本古代楢山，將老人遺棄在荒山上等死，是因為環境貧窮無奈造成；全

教總(全教會)遺棄退休老師，讓現職教師面對更悲慘的未來，反而為資方(政府)

卸責！? 若不是少數人意圖謀官求利，黑心或智障？否則怎麼會如此背叛會員？ 

張旭政：如果不讓基金破產，要用最適費率來繳…，請問在職的能接受嗎? 

https://youtu.be/c3CZXCnCVds?t=1h27s 

 

吳忠泰：退撫基金… 人人餵我 我餵人人 是跨代互助… 無法說服年輕人。                                    

https://youtu.be/c3CZXCnCVds?t=46m55s  

105月 8月 17日 新台灣加油 

https://youtu.be/c3CZXCnCVds?t=1h27s
https://youtu.be/c3CZXCnCVds?t=46m5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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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分裂職群-勞工與教師 

勞工與教師，就退休條件而言，勞保優於公保；勞退和教師退撫雖同為儲

金制，但新制勞退為確定提撥制(DC)，教師退撫為確定給付制 (DB)。勞退新制

基金由政府亂管，績效一樣很差，導致新制勞退替代率很低，退休金領很少，

政府卻完全不用負責。 

    

教師與勞工的退休給付比較：勞保優於公保、勞退和退撫制度不同 

民進黨竟然只以勞工的勞保，去比較軍公教的公保加退撫基金，比較基礎

完全不對等。這就是分裂職群！這就是職群鬥爭！ 

 

民進黨政府年改會文宣，作職群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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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是只要新制勞退基金的績效符合國際標準 7%，再加上勞保(勞保投保上

限為 45800 元，取最高 60 個月之平均投保薪資)，則新制勞工的退休金可超過新

制教師 (以和教師同薪級、相同自提 4.2%為例)。 

 

只要基金績效符合國際標準 7%，則新制勞工的月退休金比新制教師高(薪級、提撥率一致時)。 

但政府管監退休基金不當，基金績效太低，2006-2015 勞退新制 10 年平均

績效 才 2.83%，若只有雇主提撥 6%，勞工無力提撥，則勞工退休金所得替代率

才 17.41%。 

 
勞退新制是確定提撥制，投資報酬率(基金績效)低，退休金就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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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與教師都是政府退休基金管監不當的受害者，應團結一致對抗無良政

府。但全教總(全教會)卻如民進黨，進行職群鬥爭。全教總(全教會)吳忠泰指責

公教人員不該仗恃著自己是政府的受僱者，就可以比勞工佔用更多資源。吳忠

泰甚至說勞工不能多繳，只能繳少領少，完全偏離真實。勞工的勞保給付優於

教師的公保，教師並未比勞工佔用更多的資源；新制勞退可提撥的最高薪級為

15 萬，勞工可自提 6%，遠遠超過教師的退撫提撥。勞工退休金不高，主因是勞

工低薪、基金績效低，與教師無關！這就是分裂職群！這就是職群鬥爭！ 

 

全教總(全教會)理事長張旭政說老師佔了國家的便宜，還說只要勞工退休金

領 5-6 萬，全教總就反對年金改革，這是將勞工低薪、退休基金績效低落的帳全

部算到老師頭上嗎？ 

 

我也不贊成公教人員可以仗恃著自己是政府的受僱者，可以希望提撥率越高越好，我

(老師)提 5000多，他(勞工)提 700多，他憑什麼跟我比? 因為社會資源有限，社會保險

是靠稀有的公共資源來作。(林萬億點頭) 

       https://youtu.be/a0xS8u5tmXc?t=1h18m32s  

吳忠泰 102 年 4 月 23 日民進黨 Openstudio2013系列一第一場面對公教年金改革 

 

純新制教師繳 3、400萬…最多每個月 5000多元，但是能獲得後面 2000萬以上的給

付(退休金) ， 還是讓人很羨慕。所以你講給勞工朋友說，我(教師)繳比較多，所以我領

比較多，是正常的。聽起來很有道理。但是勞工朋友聽到會說，這間公司這麼好…，我繳

700多元，各位(老師)繳 5000多元，我借都要借 4000塊來加入這個股份公司。但你不讓

我(勞工)多繳，然後告訴我(勞工)少領是應該，這是什麼什麼(道理)?  

https://youtu.be/kl1Ri4n3Fy0?t=52m11s  

吳忠泰 104年 12月 19日【從待遇到年金】專題座談會 宜蘭縣教師會 

所以我們老師不要佔國家的便宜，也不要佔世代的便宜。 

https://youtu.be/c3CZXCnCVds?t=56m38s 

張旭政 105年 8月 17日新台灣加油 

 

全教總反對改革的三個條件：1. 繳的足夠 2. 基金不會破產  3. 勞工領 5-6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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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旭政  106年 6月 29日 新聞面對面 

https://youtu.be/a0xS8u5tmXc?t=1h18m32s
https://youtu.be/kl1Ri4n3Fy0?t=52m11s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tRY-jCficURr06hgvhIcgA
https://youtu.be/c3CZXCnCVds?t=56m38s
https://youtu.be/kF3VsBPpsz4?t=1h14m2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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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教總(全教會)為何誤導教師自慚形穢！？為何以錯誤謬論誤導老師領太

多、勞工領太少！？為何協同民進黨分裂職群、進行職群鬥爭！？這樣如何維

護教師尊嚴！？如何捍衛教師權益！？ 

延伸閱讀 

1. 勞保 PK 公保，誰完勝？？      http://blog.udn.com/frank002/65695732  

2. 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  及 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  

https://www.bli.gov.tw/sub.aspx?a=2fJJ92KdPgw%3D  

3. 勞保老年年金給付試算                https://www.bli.gov.tw/cal/oldpay.asp  

4. 勞工個人退休金試算表(勞退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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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log.udn.com/frank002/65695732
https://www.bli.gov.tw/sub.aspx?a=zuVFOXiCG9M%3d
https://www.bli.gov.tw/sub.aspx?a=uyDH38mCe%2fM%3d
https://www.bli.gov.tw/sub.aspx?a=2fJJ92KdPgw%3D
https://www.bli.gov.tw/cal/oldpay.asp
https://calc.mol.gov.tw/trial/personal_account_fram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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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配合綠政府 

