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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8 年 6 月 19 日

勞動部公告

勞動福 4 字第 1080135615 號

主

旨：預告修正「勞工退休金條例退休基金管理運用及盈虧分配辦法」部分條文草案。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勞動部。
二、修正依據：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三十三條第一項。
三、「勞工退休金條例退休基金管理運用及盈虧分配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如附件。本
案另載於本部全球資訊網站（網址：http://www.mol.gov.tw），「勞動法令／最新動
態」網頁。
四、考量本次修正係為配合 108 年 5 月 15 日修正公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三條條文，修
正關於計算勞工退休基金保證收益之文字。為儘速配合完成相關法規之修正，以維護
勞工請領退休金之權益，爰縮短預告期間為 14 日。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
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隔日起 14 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 承辦單位：勞動部勞動福祉退休司
(二) 地址：10047 臺北市中正區館前路 77 號 5 樓
(三) 電話：02-85902791
(四) 傳真：02-85902812
(五) 電子郵件：ck@mol.gov.tw
部

長 許銘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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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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總說明
勞工退休金條例退休基金管理運用及盈虧分配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於九十四年七月一日發布施行後，其後歷經四次修正。配合勞工退
休金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部分條文於一百零八年五月十五日修正公
布施行，為使本辦法與本條例及其施行細則規定一致，爰擬具本辦法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配合本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二項修正，酌修文字。（修正條文第三條、
第九條、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
二、配合本條例施行細則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規定，酌作文字修正。
（修正
條文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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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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條文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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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修正公布施行，本條
二十四條之一、第二
二十四條之一、第二
例第二十三條第二項修
十四條之二及第二
十四條之二及第二
正為「前項提繳之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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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休金運用收益，不得
額。
額。
低於以當地銀行二年定
二、勞工依本條例施行細 二、勞工依本條例施行細
期存款利率計算之收
則第十四條第一項
則第十四條第一項
益；有不足者，由國庫
規定，一次移轉至年
規定，一次移轉至年
補足之。」
，爰第二項配
金保險之本金及收
金保險之本金及收
合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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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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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金額 低於依 存儲期間
以 當地 銀行二 年定期存
款利率計算之收益者，應
以依該 二年定 期存款利
率計算之收益給付。
前項依當地銀行二
年定期 存款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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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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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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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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及第二項修正理
指定請 領人依 法請領退
由同第三條第二項。
休金時，依前條規定分配 一 、 第 三 項 及第 四 項未修
之金額 低於依 存儲期間
正。
當地銀 行二年 定期存款
利率 之 平均數 計算之收
益者，應以依該二年定期
存款利 率 之平 均數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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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條文字，酌修第一
項規定，選擇一次將其個
項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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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第三項修正理由同第三
者，除已分配入專戶之收
條第二項。
益外，其尚未分配期間之

第十一 條 勞工依本條例
施行細 則第十 四條第一
項規定，選擇一次將其個
人退休 金專戶 之本金及
收益移轉至年金保險
者，除已分配入專戶之收
益外，尚未分配期間之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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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地銀 於存儲 期間當 地銀行二
行二年 定期存 款利 率計 年定期 存款利 率計算之
算之收益；有不足者，由 收益；有不足者，由國庫
國庫補足之。
補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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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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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領取之收益，除已分
配入專戶之收益外，尚未
分配期間之收益，以申請
當月基 金運用 局公告最
近月份之收益率，計算至
申請當月止。
前項所定收益率，計
算至百 分率小 數點第四
位。
第一項收益低於依
存儲期 間 以 當 地銀行二
年定期 存款利 率 計算 之
收益者，應以該二年定期
存款利 率計算 之收益給
付。
勞工或其遺屬或指
定請領人，依前條及第一
項 規定 領取 尚 未分配 期
間之收益者，於本基金辦
理當期盈虧分配時，不再
就當期 與依申 請當月基
金運用 局公告 最近月份
收 益率 計算之 差額進行
補發或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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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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尚
後，將與本條例施行細
未分配期間之收益，以勞
則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規
工 申請 當月基 金運用局
定一致，爰酌修第四項
公告最近月份之收益
文字。
率，計算至申請當月止。
二、第二項未修正。
前項所定收益率，計
算至百 分率小 數點第四 三、第三項修正理由同第三
條第二項。
位。
第一項收益低於存
儲期間 之當地 銀行二年
定期存 款利率 之 平均 數
者，依該二年定期存款利
率之平均數計算。
勞工或其遺屬或指
定請領人，依前條及本條
例施行 細則第 三十四條
規定計 算其尚 未分配之
收益者，於本基金辦理當
期盈虧分配時，不再就當
期與依 申 請當 月基金運
用局公 告最近 月份收益
率計算 之差額 進行補發
或收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