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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問題意識 

我國政府為了支應公務人員退休撫卹給與，保障退休人員及其遺族生活，經

依憲法第八十三條：「考試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掌理考試、任用、銓敘、考績、

級俸、陞遷、保障、褒獎、撫卹、退休、養老等事項」之規定，及公務人員退休

法第八條第一項：「公務人員退休金，應由政府與公務人員共同撥繳費用建立之退

休撫卹基金支付之，並由政府負最後支付保證責任」之意旨，於 1995 年配合公務

人員退撫新制之實施，制定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條例（以下簡稱管理條

例），成立退撫基金，並設置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以下簡稱管理委

員會）依法管理運用、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監理委員會（以下簡稱監理委員會）

負責監督考核。 

管理委員會除辦理退撫基金之收繳、運用外，依據管理條例第一條規定，亦

將政務官、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之退休（職）、（伍）撫卹基金一併納入管理。

另同條例第三條規定，退撫基金之來源包括：1.各級政府依法撥繳之費用（目前為

基金應繳總額之 65％）。2.軍、公、政、教人員依法自繳之費用（目前為基金應繳

總額之 35％）。3.基金之孳息收入及其運用之收益。4.經政府核定撥交之補助款項。

5.其他有關收入。 

又依管理條例第五條規定，退撫基金之運用範圍，包括：1.購買公債、庫券、

短期票券、受益憑證、公司債、上市公司股票。2.存放於管理委員會所指定之銀行。

3.與軍、公、政、教人員福利有關設施之投資及貸款。4.以貸款方式供各級政府或

公營事業機構辦理有償性或可分年編列預算償還之經濟建設或投資。5.經監理委員

會審定通過，並報經考試、行政兩院核准有利於基金收益之投資項目。退撫基金

自 1995 年成立至 2009 年期間，基金用途在國內部分，主要投資項目包括定期存款、

短期票券及庫券、債券、上市（上櫃）公司股票及受益憑證；國外部分，主要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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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項目則包括定期存款、債券、上市公司股票及 ETF、1受益憑證。 

另依管理條例第五條第二項規定，退撫基金之運用，其三年內平均最低年收

益不得低於台灣銀行二年期定期存款利率計算之收益。如運用所得未達規定之最

低收益者，由「國庫補足其差額」；第八條則規定，退撫基金採統一管理，按政府

別、身分別，分戶設帳，分別以收支平衡為原則，年度決算如有賸餘，全數撥為

基金。如基金不足支付時，應由基金檢討調整繳費費率，或「由政府撥款補助」，

並「由政府負最後支付責任」。而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八條亦規定，公務人員退休金，

應由政府與公務人員共同撥繳費用建立之退撫基金支付之，並「由政府負最後支

付保證責任」。因政府負有退撫基金之最低保障收益及最終支付保證責任，故其資

金之管理運用績效良窳，除攸關全國軍公教人員權益外，亦與未來政府之財政負

擔息息相關。 

退撫基金自 1995 年 7 月 1 日成立，截至 2009 年 12 月底止，累計基金規模業

已高達 4,541 億餘元。有關基金之運用，除依管理條例之各項規定辦理外，另訂有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委託經營辦法」以資遵循，由管理委員會擬訂年度計畫，

經監理委員會審定後行之；並分為委外經營及自行操作兩部分。2009 年該基金主

要投資項目，在國內部分，為定期存款、短期票券及庫券、債券、股票及受益憑

證；國外部分，為定期存款、短期票券及庫券、債券、上市公司股票及 ETF、受益

憑證等。 

嗣因 2008 年發生全球性金融風暴，退撫基金的投資收益，亦遭波及而受到重

創，當年虧損金額高達 860 億餘元，致最近三年（2006 年至 2008 年）平均已實現

運用收益跌落至 86 億 1,894 萬餘元，乃基金設置以來，首度低於以最近三年台灣

銀行二年期定期存款利率計算之平均收益 87 億 8,589 萬餘元，致有短差 1 億 6,694

萬餘元。依據管理條例第五條第三項規定，及銓敘部 2002 年 7 月 30 日召開「研商

                                                       
1 ETF（Exchange Traded Fund），一種特殊的指數基金，中文一般翻譯為交易所交易基金或交易所

買賣基金，它同時具備開放式基金的能夠申購和贖回的特性和封閉式基金的交易特性，被認為是

過去十幾年中最偉大的金融創新之一（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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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退撫基金法定收益、三年平均運用收益之計算及何時申請國庫撥補等事