1 版本一致 

全教總(全教會)吳忠泰與民進黨的密切配合，淵源已久，尤其是吳忠泰當全

教總(全教會)理事長時期，對民進黨全力相挺，曾引發基層教師的不滿抗議。 

 

當時，全教會(全教總)理事長吳忠泰表示，全教會的立場就是全力配合民進

黨蘇揆(蘇貞昌)。 

 

工會有三權--結社權、談判權、爭議權，應與資方平等協商、抗爭權益，全

教總(全教會)卻說工會沒有立委就不能協商！？全然喪權辱師，有違工會天職！ 

 

全教總 101 年 9 年 22 日通過教師年改自砍方案，102 年民進黨當然採用。

因此，民進黨與全教總的年改版本幾乎一致。 

台中縣教師會理事長楊振標表示，全教會理事長吳忠泰兩年任期內，不斷配合執政

黨，包括 12年國教、零體罰立法與教師退休 18%等議題明顯倒向政府，枉顧全國教師權益。

他認為，為了讓基層教師有效表達意見，全教會應對重大議題進行教師公投，由所有教師

決定政策方向。            https://groups.google.com/forum/#!topic/yotu/GyRxDMcKYNY 

2007年 03月 17日 地方:全教會背棄基層教師 

 
(抗議教師)痛批全教會「惡霸」，基層教師在會場門口爆發口角。基層教師代表：「你

們用會員代表大會強姦民主，把 20萬老師權益全部犧牲掉！」基層教師代表：「不要只保

一個蘇貞昌！」                             https://news.tvbs.com.tw/politics/331127  

2007年 03月 17日 TVBS 批全教會挺蘇 基層教師爆口角 

吳忠泰下午接受訪問時則表示，以蘇揆的個性，只要宣示做一件事，就是要做到好為

止，既然蘇揆宣布推動十二年國教，站在全教會立場，當然是協助政府將政策做到盡善盡

美。                              http://www.epochtimes.com/b5/7/3/16/n1648245.htm 

2007年 03月 16日 大紀元 全教會挺政府政策 縣市教師會：犧牲基層權益 

民進黨幹嘛跟我們協商？ 我們也不過就是一個民間團體，連一個立委都沒有啊！ 

                         https://youtu.be/kF3VsBPpsz4?t=4m37s  

張旭政 106年 6月 29日 新聞面對面 

https://groups.google.com/forum/#!topic/yotu/GyRxDMcKYNY
https://news.tvbs.com.tw/politics/331127
http://www.epochtimes.com/b5/7/3/16/n1648245.htm
https://youtu.be/kF3VsBPpsz4?t=4m37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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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萬億簡報「我國 2013 年的年金改革為何不成功?」民進黨年改建議和全教總方案內容一致。 

不僅如此，民進黨版本提出教師請領年金年齡延到 65 歲，以後再跟著勞工

一起延後，而當時教師團體(全教會/全教總)就支持民進黨的作法 (102 年全教產

尚未成立) 。 

 

林萬億「我國 2013 年的年金改革為何不成功?」簡報 64 頁，教師請領年金要延到 65 歲以後 

 

 

林萬億：最後這張表(82頁)是我畫出來的。… 教師團體支持民進黨的作法。 

                        https://youtu.be/Ts1dc3fP0w8?t=1h28m16s 

林萬億 104年 5月 14日 台灣的年金改革─無可迴避的政治與社會工程 

https://youtu.be/Ts1dc3fP0w8?t=1h28m16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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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萬億「我國 2013 年的年金改革為何不成功?」簡報 82 頁，全教總(全教會)支持民進黨 

102 年 4 月 23 日在民進黨面對公教年金改革座談會中，林萬億提到教師退

休制應比 90 制還要延後，吳忠泰在旁也無動於衷，毫無異議。 

 

 

民進黨 Openstudio2013 系列一第一場面對公教年金改革 

102 年 5 月民進黨提出年金改革草案，主張教師所得替代率降為 60%~70%，

年金請領年齡延到 65 歲，均俸 12 年，給付基數降為 1.7 倍(原本 2 倍)。當時全

教總(全教會)副理事長吳忠泰沒有任何反對，沒有抗議教師 65 歲起支，沒有抗

議給付基數降低，反而還以莫名其妙的理由給予三點肯定！？ 

林萬億：(教師)退休年齡雖然從 85到 90制，還是不夠。領取年金的年齡還是非常長。

和勞工差 7~8歲，財務結構不穩定。這須要去調整。 (全教總吳忠泰在旁靜聽、沉默) 

https://youtu.be/a0xS8u5tmXc?t=1h22m29s 

102年 4月 23日 民進黨 Openstudio2013系列一第一場面對公教年金改革 

https://youtu.be/a0xS8u5tmXc?t=1h22m29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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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怪，台獨大老張獻忠會批評全教總(全教會)張旭政、吳忠泰等隨統治者的

魔咒起鬨，是向統治者屈膝承歡之徒。 

 

 

延伸閱讀 

1. 林萬億 我國 2013 年的年金改革為何不成功？  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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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全教總對於年金改革的基本立場                https://goo.gl/kaCGVX  

 

民進黨年金改革小組昨討論黨版年金改革草案，研訂不分舊、新制或新進的軍公教

退休人員所得替代率，調整為六十％至七十％，內含十八％優惠存款利息，年金給付的

薪資基數調降為本俸一．七倍… 

 

民進黨版也主張，退休軍公教的年金請領年齡延到六十五歲，退休俸計算基準調為

最後在職十二年，都與勞工相同… 

 

