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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序論 

隨著台灣人口結構的逐漸老化與少子化，我國老人扶養比例不斷攀升，再加

上金融市場利率持續走低，又碰到金融風暴的突襲，造成我國社會保險基金與退

休基金未來可能面臨前所未有的破產危機。面對這些日益嚴重的風險，如何做好

退休基金的投資管理與風險管理，以確保我國老年人口能夠得到適足安全的退休

生活保障，是目前政府非常重要的課題。尤其，現行勞保已有超過 1000 萬保障

勞工，但在這次年金改革中，政府並未針對勞保基金的龐大財務缺口提出有效改

善方案。2018 年台灣已正式邁入高齡社會，老年人口突破 14%，面臨老齡化、少

子化雙重挑戰，為了避免未來勞工可能因勞保養老給付下降所帶來的退休金不足

風險，勞工應該自行多準備退休金，因此，在勞退新制下勞工開放自由投資選擇

平台正是一項政府應該積極推動的政策，如此不但可以增加勞退自願提撥比例，

並可提高勞工退休儲蓄投資報酬率。 

確定提撥制的自行選擇投資(自選投資)機制已是全世界的主要發展趨勢，為

了增加我國勞工在勞退新制的退休所得，並尊重參與員工不同的財務狀況與風險

偏好，勞退新制非常需要開放自選投資機制，以專屬基金及多元退休儲蓄商品協

助勞工提升長期勞退基金的投資績效，也可以進一步降低未來勞工整體退休金不

足的風險。 

貳、為什麼勞退新制需要自選投資平台 

目前勞退新制基金是由勞動部基金運用局統一管理，勞工無法自行選擇投資

標的，在此制度下勞工退休金的投資平均收益是由政府保障兩年期定存，此機制

設計雖可以有效降低勞工的投資風險。但因為市場定存利率過低，以過去勞退新

制基金的實際投資績效，可能會造成勞工未來退休金不足的隱憂。政府應該近一

步開放自選投資平台以有效提升投資報酬率，主要原因如下： 

1. 目前制度無法滿足不同勞工退休儲蓄需求：強制規定所有勞工所提撥金

額只能放在由政府統一管理的單一基金中，不但無法使勞工依據自己的

風險趨避程度與距離退休時間之長短作不同的退休投資規劃以分散投資

風險外，也可能無法增加勞工可能獲得較高投資報酬來增加退休所得的

機會。  

3. 保證定存利率無法對抗長壽風險與通膨風險：由於人類的壽命不斷地延

長，通貨膨脹又進而增加民眾未來退休後的生活需求成本，如此將使勞



工們同時暴露在長壽風險與通貨膨脹風險中，許多研究機構的報告指出，

以目前低利率時代的定存報酬率是無法對抗長壽風險與通貨膨脹風險同

時造成的退休成本。  

4. 年輕族群勞工將面對嚴重的退休金不足風險：以目前低利率時代，金融

市場投資報酬率可能偏低，再加上個人帳戶制下政府必須有兩年期定存

的保障，以過去政府基金穩健保守的投資態度，如果長期投資報酬無法

適時地提高，勞工又因經濟景氣不好無法自願性地多提撥，也將可能使

得勞工在勞退新制帳戶下的退休所得替代率偏低，如果退休基金的長期

平均投資績效無法有效提昇，將會造成年輕族群勞工更嚴重的退休金不

足風險。  

5. 目前勞工皆不願意自行提撥：根據勞動部統計資料，現行制度下勞工自

願提撥的比率嚴重偏低，僅約有 6%民眾有自願提撥，相當於只有 40 萬

人提撥，此現象顯示大多數民眾不了解自己退休金有嚴重缺口，也忽略

了自願提撥可能帶來的長期累積退休金的效益。目前許多民眾對政府基

金操作失去信心，而且有錯誤認知，以為勞退基金未來也會跟勞保一樣

會破產，因此造成絕大多數勞工不願意自願提撥。實際上，勞退新制是

屬於確定提撥帳戶制度，完全不會有任何破產問題。另外，勞退自願提

撥不但能享有政府 低利率保證，還有稅負優惠，勞退自願提撥的金額

可以從當年度個人綜合所得總額中全數扣除，稅賦優惠的效果，在 5 或

10 年內或許看不出太大的差異，可是在經過 30 年的複利效果下，兩者

的累積金額在不同報酬率下可以相差到 1.5-2 倍。因此，對勞工而言，及

早開始透過勞退制度多儲蓄退休金確實是有很多好處。  

參、開放勞工自選投資平台對勞工退休所得的影響 

自從勞退新制開辦以來，一直有許多專家與學者建議，若未來勞退新制可以

仿效國外成功經驗開放自選投資平台，讓民眾依據自己的年齡、投資偏好與風險

屬性，選擇專屬的退休理財商品，這樣不但可以增加勞工在勞退新制下的自願提

繳的誘因，也可以提升投資報酬率。開放勞退自選投資平台，可以讓台灣優質專

業的金融機構參與退休金管理業務，以多元專屬退休商品彌補民眾退休金不足，

亦可活絡我國金融保險市場。而且藉由金融機構的參與，可協助推廣理財教育與

自願提撥儲蓄的重要性，因此更可以協助增加勞工退休所得，降低勞工退休金不

足的風險。分析如下: 

