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工退休金條例退休基金管理運用及盈虧分配辦法部
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基金除滯納金 第三條 本基金除滯納金 一 、 第一項 及第三 項未 修
依第二項規定辦理外，其 依第二項規定辦理外，其
正。
支出範圍如下：
支出範圍如下：
二、勞工退休金條例（以下
一、勞工或其遺屬或指定 一、勞工或其遺屬或指定
簡稱本條例）部分條文
請領人，依本條例第
請領人，依本條例第
於一百零八年五月十五
二十四條第一項、第
二十四條第一項、第
日修正公布，本條例第
二十四條之一、第二
二十四條之一、第二
二十三條第二項修正為
十四條之二及第二
十四條之二及第二
「前項提繳之勞工退休
十六條所支領之退
十六條所支領之退
休金或結算剩餘金
休金或結算剩餘金
金運用收益，不得低於
額。
額。
以當地銀行二年定期存
二、勞工依本條例施行細 二、勞工依本條例施行細
款利率計算之收益；有
則第十四條第一項
則第十四條第一項
不足者，由國庫補足
規定，一次移轉至年
規定，一次移轉至年
之。」
，爰第二項配合酌
金保險之本金及收
金保險之本金及收
作文字修正。
益。
益。
三、基金投資運用、稽核 三、基金投資運用、稽核
及績效管理所需之
及績效管理所需之
經費。
經費。
四 、 其 他有關 必要之支 四 、 其 他有關 必要之支
出。
出。
本基金收繳之滯納
本基金收繳之滯納
金，其支出範圍如下：
金，其支出範圍如下：
一、依本條例第二十三條 一、依本條例第二十三條
第二項規定，本基金
第二項規定，本基金
收益未達以當地銀
收益未達當地銀行
行二年定期存款利
二年定期存款利率
率計算之收益應由
平均數計算之收益
國庫補足之差額。
應由國庫補足之差
二、依第十一條第三項規
額。
定，應由國庫補足之 二、依第十一條第三項規
數額。
定，應由國庫補足之
三、其他報請行政院核定
數額。
之項目。
三、其他報請行政院核定
第一項第三款及第
之項目。
四款之經費，由勞動部勞
第一項第三款及第
動基金運用局（以下簡稱 四款之經費，由勞動部勞
基金運用局）視基金規模 動基金運用局（以下簡稱
及運作績效編列，報請主 基金運用局）視基金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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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核定。

及運作績效編列，報請主
管機關核定。
第 九 條 勞工或其遺屬或 一、為使最低保證收益計算
指定請 領人依 法請領退
方式更臻明確，爰配合
休金時，依前條規定分配
本條例施行細則第三十
之金額 低於依 存儲期間
二條第一項之修正，酌
當地銀 行二年 定期存款
修第一項及第二項文
利率 之 平均數 計算之收
字。
益者，應以依該二年定期
存款利 率 之平 均數 計算 二 、 第 三 項 及第 四 項未修
正。
之收益給付。
前項依當地銀行二
年定期 存款利 率 平均數
計算之收益，以基金運用
局公布 之每月 最低保證
收益計 算之全 年平均利
率為準，並按單利計算。
前項全年平均利
率，計算至百分率小數點
第四位。
第一項收益，以元為
單位，角以下四捨五入。

第 九 條 勞工或其遺屬或
指定請 領人依 法請領退
休金時，依前條規定分配
之 累計 金額低 於依存儲
期間 以 每年 當 地銀行二
年定期 存款利 率 之 全年
平均 利 率 計算 之 累計 收
益者，應以該計算之累計
收益給付。
前項依當地銀行二
年定期 存款利 率 之全年
平均利率計算之收益，以
基金運 用局 每 月 公 告 之
最低保 證收益 率 計算之
全年平均利率為準，並按
單利計算收益。
前項全年平均利
率，計算至百分率小數點
第四位。
第一項收益，以元為
單位，角以下四捨五入。
第十一 條 勞工依本條例 第十一 條 勞工依本條例 一、依本條例施行細則第三
施行細 則第十 四條第一 施行細 則第十 四條第一
十四條文字，酌修第一
項規定，選擇一次將其個 項規定，選擇一次將其個
項文字。
人退休 金專戶 之本金及 人退休 金專戶 之本金及 二、第二項未修正。
收益移轉至年金保險 收益移轉至年金保險
三、第三項修正理由同第九
者，除已分配入專戶之收 者，除已分配入專戶之收
條第一項及第二項。
益外，尚未分配期間之收 益外，其尚未分配期間之
益，以勞工申請當月基金 收益，以勞工申請當月基
運用局 公告最 近月份之 金運用 局公告 最近月份
收益率，計算至申請當月 之收益率，計算至申請當
止。
月止。
前項所定收益率，計
前項所定收益率，計
算至百 分率小 數點第四 算至百 分率小 數點第四
位。
位。
第一項收益不得低
第一項收益不得低
於 依 存 儲期間 以 每年 當 於存儲 期間當 地銀行二
地銀行 二年定 期存款利 年定期 存款利 率計算之
率 之全 年平均 利率 計算 收益；有不足者，由國庫
之累計收益；有不足者， 補足之。
由國庫補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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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 條 勞工或其遺屬 第十二 條 勞工或其遺屬 一、依本條例施行細則第三
或指定請領人，依本條例 或指定請領人，依本條例
十四條文字，酌修第一
規定領取之收益，除已分 規定領取之收益，除已分
項文字。又第一項修正
配入專戶之收益外，尚未 配入專戶之收益外，其尚
後，將與本條例施行細
分配期間之收益，以申請 未分配期間之收益，以勞
則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規
當月基 金運用 局公告最 工 申請 當月基 金運用局
定一致，爰酌修第四項
近月份之收益率，計算至 公 告 最 近 月 份 之 收 益
文字。
申請當月止。
率，計算至申請當月止。
前項所定收益率，計
前項所定收益率，計 二、第二項未修正。
算至百 分率小 數點第四 算至百 分率小 數點第四 三、第三項修正理由同第九
位。
位。
條第一項及第二項。
第一項收益低於依
第一項收益低於存
存儲期 間 以 每 年 當地銀 儲期間 之當地 銀行二年
行二年 定期存 款利率 之 定期存 款利率 之 平均 數
全年平 均利率 計算之 累 者，依該二年定期存款利
計收益者，應以該計算之 率之平均數計算。
累計收益給付。
勞工或其遺屬或指
勞 工 或 其 遺 屬 或 指 定請領人，依前條及本條
定請領人，依前條及第一 例施行 細則第 三十四條
項 規定 領取 尚 未分配 期 規定計 算其尚 未分配之
間之收益者，於本基金辦 收益者，於本基金辦理當
理當期盈虧分配時，不再 期盈虧分配時，不再就當
就當期 與依申 請當月基 期與依 申請當 月基金運
金運用 局公告 最近月份 用局公 告最近 月份收益
收益率 計算之 差額進行 率計算 之差額 進行補發
補發或收回。
或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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