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副理事長吳忠泰表示，經過小組討論，全教總認為民進黨的

版本有三點值得肯定，第一是世代之間責任分攤較公平，分段救、分段改，沒有欺負年

輕公教人員；第二是尊重已發生年資，且對月退休金等有入法的尊重優先於公保優存，

改革順序較合理；第三是沒有選擇性改革，沒有對特定對象狠砍或放水，希望行政部門

放下本位心態，各黨和各族群代表能坐下來談。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677929  

102年 5月 10日自由時報 

張獻忠強調，【全教總】（全國教育總工會）張旭政，吳忠泰等隨統治者的魔咒走哄，

真令人不寒而慄，杏壇因存在如此向統治者屈膝承歡之徒，無怪乎杏壇喪鐘怨響四起，也

同時寵壞了統治者的囂張乖戾，所以年金若是破產，不是統治者 A去就是腦殘無能的結果。 

http://blog.udn.com/rawakau/75089200  

105年 9月 3日 民眾日報 

http://140.112.177.119/seminar/sem-paper/103_2/1040514.pdf
https://goo.gl/kaCGVX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677929
http://blog.udn.com/rawakau/7508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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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年金改革大聯盟  

104 年 9 月 9 日，總統大選前，全教總(全教會)與許多對軍公教不友善的團

體，組成年金改革大聯盟，提出四點訴求，便利民進黨推動年金亂改。 

  

 

104.09.09 全教總與其他對師不友善的團體成立年金改革大聯盟 

 

吳忠泰：提出四點訴求--選前不加碼、選後不迴避、召開協商平台、討論公開透明。 

 https://youtu.be/4hB4rD3-2d0?t=2m10s  

104年 9月 9日 年金改革大聯盟成立記者會 

https://youtu.be/4hB4rD3-2d0?t=2m1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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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金改革大聯盟於 104 年 9 月 30 日拜會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輸誠納

貢，蔡英文則欣然接受。 

 

  

總統大選後，年金改革大聯盟成員王榮璋、吳玉琴立即當選為民進黨不分

區立委，而葉大華則成為文化部中央廣播電台董事會董事。後來，王榮璋、傅

從喜、葉大華、孫友聯更成為年改會委員。 

檢視全教總的盟友們，王榮璋、吳玉琴、傅從喜、葉大華、孫友聯... 皆對

教師年改不友善。 

全教總(全教會)盟友王榮璋認為教師工作不辛苦，主張教師年資 35 年可退

休，但請領月退年齡應為 65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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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youtu.be/QVn3r9N_lW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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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youtu.be/QVn3r9N_lWM?t=4m52s  

104年 9月 30日林萬億陪同年金改革大聯盟拜會總統候選人蔡英文 

民進黨立委 王榮璋：年金保險的這一個部分的請領的時間應該是一致的基本原

則，…，老師的這個部分，就我們大家的印象跟就是說了解，是不是有特別的辛苦，呵呵

呵…我想這個可以受公評。                  https://youtu.be/hmo8vZugCWM?t=1m13s  

105年 10月 5日 公視中晝新聞  

https://youtu.be/QVn3r9N_lWM
https://youtu.be/QVn3r9N_lWM?t=4m52s
https://youtu.be/hmo8vZugCWM?t=1m1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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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教總(全教會)盟友王榮璋主張教師應該 65 歲請領月退 

全教總(全教會)盟友吳玉琴說，年金改革要從軍公教開始，軍公教的所得替

代率 100%。 

 

全教總(全教會)盟友孫友聯表示，高階公教退休金還是高。 

 
https://youtu.be/2HU1Go2aHVQ  

106年 1月 21日 民視 

吳玉琴提到，…如果要改革，大家覺得應從最不公平的軍公教改起… 

 

吳玉琴強調，在各國制度來講，沒有退休的年金所得替代率是 100%的，工作跟退休後

領的錢差不多，而台灣軍公教是退休得早又領得長，所得替代率又高，本來就該改革。 

http://www.epochtimes.com/b5/15/10/11/n4547749.htm  

104年 10年 11月 大紀元 

https://youtu.be/2HU1Go2aHVQ
http://www.epochtimes.com/b5/15/10/11/n454774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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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教總(全教會)盟友傅從喜則說自己(大學教師)的退休金太多，對年輕人於

心不忍。 

 

全教總(全教會)盟友葉大華在第十六次年改會，提出所有的領取年齡，應該

是在 65 歲，甚至說教師早退，退休後福利待遇更好，實在誤導視聽、傷害教師。

全教總(全教會)盟友葉大華建議，如果教師請領資格延到 65 歲，若小學教師體

力不能負荷，就鼓勵轉業！?一昧砍殺教師。 

 

 

  
全教總(全教會)盟友葉大華在年改會發言，要求教師 65 歲退休 

傅從喜投影打出他的薪資單，…他可以每個月領五萬六千四百九十六元年金，「一直

領到我死」；然後太太可以接著領半額到終身。 

「誰來說服我，這樣是合理的？」他對年輕人，「於心不忍啊」。 

http://m.match.net.tw/pc/news/headline/20160902/3706128  

105年 9月 2日 聯合新聞網 

 

在我上一次的給付的提案裡面，其實也支持說應該所有的年金給付領取資格應該是 65

歲。…我們應該要去思考…領取資格跟退休年齡是不是應該脫鉤。 

    https://youtu.be/uV8myuMqgAg?t=1h18m30s  

 

中小學老師他提早退休，是因為他退休會比她在職的時候，可能有比較好的薪資福利。                              

https://youtu.be/uV8myuMqgAg?t=1h19m58s 

 

為了避免資深教師…因為延退造成佔缺的問題，讓年輕教師進不來…若領取資格到 65

歲…中小學教師希望延後退休，會不會造成師資流動上的停滯?...小學教師的確有年齡上

跟體力上要考慮帶班的問題，那鼓勵早退，之後的專業措施輔導應該怎麼作… 

https://youtu.be/uV8myuMqgAg?t=1h21m8s 

葉大華 105年 10月 13日 總統府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第十六次會議 

http://m.match.net.tw/pc/news/headline/20160902/3706128
https://youtu.be/uV8myuMqgAg?t=1h18m30s
https://youtu.be/uV8myuMqgAg?t=1h21m8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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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教總(全教會)盟友葉大華還說體罰學生的老師，應剝奪其年金。請問，勞