一、增加自願提撥對勞工所得提升效果 

表一彙整開放自選投資後，若能增加自願提撥及投資報酬率對勞工的所得提

升效果。舉例來說，一個起始薪資為 30,000 元的勞工，從 25 歲開始工作，60 歲



退休，假設薪資成長率為 1%，在投資報酬率 3%的情況下，如果只有雇主每月提

撥 6%，勞工完全沒有自願提撥的狀況下，勞工 60 歲退休時可以領到約 158 萬退

休金，相當於是每月只能拿到 6,696 元。但是如果勞工願意自願再多提撥 3%，

退休時的退休金就可以增加到 237 萬，相當於每月就有 10,044 元的退休金；如果

勞工願意自願提撥到上限 6%，退休時就可以領到 316 萬的退休金，相當於每月

有 13,392 元的退休所得。由此可見，在相同報酬率下，只增加勞退自願提撥就可

以讓勞工在勞退新制下每月退休所得從 6,696 倍增到 13,392。 

表一 不同投資報酬率與自願提撥率下勞退新制的退休所得給付 

   投資報酬率假設 

   3% 4% 5% 

自

願

提

撥

比

率 

假

設 

0% 

退休帳戶餘額 1,584,911 1,924,678 2,354,965 

等同月退休金 6,696 8,132 9,949 

所得替代率 15.76% 19.13% 23.41% 

3% 

退休帳戶餘額 2,377,366 2,887,016 3,532,448 

等同月退休金 10,044 12,198 14,924 

所得替代率 23.64% 28.70% 35.12% 

6% 

退休帳戶餘額 3,169,820 3,849,356 4,709,932 

等同月退休金 13,392 16,264 19,900 

所得替代率 31.51% 38.27% 46.82% 

註：計算假設情境為 25 歲開始工作，年資合計 35 年並於 60 歲退休的勞工，起始薪資為 30,000

薪資成長率 1%：死亡率假設採用 102 年全國簡易生命表；折現率為 1.64%。 

二、增加自願提撥及投資報酬率對勞工的所得提升效果 

未來若能開放勞退自選投資平台，勞退新制下的投資報酬率也有可能更為提

升，以報酬率為 4%計算，在相同案例下，就算勞工沒有多自願提撥，勞工領到

的退休金也可以從 158 萬增加到 192 萬，相當於每月可領到約 8,132 元；若是勞

工願意多自願提撥 3%，那退休金更可以增加到 288 萬元，相當於每月可以拿到

12,198 元。若是勞工願意再多自願提撥 6%，那退休金更可以增加到 384 萬元，

相當於每月可以拿到 16,264 元。 

如果未來報酬率可以提升到 5%，在相同案例下，就算勞工沒有多自願提撥，

勞工領到的退休金也可以從158萬增加到358萬，相當於每月可領到約10,000元；

若是勞工願意多自願提撥 3%，那退休金更可以增加到 353 萬元，相當於每月可

以拿到 14,900 元。若是勞工願意再多自願提撥 6%，那退休金更可以增加到 470