宜會議」結論，該項短差必須由國庫編列預算補足，引發各界對於退撫基金經營

管理、運用績效、資產配置、風險控管等方式之允適與否，進而衍生對投資收益

及基金安全之諸多疑慮。 

此外，退撫基金之組織形成，係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八條等規定，由政府與

公務人員共同撥繳費用而成立；其設計參加之人員，依管理條例第一條第二項規

定，包含軍、公、政、教等各不同身分別人員。至共同撥繳費用之費率，依公務

人員退休法第三條第三項規定，係按公務人員本俸加一倍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二

為基準，目前撥繳費率雖已達上限之百分之十二，但此提撥費率卻遠低於精算結

果之最適基金提撥率，2故軍、公、政、教四類人員，將分別自 2009 年、32021 年、

2006 年、42016 年出現財務收支不足情形（川誠，2007：122－123）。 

綜上，退撫基金在制度結構上，其參加人員，包含了軍、公、政、教等各不

同身分別人員，各有其不同之主管機關及退休條件；實務運作時，雖依管理條例

第八條規定按政府別、身分別分戶設帳，卻又有著相同的提撥費率，分別以收支

平衡為原則，年度決算如有賸餘，則分別依各身分別及政府別出資比率，分配撥

入各基金分戶帳內。如基金不足支付時，應由基金檢討調整繳費費率，或由政府

撥款補助；基金之運用所得未達法定收益時，則由國庫補足其差額。然前述 2008

                                                       
2 精算結果之最適提撥率－依據管理委員會第 3 次委託精算結果： 

（1）政務人員部分：依照 2005 年 12 月 31 日之未提撥精算負債占未來涵蓋薪資現職比例計算，

精算結果為 45.9％。 
（2）公務人員、教育人員、軍職人員依精算結果，最適提撥比率分別為 31.1％、33.1％、36.3

％。  
3 2009 年原推估退役人數為 10,132 人，惟依當年 10 月份實際退離人數估算，其全年退役人數僅約

6,000 人；志願役士兵役期亦從 3 年延長至 4 年，致 2009 年原預計發生收支不足情形，將延至以

後年度發生。 
4 政務人員自 2004 年 1 月 1 日起，改採確定提撥之離職儲金制度，由服務機關自行在銀行或郵局

開立專戶儲存孳息，政務人員無須再繳納基金費用，故該身分別退撫基金自該年起已無收入，如

基金不足支付時，亦無法依管理條例第八條及其施行細則第二十條規定檢討調整繳費費率。惟對

於 2003 年 12 月 31 日以前已加入退撫基金之政務人員年資，管理委員會仍須依規定辦理撥付，

故自 2004 年 1 月 1 日起，政務人員退撫基金形成只有支出沒有收入之狀態，並自 2007 年起開始

收支不足。2007 年不敷部分，由各級政府依實際撥付已退職人員定期給付金額比例，編列預算

撥補（中央為 94.56％、台北市政府為 3.21％、高雄市政府為 2.23％、其他縣市政府為 0）；2008
年以後，各級政府直接按退撫基金應撥付政務人員之實際金額為撥補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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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發生國庫撥補情事時，卻未依各政府別、身分別編列預算撥補，全數由管理委

員會編列預算補足。 

又退撫基金在組織架構上，其基金係由管理委員會負責管理運用，另由監理

委員會負責監督考核；前者主管機關為銓敘部，後者主管機關為考試院，就其組

織性質而言，均屬「政府部門」，且歸屬同一體系，致常遭致“球員兼裁判＂之質

疑聲浪；且因退撫基金之組織，係納列於公務體系，致其運作須接受多重法令規

定之限制，難免遭人質疑有行政效率不彰情形；復因基金投資運用，又涉及自營、

委外及受政策動向影響，致頻遭外界質疑有績效不彰，而產生大量潛藏負債，5或

監督不週之處，甚至認為基金有淪為政府於股市護盤工具之抨責。在實存的政治

經濟社會中，退撫基金之整體運作是否確實會產生前述各種偏差現象，其間之因

果關係及與政經脈絡之鑲嵌性究竟為何，有必要從歷史的脈絡與政治、經濟、社

會變遷因素加以分析探討，始能真正探究問題的根源與核心。 

由上述之組織形成、組織架構及制度結構，可見我國公務人員退撫制度之設

計、發展及管理，在台灣政經社會之歷史脈絡及實存的發展結構中，涉及國家機

關、官僚、公民社會及各菁英階層，同時隱含涉及各行為者的政治性與經濟性行

為的特定利害得失；此一關係模式，可簡稱為偏差（bias）。此處所謂之「偏差」，

係屬於一種描述性（descriptive）的名詞，即指前述各相關行為者，在資源分配與

使用中的不同利害關係，亦即有一個特定利益分配的模式。公務人員退撫基金之

組織及其制度之形成過程，正是此特定偏差被動員、形塑的過程；它們的運作與

變遷，亦正表現此偏差發揮作用，或進一步被進行政治性與經濟性調整的過程（蕭

全政，1997：1－6）。  

基於上述，本研究爰就退撫基金之形成、運作與變遷，從歷史政經脈絡、制

度功能及組織結構等面向，探討其在管理與監督上所面臨之問題；並參考其他國

                                                       
5 依據退撫基金民國 97 年度決算資料顯示，截至 2008 年 12 月 31 日止之潛藏負債金額為 1 兆 6,737

億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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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經驗，重新檢視並檢討退撫基金未來應加強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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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文獻探討 