工有工作疏失，可以剝奪其年金嗎?  葉大華實在仇師太甚！ 

 

而且，在 2016 年總統立委大選前，全教總(全教會)六地方工會，表態支持

綠社盟(綠黨與社民黨的結盟)，而葉大華就是社民黨的不分區立委。 

 

  

全教總(全教會) 六地方工會支持盟友葉大華選立委 

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秘書長葉大華建議，未來確認嚴重體罰學生的老師，應

視為不適任教師，將他們解聘、剝奪其年金、為國庫省錢。 

https://video.udn.com/news/579941  

105年 10月 16日 聯合影音網 

選戰將至，南投縣、彰化縣等教師工會今召開記者會，聯名支持綠黨社會民主黨聯盟

的立委候選人，盼民眾支持。 

 

今召開記者會包括南投縣教育產業工會、彰化縣教師職業工會、嘉義縣教師職業工

會、台南市教育產業工會、高雄市教師職業工會、屏東縣教育產業工會等。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60109/771134/  

105年 1月 9日 蘋果日報 

https://video.udn.com/news/579941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60109/77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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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民黨主張砍軍公教年金、年改節省經費不得挹注退撫基金！這就是全教

總(全教會)的盟友！ 

 

 

社民黨召集人范雲認為，公教人員領月退者 18%應 2年歸零，30年資的所得替代率應

分 5年從 75％降到 60％，而月退起支年齡比照勞工 115年起 65歲才能申請退休。 

 

范雲批評，本次年金改革後，中央政府所節省之 18%與舊制退休金，依照條文規定將

全部挹注退撫基金，這樣的作法社民黨絕對不能接受。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7-06-15/89365 

106年 6月 15日 新頭殼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7-06-15/89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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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與民進黨、段宜康好融洽 

這次年金改革，民進黨立委段宜康對公教十分不友善，狠砍公教、主張 18%2

年歸零、所得替代率遞減由 15 年改為 5 年，支持 2 萬 2 千元樓地板，年改省下

經費不該挹注退撫基金…是最為苛刻的版本。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70510/921347.htm  

106年 5月 10日 東森新聞雲 

  

https://news.tvbs.com.tw/fun/725731  

106年 5月 8日 TVBS新聞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70510/921347.htm
https://news.tvbs.com.tw/fun/725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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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6 月 15 日 全教總拜會民進黨 

面對這樣狠砍軍公教的政治人物，全教總(全教會)卻和馬英九時期的兇悍抗

爭、大聲譴責，完全不同！不僅彬彬有禮、微笑拜會，更是溫良恭儉讓、不曾

造次。全教總(全教會)面對民進黨狠砍，還能和民進黨總召柯建銘排排坐、微微

笑，真不愧是工會的奇葩。 

全教總(全教會)如此懦弱不威、唯唯諾諾？難怪教師年改結果幾乎完全比照

段宜康版本！反觀軍人團結、堅定抗爭，段宜康就毫無作用。全教總(全教會)

怎會如此軟弱無力、喪權辱師、毫無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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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與民進黨密室協商延退 58 歲 

106 年 6 月 28 日，全教產在立院外，炎炎烈日下，街頭上辛苦抗爭，並頻

頻與立院內國民黨團不斷聯絡，力保教師 55 歲起支。此時，各地方工會就要聯

合家長協會召開記者會，堅定要求教師 55 起支。 

 

立法院國民黨團主張，高中以下教師退休金應以 55 歲起支。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113260  

106年 6月 27日 自由時報 

 
中小學教師月退年齡 58 歲，全中教、全校協、全教產都反對。全教產在立院外抗議。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114549  

106年 6月 28日 自由時報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113260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114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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豈料，全教總(全教會)理事長張旭政卻在立院內，舒服的冷氣房中，與民進

黨密室協商，達成教師 58 歲可起支月退的協議，隨後並在民進黨眾多立委擁簇

下，共同召開記者會。 

 

民進黨團幹事長葉宜津（右）率黨團成員偕全教總理事長張旭政（左）共同宣

布，中小學教師年改退休起支年齡由 60 歲改為 58 歲。會後兩人握手致意。 

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1114310  

106年 6月 28日 自由時報 

 

立法院民進黨團和全教總昨共同舉辦記者會，同意中小學教師退休金起支

年齡從 60 歲下修到 58 歲。但全教產批是密室協商，仍堅持應 55 歲。 

https://udn.com/news/story/10903/2550389  

106年 6月 28日 聯合新聞網 

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1114310
https://udn.com/news/story/10903/2550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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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知全教總(全教會)卻背叛倒戈，讓所有還在為教師 55 歲起支奮戰的戰友，

錯愕萬分！國民黨立委盧秀燕痛斥，全教總極少數領導人，擅自密室協商，違

反與背叛基層教師的付託。 

 

輿論譁然，教師反彈，全教總(全教會)不知反省，2 天後竟然還召開記者會

誣賴全教產黃耀南散播謠言。 

 

張旭政說，…黃耀南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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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70630/2583302  

106年 6月 30日 今日新聞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70630/2583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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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資 29 年的退休金為 48021 元，不就是 4 萬多嗎？黃耀南何錯之有？全教

總(全教會)不去對抗砍殺教師的民進黨，卻誣告堅守教師權益的全教產散播不實

謠言！？全教總(全教會)真不愧是迎合資方的御用工會！ 

 
全教總（全教會）理事長張旭政 30 日痛批全教產理事長黃耀南認知錯誤，非常離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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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 6月 30日 今日新聞 

 
全教產 與全教總 比一比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70630/2583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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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搶功不手軟、自我錯亂與欺騙教師 

 

全教總(全教會) 成功爭取事項，諸多搶功、自我錯亂與欺騙 

https://www.facebook.com/NFTU.teacher/posts/1477515838938535  

全教總 FB 

全教總(全教會) 似乎向來就是騙師搶功、割稻尾的高手！？全教總(全教會)