萬元，如此只靠勞退新制，勞工就可以有將近 50%的所得替代率，相當於每月可

以拿到 19,900 元。由此可見，若開放勞退自選，只靠勞退新制就可以讓勞工在勞

退新制下每月退休所得從 6,696 增加三倍，每月有將近 20000 元的退休金可以用，

這樣也就不用擔心勞保是否會破產了。 



其實，勞退自選投資平台的功能是將民眾的退休儲蓄導引到更好的退休理財

的投資機制中，現在許多民眾在沒有稅賦優惠下，都已經自行進行退休儲蓄，買

基金或買保險，可見大家仍有額外的退休理財需求。但是這些人在退休理財時多

以短期投資為主，也常會因為佣金被理專誤導買錯商品。未來若開放勞退自選機

制，勞工可以依照自己的風險偏好選擇適合自己的退休商品，並享有稅賦的優惠。

政府也會擔任監督的角色，幫勞工在投資標的上做嚴謹的把關，篩選優質的退休

理財商品放在平台上，而且可以用低於市場費用率方式，在投資平台下選擇經政

府篩選後的優質退休的理財商品，同時透過專業的退休教育引導勞工進行長期退

休儲蓄，如此也可以避免民眾投資錯誤或佣金過高的問題，達到增加勞工在勞退

新制下的退休金的目的，相信這樣對勞工應該是會比現行制度更好。 

肆、開放自選投資之投資平台建議 

退休基金協會針對未來勞退新制應如何開放投資選擇，曾經做過多次民調，

並召開許專家座談會，在彙整民調結果以及產、官、學三方專家意見後，初步規

劃出一個較方便直接銜接目前單一基金運作的勞退新制開放勞工自由選擇投資

標的建議平台白皮書，詳細說明如下： 

一、以公民營並存方式可同時滿足不同勞工之投資需求： 

未來勞退新制可以考慮以公民營並存方式進行投資。由於考量有些勞工希望

投資在由政府投資管理的「保證收益基金」中，因此未來的投資選擇平台，除了

保留目前由監理會投資的保證基金模式外，額外再開放民營基金與保險商品作為

投資標的。如此，開放後勞工仍可以選擇留在目前由國庫保證兩年定期存款收益

之基金，勞工權益完全不受影響，只是增加勞工可以自由選擇投資民營商品的投

資選擇，這樣也可以讓希望自由選擇的勞工可以如願選擇政府「保證收益基金」

之外的其他投資標的，而且勞工也可以在民營商品與政府保證收益基金之間作投

資選擇之轉換。此外，公民營並存之投資選擇平台方式也較容易與目前由政府管

理的單一基金銜接，投資架構簡單，勞工容易選擇。在自選平台上經篩選後增列

不同風險屬性之退休投資商品，在各類風險屬性商品下由政府主管機關遴選優良

金融機構來提供商品，讓勞工可以依其投資風險屬性與退休需求作不同之投資選

擇與資產配置，並由政府持續監督其投資績效。 

如圖一所示，新的勞退新制投資選擇平台，包括目前由勞退基金所投資管理

的保證基金與新設的民營商品自選平台：  

1. 政府管理之保證基金：保留原由政府保證兩年期定存收益之基金 

2. 自選平台：增列不同風險屬性之退休投資商品供勞工選擇 



 

圖一 勞退新制自行投資選擇平台架構 

 