表列 9 大功勞，真是太自我謬讚、太大言不慚了。全教產多次街頭抗爭、召開

記者會、年改會全力捍衛教師權益，才是真的。 

舉例來說，考試院於 106 年 3 月 21 日提出 10 年均俸方案，是全教產在 10

天內連送 3 次陳情書的成果，全教總(全教會)羅德水卻立馬公告是全教總積極爭

取的；其實，早在 105 年 10 月 15 日在台中，羅德水就已經預先宣傳行政院年改

會 15 年均俸的方案了！全教總(全教會)毫無作為，為匪宣傳，還好意思搶功？ 

https://www.facebook.com/NFTU.teacher/posts/1477515838938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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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全教總(全教會)宣稱成功爭取公保一次給付與 58 歲起支，真相是，全

教總(全教會)早就宣導要公保年金化，與 60 歲起支。 

 

https://goo.gl/dC9M7D   

 105年 10月 31日 批踢踢實業坊 

其實，全教產召開二次記者會後，教育部及銓敘部立即宣告公保仍保留

一次給付。另全教產召開多次記者會、在立院外抗爭，爭取教師起支年齡降

至 55 歲，本可成真，卻因全教總(全教會)與民進黨密室協商，而定為 58 歲。 

https://goo.gl/dC9M7D
https://goo.gl/dC9M7D%20105年10月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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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育嬰留停併入年資，全教總要求採計修法前育嬰留職停薪年資。 

 

真相是，全教總(全教會)吳忠泰之前曾在記者會中，並不認同對育嬰留停計

入退休年資。 

 

全教總(全教會)也要求保留新舊制教師的年資補償金。 

 

真相是，全教總(全教會)用一堆黃金譬喻新舊制的補償制度，不認同新舊制

教師領多，還行文給特偵組追究制度設計者的刑事責任！全教總(全教會)認為新

舊制退休者都是坐擁一堆黃金的富豪了嗎？怎麼後來還反而要求保留年資補償

金呢？ 

 

102年時候，全教總行了一個文給特偵組，認為這中間(84年公教退撫改革)可能有貪

瀆問題… 如果我們一個小康的家庭，家庭本來生活是愉快的，沒有過多的積蓄，但是也

沒有家裡會入不敷出。但是有一天晚上，突然有人不知道為什麼，在你家門口放了一堆黃

金，到了半夜的時候，人家來按門鈴了，(問)你們家為什麼有這麼多黃金?對不起，不是

我去搶的，不是我去拿的，請查清楚，誰放在我家門口。 

https://youtu.be/hb7S2MciywU?t=4m41s 

吳忠泰 105年 8月 26日 新台灣加油 

 

4.要求採計修法前育嬰留職停薪年資：…值此少子女化鼓勵生育養育之際，申請育嬰

留職停薪者，乃肩負培育國家人才，延續民族之命脈之重任，應修法採計渠等退休年資。 

http://www.nftu.org.tw/news/news_view.aspx?NewsID=20170302120747D264  

106年 3月 2日全教總 官網 

甚至針對有人要提公教人員他的育嬰留職時間要算入退休年資這件事情我們都表達

不以為然的看法。                          https://youtu.be/rANbNs8NyNo?t=22m10s  

吳忠泰 105年 5月 25日 全教總 記者會 

5.要求在職、已退者改革標準一致：全教總主張改革標準應該一致，補償金一次給付

應與已退者相同，建議給予符合現行法制規定者一次領回…。 

http://www.nftu.org.tw/news/news_view.aspx?NewsID=20170302120747D264  

106年 3月 2日全教總 官網 

https://youtu.be/hb7S2MciywU?t=4m41s
http://www.nftu.org.tw/news/news_view.aspx?NewsID=20170302120747D264
https://youtu.be/rANbNs8NyNo?t=22m10s
http://www.nftu.org.tw/news/news_view.aspx?NewsID=20170302120747D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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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教總(全教會)認為新舊制領太多，發文究責，還形容新舊制教師擁有一堆黃金 

矛盾的是，支持亂改的全教總(全教會)竟然還告訴會員如何年金訴訟。全教

總地方工會高雄市教師職業工會還說要代表訴訟，全體受惠，完全缺乏法律常

識。這是自我錯亂，詐騙到底？還是意圖對年金司法訴訟大業搞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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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acebook.com/NFTU.teacher/posts/1642257875797663  

全教總 FB 

 

高教職支持年金亂改、又要訴訟。是自我錯亂嗎？還以錯誤法律論述，是蓄意誤導嗎？ 

https://goo.gl/YUhir1  全教總地方工會 高雄市教師職業工會 

https://www.facebook.com/NFTU.teacher/posts/1642257875797663
https://goo.gl/YUhi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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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扯後腿 

全教總(全教會)始終支持年金亂改，頻頻扯全教產後腿。 93 反汙名遊行，

還發公文、開記者會、上節目聲明不支持、不認同。全教總大動作扯後腿，是

藉此昭告清白、諂媚主人嗎？ 

   

全教總不支持 93 遊行，頻頻扯後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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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退出年改會 

全教總(全教會)於 9 月 7 日退出年改會。代表教師族群的教師工會，不奮戰

到底，為工會會員喉舌，卻中途怯場、棄械脫逃。也許是因為年改會內，已經

有很多全教總(全教會)的砍師盟友如葉大華、王榮璋、傅從喜、孫友聯，全教總

(全教會)幫也不是，批也不是，所以就先落跑退出，免得露餡嗎？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60907/2231139  

105年 9月 7日 今日新聞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60907/223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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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稱年改是會員的最佳利益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119400   106年 7月 3日 自由時報 

上圖可知，這次年改，已退教師少領；在職教師不只少領、還要多繳、延

退，全部世代皆受害。然而，全教總(全教會)理事長張旭政卻說，這是會員的最

佳利益。 

 

工會，是受僱者權益保障的最後防線。如果防線失守，無良資方會毫不

猶豫的掠奪勞方的資產。全教總(全教會)，不認真研究國際範例，盡心盡力

思索有利所有世代會員的策略，卻刻意輕忽雇主責任、迎合政府作世代職群

鬥爭、土法煉鋼產生災難方案、結盟對教師不友善的人傷害會員、最後還要

洗腦老師，爭功諉過，說年改是為了維護會員的最佳利益。全教總(全教會)

自砍教師權益、任由政府踐踏教師尊嚴和剝奪財產，還有存在的價值嗎？ 

(張旭政引用)工商時報的社論說，年改公教人員是最大受益者。 

https://youtu.be/kF3VsBPpsz4?t=13m31s  

張旭政：我們為了維護會員的最佳利益。 

https://youtu.be/kF3VsBPpsz4?t=14m3s 

張旭政 1060629 新聞面對面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119400
https://youtu.be/kF3VsBPpsz4?t=13m31s
https://youtu.be/kF3VsBPpsz4?t=14m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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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經典語錄 

(一) 工會理事長，你也幫幫忙 

 

 

(二) 不要說我領很多、有一堆黃金 

 

 

 

我們公開舊制老師領這麼多。我們行文給特偵組和監察院，要追究政治人物和公務人

員的圖利罪。                              https://youtu.be/a0xS8u5tmXc?t=1h14m51s 

 

63年因為石油危機通貨膨脹，經國先生加了優存的紅包，忘了取消改正。…我們行文

給特偵組和監察院，這是我們對自己受益或潛藏受益的負責任態度。 

https://youtu.be/a0xS8u5tmXc?t=1h15m33s 

吳忠泰 102 年 4 月 23 日民進黨 Openstudio2013系列一第一場面對公教年金改革 

 

102年時候，全教總行了一個文給特偵組，認為這中間(84年公教退撫改革)可能有貪

瀆問題… 如果我們一個小康的家庭，家庭本來生活是愉快的，沒有過多的積蓄，但是也

沒有家裡會入不敷出。但是有一天晚上，突然有人不知道為什麼，在你家門口放了一堆黃

金，到了半夜的時候，人家來按門鈴了，(問)你們家為什麼有這麼多黃金?對不起，不是

我去搶的，不是我去拿的，請查清楚，誰放在我家門口。 

https://youtu.be/hb7S2MciywU?t=4m41s 

吳忠泰 105年 8月 26日 新台灣加油 

 

吳忠泰下午接受訪問時則表示，以蘇揆的個性，只要宣示做一件事，就是要做到好為

止，既然蘇揆宣布推動十二年國教，站在全教會立場，當然是協助政府將政策做到盡善盡

美。                              http://www.epochtimes.com/b5/7/3/16/n1648245.htm 

2007年 03月 16日 大紀元 全教會挺政府政策 縣市教師會：犧牲基層權益 

民進黨幹嘛跟我們協商？ 我們也不過就是一個民間團體，連一個立委都沒有啊！ 

                         https://youtu.be/kF3VsBPpsz4?t=4m37s  

張旭政 106年 6月 29日 新聞面對面 

https://youtu.be/a0xS8u5tmXc?t=1h14m51s
https://youtu.be/a0xS8u5tmXc?t=1h15m33s
https://youtu.be/hb7S2MciywU?t=4m41s
http://www.epochtimes.com/b5/7/3/16/n1648245.htm
https://youtu.be/kF3VsBPpsz4?t=4m37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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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退休就陰陽兩隔了，長壽真不幸！？ 

 

(四) 我年輕，但不要一直硬推我去救基金缺口 

 

(五) 我被惡改了，還說是最佳利益 

 

(張旭政引用)工商時報的社論說，年改公教人員是最大受益者。 

https://youtu.be/kF3VsBPpsz4?t=13m31s  

張旭政：我們為了維護會員的最佳利益。 

https://youtu.be/kF3VsBPpsz4?t=14m3s 

張旭政 1060629 新聞面對面 

 

現在的制度，現職要為基金缺口承擔責任。   https://youtu.be/7XGo-64STKA?t=1m35s  

 

提撥不足，要年輕人承擔，叫世代掠奪。    https://youtu.be/7aDZwYR8yVY?t=11m34s  

張旭政  105年 7月 31日 正晶限時批 

 

張旭政：如果不讓基金破產，要用最適費率來繳…，請問在職的能接受嗎? 

https://youtu.be/c3CZXCnCVds?t=1h27s 

 

你的長壽是個人和家族的福氣，對基金是最大的不幸。 

 

繳的人本來是我們(在職的)這一國，他如果哪一天申請退休了，就變成另外一國，從

此以後陰陽兩隔，繳的人不能領，領的人不用繳， 所以你所祝福的，你還出三百塊、五

百塊請他去吃飯的那些人，你不知道他就變成這樣子，從此我們陰陽兩隔。 

唉！悲哀喔！                            https://youtu.be/kl1Ri4n3Fy0?t=42m9s 

吳忠泰 104年 12月 19日【從待遇到年金】專題座談會 

 

結果領的不用繳，繳的不能領，退休後會遭同事怪怪的眼睛，很悲哀。  

        https://youtu.be/O6YeVhBmD8Q?t=18m43s  

吳忠泰 105年 10月 1日 全教總年金講座@樹中  (上) 

https://youtu.be/kF3VsBPpsz4?t=13m31s
https://youtu.be/kF3VsBPpsz4?t=14m3s
https://youtu.be/7XGo-64STKA?t=1m35s
https://youtu.be/7aDZwYR8yVY?t=11m34s
https://youtu.be/c3CZXCnCVds?t=1h27s
https://youtu.be/kl1Ri4n3Fy0?t=42m9s
https://youtu.be/O6YeVhBmD8Q?t=18m4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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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不會投資理財，請閉嘴 

 

(七) 不懂退休制度，也別亂講 

 

 

共同帳戶制是跨代互助，就是上一代的人領，下一代的人繳。 

https://youtu.be/kl1Ri4n3Fy0?t=42m49s 

吳忠泰 104年 12月 19日【從待遇到年金】專題座談會 

 

退撫或勞保，大家都繳少少，領多多。       

https://youtu.be/lbsDikHNT1U?t=1h5m36s 

吳忠泰 106年 1月 23日 新台灣加油 

 