自選平台的退休商品可以分為年金保險與自選基金兩大類，而且可以不需保

證兩年定存投資收益。  

（1）年金保險商品：可再區分為保證型與非保證型年金保險，提供勞工退

前與退休後之不同投資理財與退休給付需求。 

（2）自選基金商品：包括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共同基金以及集合管理帳戶

等。在自選基金下，依風險屬性可分為三種目標風險型商品（積極型、

穩健型、保守型基金）以及目標日期型人生週期基金。 

（一） 退休前資金累積期投資選擇  

1. 退休前的投資方案以自選基金與年金保險並存方式： 

未來的投資選擇平台，可依風險偏好程度的不同來選擇投資標的，也可

以提供年金保險商品。由於考量有些參與的勞工會希望投資在具有保證收益

的標的中，因此平台中由保險公司提供固定收益配息與附 低保證的投資型

年金保險，使勞工可以在信託帳戶之基金商品與保證收益標的之間作投資選

擇之轉換。此外，不同風險屬性之退休投資商品以統一管理方式上架，在各

類風險屬性商品下由政府遴選優良金融機構來提供商品，讓勞工可以依其投

資風險屬性與退休需求作不同之投資選擇與資產配置，並由政府持續監督其

投資績效。  

2. 自選基金平台下提供目標日期型與目標風險型商品 

(1) 目標風險型商品，依風險屬性可分為以下三類： 

A. 積極型：投資於高成長型基金，適合較離退休時間較遠之投資人。  



B. 穩健型：投資於平衡型基金，適合中年在職工作之平衡型投資人。  

C. 保守型：投資於保守型基金，適合較離退休時間較近之保守型投資人。  

D. 目標日期型人生週期基金:  

目標日期基金將設定為參加員工資產累積期間主要預製型選項。此種基

金適合缺乏專業知識或較無時間作投資的勞工，本類型基金會依勞工距

退休日期之遠近逐漸遞減風險性資產之比重並增加固定收益類資產之

比重，可以在退休前逐漸減少投資風險。  

3. 預設基金（default fund）：目標日期型人生週期基金 

預設基金是在自選基金下當員工沒有選擇投資標的時所配置的基金。也

就是當勞工沒有作任何投資選擇時，政府可將其已提撥金額投資在預設

基金中，此預設基金則是可以依勞工年齡做不同投資組合組成之目標日

期型人生週期基金。參考國外實施經驗，發現若將預設基金設為保證基

金或保守型基金，常導致退休所得過低的現象。目標日期型人生週期基

金有自動調整機制設計，依年齡增加降低股票投資比例，對參與率低與

不懂投資理財的員工是較適當的設計，目前許多國家皆以目標日期人生

週期基金作為預設基金。 

4.  年金保險商品： 

保險商品可分為保證與不保證兩種，例如專設帳戶利變年金、權益指數

年金、收益配息型年金以及附 低保證之變額年金。其中專設帳戶利變

年金與收益配息型年金的投資策略是以提供穩定報酬率給投資人為優

先考量。另外，累積期的投資選擇中，還有附 低保證之投資型年金保

單，藉由投資此種類型標的，由保險公司對投資收益或給付提供某種程

度的保證。 

（二） 退休後退休金給付選擇  

退休後的退休金提領支付方式則以資金分配方案和年金保險來滿足不同勞

工之提領需求。 

1. 分期請領月退休金: 是現行勞退新制之給付辦法，月退休金由勞工之退

休金專戶餘額，依年金生命表與利率（由主管機關核定）計算定期給付

之月退休金。 

2. 延壽年金方案：在開始請領時應一次請領一定金額向保險公司投保延壽

年金以作為活超過平均餘命後之月退休金給付，若選擇請取月退休金未

達平均餘命前死亡者，其個人專戶結餘由其遺屬領回 

3. 延壽年金保險商品： 

退休時，勞工可以透過將帳戶餘額直接購買即期年金方式，用躉繳方式

轉換成終身領取保障之年金保險，可以選擇以下方式：  



（1）即期固定型終身年金  

這種方式通常稱為年金化，由壽險公司保證員工可以終身按時領取固定

金額之年金給付，有些員工擔心過早身故以致領取的期數過少，壽險公

司經常保證給付 少不低於 10 年或 20 年，也有些退休員工擔心自己身

故後配偶失去收入，因此也有連生年金的各種變化形式。 

（2）具 低保證之投資型年金保單  

具 低保證的投資型年金保險有多種型態，勞工可依需求選擇，如果希

望確保身故時一定能領到給付的可以投資 GMDB（保證 低身故給付）

的商品；如果是追求績效，希望提領時可領到一定金額的，可選擇 GMAB

（保證 低累積給付）、GMWB（保證 低提領給付），至於想要確定退

休後固定時間有收入的則可投資 GMIB（保證 低收入給付），這些特

性使得 低保證年金比傳統的年金更為投資人所接受。 