我們台灣退休的提撥率(12%)相較於世界各國的提撥率都太少。 

https://youtu.be/a0xS8u5tmXc?t=1h17m39s 

吳忠泰 102 年 4 月 23 日民進黨 Openstudio2013系列一第一場面對公教年金改革 

基金在世界金融市場上不再有高獲利的機會，誰都沒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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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忠泰 104年 12月 19日【從待遇到年金】專題座談會 

 

因此提撥不足，平均餘命增加、銀行利率愈來越低，當然退撫基金的財務破洞會越來

越大。                                      https://youtu.be/c3CZXCnCVds?t=55m43s 

張旭政 105年 8月 17日 新台灣加油 

 

    基金怎麼可能期望它產生長期的績效?    https://youtu.be/O6YeVhBmD8Q?t=20m20s 

吳忠泰 105年 10月 1日 全教總年金講座@樹中 (下) 

 

如果真的要講績效，其實拿去賭博是最快的。https://youtu.be/nkdB6PBYNcI?t=1m49s 

張旭政 106年 1月 24日 新聞面對面 

https://youtu.be/kl1Ri4n3Fy0?t=42m49s
https://youtu.be/lbsDikHNT1U?t=1h5m36s
https://youtu.be/a0xS8u5tmXc?t=1h17m39s
https://youtu.be/kl1Ri4n3Fy0?t=59m25s
https://youtu.be/c3CZXCnCVds?t=55m43s
https://youtu.be/O6YeVhBmD8Q?t=20m20s
https://youtu.be/nkdB6PBYNcI?t=1m49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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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退撫基金 改錯題與 Q & A 

關於退撫基金，我們就以改錯題與 Q & A ，糾正全教總(全教會)的錯誤，

並解惑退撫基金的常見問題。 

(一) 退撫基金改錯題 

Q1：全教總(全教會) 吳忠泰說： 85 年後的第一代儲金制是高給付、中低費率， 

所以要政府受雇者皆要補繳。這種說法對嗎？          

                                       https://youtu.be/a0xS8u5tmXc?t=31m34s    

A：錯！加拿大安大略教師年金也是從 8%慢慢調升費率到 12%，給付率每年

2%。改革前的基金缺口，完全政府負責撥補填洞。 

 

Q2：全教總(全教會) 吳忠泰說：我們台灣退休的提撥率(12%)相較於世界各國

的提撥率都太少。這種說法對嗎？ https://youtu.be/a0xS8u5tmXc?t=1h17m39s    

A：錯！加拿大安大略教師年金提撥率是 12.3%，因為績效好，107 年提撥率還

下降 1.1%。 

 

Q3：全教總(全教會) 吳忠泰說：(退撫基金)……因為我們強迫他(退撫基金管理

委員會)一定要賺錢，所以很多錢放在定存，所以績效無法支撐我們的未來。  

    這種說法對嗎？                     https://youtu.be/kl1Ri4n3Fy0?t=35m28s 

A：錯！退撫基金績效很差，不是因為保證收益造成的，而是因為法令不周，管

監不當，貪瀆弊案不斷…造成的。 

 

Q4：全教總(全教會) 吳忠泰說：共同帳戶制是跨代互助，就是上一代的人領，

下一代的人繳。是人人餵我 我餵人人。這種說法對嗎？ 

      https://youtu.be/kl1Ri4n3Fy0?t=42m49s    https://youtu.be/c3CZXCnCVds?t=46m55s 

A：錯！退撫基金是儲金制，不是現收現付制，並非是上一代的人領，下一代的

人繳。只要基金績效符合國際標準，就可以自給自足。 

 

 

https://youtu.be/a0xS8u5tmXc?t=31m34s
https://youtu.be/a0xS8u5tmXc?t=1h17m39s
https://youtu.be/kl1Ri4n3Fy0?t=35m28s
https://youtu.be/kl1Ri4n3Fy0?t=42m49s
https://youtu.be/c3CZXCnCVds?t=46m5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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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全教總(全教會) 吳忠泰說：勞工朋友不能多繳，所以繳少領少。這種說法

對嗎？                              https://youtu.be/kl1Ri4n3Fy0?t=52m11s 

A：錯！勞工的勞保給付優於公保。新制勞退，勞工可以自提 6%，最高薪級為

15 萬，超過一般教師。勞工退休金領少，是因為低薪，所以投保少、新制

勞退基金績效差。 

Q6：基金在世界金融市場上不再有高獲利的機會，誰都沒有辦法。這種說法對

嗎？                                https://youtu.be/kl1Ri4n3Fy0?t=59m25s 

A：錯！國際一般退休基金的績效是 7%，台灣許多基金也很賺。 

 

Q7：全教總(全教會) 吳忠泰說：七年以後就是多領的。這種說法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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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錯！以原來 75 制，只要退撫基金績效符合國際標準 7%，則提撥率只要

12.945%，就可以自給自足。全教總(全教會)的說法，是以 3%的績效去計算

的。 

 

基金績效與提撥率息息相關，計入通膨，績效 7%，則教師提撥率只須 12.945% 

 

Q8：全教總(全教會) 吳忠泰說：國家財政不佳，各種危機一起到來，所以退撫

基金不夠領。這種說法對嗎？         https://youtu.be/kl1Ri4n3Fy0?t=59m25s 

A：錯！軍公教退休支出佔國家支出一直平穩漸降，國家財政不佳是遺產稅、營

利稅降低、財政紀律差造成的，而且退撫基金和國家財政無直接相關，只要

退撫基金績符合國際標準，就可自給自足。 

 

https://youtu.be/kl1Ri4n3Fy0?t=52m11s
https://youtu.be/kl1Ri4n3Fy0?t=59m25s
https://youtu.be/kl1Ri4n3Fy0?t=59m25s
https://youtu.be/kl1Ri4n3Fy0?t=59m25s


你應該知道的真相 49 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 

Q9：全教總(全教會) 羅德水說：因為提撥不足 現在的制度，現職要為基金缺

口承擔責任。這種說法對嗎？          https://youtu.be/7XGo-64STKA?t=1m35s 

A：錯！基金缺口，主因是政府管監不當，要由政府負責。現在的制度，政府有

最後給付責任。全教總(全教會)不要硬說現職要負責。 

 

Q10：全教總(全教會)張旭政說：新基金要重新設計提撥率，採足額提撥。這種

說法對嗎？                      https://youtu.be/7aDZwYR8yVY?t=12m21s  

A：錯！應該要先改革管監制度，否則基金績效還是低，會有超高提撥率，足額

提撥費用很高。 

 

Q11：全教總(全教會)張旭政說：提撥不足，要年輕人承擔，叫世代掠奪。這種

說法對嗎？                      https://youtu.be/7aDZwYR8yVY?t=11m34s  

A：錯！應該是績效不足，要政府承擔，才是公平正義。全教總(全教會)說世代

掠奪，就是作世代鬥爭。 

 

Q12：全教總(全教會) 張旭政說：銀行利率愈來越低，當然退撫基金的財務破

洞會越來越大。這種說法對嗎？      https://youtu.be/c3CZXCnCVds?t=55m43s 

A：錯！退撫基金不是只靠定存獲利，而是要靠投資收入。 

  

 

Q13：全教總(全教會) 張旭政說：新制的(教師)，不多繳、不少領，請問改了甚

麼? 還需要年金改革嗎? 這種說法對嗎？ 

                                       https://youtu.be/iEWQpZqu7vg?t=2m21s  

A：錯！年金改革，不是等於多繳、少領、延退，而是提升基金績效、改革基金

管監制度。純新制教師的提撥與給付已經合理，不應該再被改革。 

Q14：全教總(全教會)吳忠泰、張旭政都說：退撫基金收支逆轉，只會越來越糟。

這種說法對嗎？                    https://youtu.be/O6YeVhBmD8Q?t=1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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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錯！全教總的統計資料，不含投資收益，當然只會越來越糟。加拿大安大略

教師退休基金在早在 1995 年就收支逆轉了，但藉著改革基金管監制度，基

https://youtu.be/7XGo-64STKA?t=1m35s
https://youtu.be/7aDZwYR8yVY?t=12m21s
https://youtu.be/7aDZwYR8yVY?t=11m34s
https://youtu.be/c3CZXCnCVds?t=55m43s
https://youtu.be/iEWQpZqu7vg?t=2m21s
https://youtu.be/O6YeVhBmD8Q?t=14m
https://youtu.be/C1B9sTvin68?t=17m1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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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績效提升，即可用投資收益平衡少子化、高齡化的不足，基金淨值穩定

成長。 

  

全教總(全教會)張旭政以不含收益的圖，說明收支逆轉。 

 

Q15：全教總(全教會)吳忠泰說：如果你堅持要領自己的錢，就要用私校退撫的

個人帳戶制。這種說法對嗎？         https://youtu.be/O6YeVhBmD8Q?t=18m9s 

A：錯！退撫基金是確定給付制，私校退撫是確定提撥制(個人帳戶制)，都是集

眾人資金去投資獲利以給付退休金，都是自己在領自己投資的錢。確定給

付制是固定給付，政府有最後給付責任；確定提撥制則由基金績效決定收

入，但政府不負給付責任。 

https://youtu.be/O6YeVhBmD8Q?t=18m9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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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退撫基金 Q & A 

Q1：全教總提出的新基金是確定給付制嗎？ 

A：新基金如果是確定給付制，還是由政府胡亂管監的話，所遇到的困境就會跟

舊退撫基金一樣，依然績效很低，還是會破產。那又何必分段改、分段救？

應該全部教師團結，要求一起改、一起救，更有力。 

 

Q2：新基金是確定提撥制，好嗎？ 

A：確定提撥制能否成功，關鍵在管監制度是否健全，投資績效能否達到國際標

準。如果確定提撥制的退休基金仍然由政府管理，以目前政府各基金的低績

效表現，確定提撥制只會更糟。 

 

Q3：退休基金採行政法人制，好嗎？ 

A：當然不好。行政法人還是由政府管監基金運作，而且用人彈性更大，運作不

透明，政治黑手更容易介入，更易產生貪瀆的危機。 

 

Q4：退休基金採財團法人制，好嗎？ 

A：退休基金的建全取決於能否禁絕政治力介入退休基金運作。加拿大、瑞典都

有立法禁絕政治黑手介入退休基金運作，所以退休基金績效良好。反觀台灣

的財政紀律差，金融法令不健全，洗錢防制落後。金管會可以由政治律師擔

任、兆豐案以台灣的寬鬆法令查無不法，57 億鉅額賠款全民買單、金融掏

空弊案頻頻發生、現行財團法人法尚未成熟，更沒立法禁絕政治力介入退休

基金的運作。所以退休基金財團法人化能否擺脫政治黑手，還需要觀察。 

 

Q5：要如何提升退休基金績效呢？ 

A：以目前的法令規範下，可行的是退撫基金增加委外經營的比例，減少自營的

比例。目前退撫基金委外經營的績效遠超過自營、委託費用低，符合國際

OECD 對退休金經營成本的要求、而且委託國外的專業基金公司，可分散投

資風險。長期來看，還是必須要參考國際範例，制定專業而透明的管監法令

與制度，禁絕政治力或權貴的貪瀆，徹底保障受僱者退休金的權益，才能提

升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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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退休基金的缺口，誰應該負責呢？ 

A：政府要負責。管理、監理都是由政府掌控，管監不當導致績效不足，才有基

金缺口，當然政府要負責。加拿大安大略教師退休基金，改革前的基金缺口，

也是由政府負責，逐年補足。台灣私校退撫改制前的基金缺口，也是由政府

負責補足。絕不是全教總(全教會)所說的，要年輕人負責，要全部世代老師

來負責。 

 

 

全國教師們！ 

 

這一次，要覺醒！退出全教總！ 

 

下一波，要團結！加入全教產！ 

 

所有世代的教師團結在一起！ 

 

反抗年金惡改，共同爭取老年經濟的安全！ 

 

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 敬上 
 

關於退撫基金的破與立，歡迎申請全教產各地方工會的年金講座，作

更深入完整的了解。  https://goo.gl/72LrPj  

https://goo.gl/72LrP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