二、自選平台之行政管理由政府統一負責管理：  

1.  自選平台之行政管理由政府統一負責管理，如此不但可以降低行政管理

費用成本，也可以避免民營商品在轉換時常會出現多重帳戶現象。 

2.  所有自選基金與保險商品都必須先經過勞退監理委員會之核准，並透過

篩選機制選出優質商品上架，並定期公布其投資績效。 

3.  自選平台上之基金與保險商品數目可依參加自選之勞工人數規模適時

增加或減少各類型基金與保險商品之數目。 

伍、勞退新制自選投資平台修法建議  

為了讓制度容易銜接，目前建議未來勞工先從新增自提部分可以參與自選投

資，或將過去自願提撥的累積金額一次轉出到自選投資平台進行投資，若是未來

若推動成效良好，將再研議納入雇主強制提撥的部份，如此勞工仍保有政府保證

機制基金之保障，也可兼顧報酬率及兼顧投資風險。因此需要修法的條款內容非

常簡單，如下： 

1.  第 14 條：勞工得在其每月工資 6%範圍內自願提繳退休金，並自當年度

個人綜合所得總額中全數扣除。自願提繳退休金者，得儲存於勞保局設

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或向金融機構開立自選投資專戶選擇投資標

的。 

2.  第 14 條之 1：自選投資標的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相關機關及學者專家組

成投資標的審查小組，訂定符合退休需求之投資標的之審查標準。又自

選投資標的之審查標準、審查程序、審查小組、辦理自選投資業務之金

融機構資格、自選投資標的之款項收支與帳務處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相關機關擬訂。 



3.  第 34 條第 2 項：金融機構辦理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自選投資業務之收

支、運用及餘絀相關報表，應按月送基金運用局。 

陸、結論  

中華民國退休基金協會與今周刊曾做過多次民調，從民調中我們發現，台灣

目前已有六成六的民眾都贊成政府開放自選平台。特別是越年輕的族群，對於開

放自選的呼聲越大，有高達七成的年輕組群贊成開放勞退自選平台，因為他們想

要一個可以自己投資又不會破產的退休金制度。 

為了落實我國勞退制度能邁向一個更健全的確定提撥退休金制度，並增加勞

退新制退休基金經營管理績效，退休基金協會研究規劃未來勞退新制開放投資選

擇平台的具體建議方案，勞退新制開放勞工選擇投資平台的主要優點如下： 

1.  開放投資選擇是世界主要國家確定提撥退休金制度之重要發展趨勢。同

時可以鼓勵勞工增加自願提撥的比率，降低勞工退休不足風險。 

2.  開放勞工投資選擇後，以公民營並存方式的投資選擇平台可以同時滿足

不同勞工之退休需求，勞工可依個人不同的風險偏好、年齡與退休需求

作投資選擇，並可藉以分散風險，提升投資績效。此外，平台上也有保

證型基金，可以保障固定投資收益。  

3.  多種類型退休投資商品可造成市場競爭，並可讓勞工分散投資風險，也

可提供金融機構更專業的投資理財服務，以有效推廣退休理財教育，並

協助勞工作適當的基金之資產配置。  

4.  開放民營基金與保險商品，可藉由金融機構現有的行政管理系統部分取

代勞保局為建構的新帳戶管理之人力與電腦作業系統成本。  

如果未來勞退新制可以仿效國外成功經驗開放自選投資平台，讓民眾依據自

己的年齡、投資偏好與風險屬性，選擇專屬的退休理財商品，不但可以增加勞工

在勞退新制下的自願提繳的誘因，也可以提升投資報酬率。開放勞退自選投資平

台，可以讓台灣優質專業的金融機構參與退休金管理業務，以多元商品彌補民眾

退休金不足，亦可活絡我國金融保險市場。而且藉由金融機構的參與，可協助推

廣理財教育與自願提撥儲蓄的重要性，因此更可以協助增加勞工退休所得。從我

們的試算中也可以發現，如果開放勞退自選，可以讓勞工在勞退新制下每月退休

所得從 6,696 增加三倍，讓勞工只靠勞退新制每月就有將近 20000 元的退休金。 

因此，為了增加勞工的退休金，政府應該鼓勵勞工應該多增加勞退自願提撥

比例。開放勞退自選投資平台，不但可以增加勞工自願提撥的誘因，又可以讓勞

工善用自選投資平台的多元理財商品做好退休理財規劃，可以做到分散風險、提

高長期投資效益以及節稅等多重效益，對政府、勞工、業者來說，自選平台都是

雙贏，政府實在沒有不做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