退撫基金之設置目的，旨在保障退休人員及其遺族生活，故退撫基金必須保

有良好的經營績效，始能達成其目的。而影響退撫基金整體經營績效之因素眾多，

包括基金來源是否受到保障、各身分別人員提撥率是否恰當、基金投資運用及收

支保管方式是否妥適、資產配置是否兼顧收益及安全、風險控管是否周延、委外

經營是否公開透明、監督管理課責機制是否適足等等。蓋上述各類因素運行是否

合宜，不但攸關全體公務人員權益，更與政府財政負擔息息相關；倘若基金之經

營績效欠佳，最終影響的則將是全體納稅人的賦稅負擔。故退撫基金自 1995 年成

立之後，前述議題就廣為社會各界所關注，相關文獻探討亦甚多，其中尤以退休

制度之變遷沿革，因與退撫基金之設置及其後續發展一脈相連，相關文獻尤其豐

富。本研究主題所探討者為退撫基金的管理與監督之政治經濟分析，前述各項議

題與本主題均互有因果關係，且在不同的政治經濟環境及歷史脈絡中鑲嵌結果，

最終影響的行為者層面亦廣，除涉及退撫基金的經營管理者、委託經營之受託機

構、保管銀行、各身分別人員之主管機關、財主機關、監督機關外，亦涉及全體

軍、公、政、教人員，最終甚至影響至全體國民；也就是上自國家機關，下至官

僚、公民社會等各階層中，皆會受到退撫基金管理與監督結果的直接或間接影響。 

本研究針對前述各議題間之政治經濟關係與歷史脈絡及其因果關係加以探

討。依據規劃主題，事先蒐集與公務人員退休法、退撫基金有關之法令及作業規

定、相關研究報告（含碩博士論文）、國內期刊、年度預、決算及統計報表、審計

機關對基金相關審（查）核報告、媒體報導、立法院及監察院對基金運作相關意

見、其他同質基金（如勞工保險基金、新、舊制勞退基金）及公務人員國外考察

報告等相關資料做為分析來源，運用歸納、統計、比較、分析等方法加以探究我

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之投資運用經營成效、風險控管等機制，進而探討分析

該基金運用結果未達法定收益，收益短差必須由國庫撥補之政經問題。經蒐集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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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相關文獻，本研究分就基金組織制度、整體運作、管理監督及其他國家經驗等

四個議題作為探討重點。 

 

一、以基金組織制度為研究焦點者 

（一）退休制度方面 

 隨著 1990 年後期台灣政經環境逐漸轉型變遷，民間社會多元力量日趨蓬勃，

社會福利制度亦隨著人權意識的抬頭而萌芽發展，兼以醫療衛生的進步與生育率

的逐年降低，人類的平均壽命亦逐年高升，導致世界人口逐漸呈現老化現象；加

上失業率不斷攀升，使養老負擔日益沉重，因而帶來的退休及國家財政負擔等問

題，是現今世界各國均面臨最嚴重的共同課題。 

此類文獻認為，從台灣公務人員退休制度發展觀察，可以 1995 年作為分水嶺，

此時退休制度由原先的「恩給制」轉變為「提撥制」，乃一重大變革。但因提撥率

嚴重不足（余雪明，2001；陳清添等，2004；賴東亮，2007b；邵靄如，2007），又

因配合股市護盤，導致基金產生虧損，更凸顯政府監管與經理不分之流弊；加以

政府設有保證給付或保證收益的制度（余雪明，2001；黃介良等，2003），在現實

上反以之作為干預之藉口或導致保守之投資，導致潛藏負債持續增加（陳清添等，

2004；賴東亮，2007b；邵靄如，2007；蕭麗卿，2009），故有在制度上根本改革之

必要。 

退休制度設計之內涵，如退撫基金提撥率之多寡、退休給付究應採確定給付

制或確定提撥制等，均與退撫基金財政之穩健與否，息息相關。本研究嘗試釐清

此一深沉結構性制度因素，進而合理解釋產生國庫撥補結果衍生之爭議，重新檢

討擘劃符合現今台灣政經社會狀況及世界潮流的公務人員退休制度。 

（二）科層組織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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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類文獻認為，我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在國內四大基金中，6雖被評價為

法制較健全、基金管理腳步較快者（王玹，2009），惟其目前在運作上最大的問題，

主要在其管理機關，選擇以公部門型態之管理委員會進行經營管理，並由政府負

擔最終支付保證責任，致常遭外界質疑政府角色與基金經營角色的衝突，批評管

理組織的編制及規模太小、專業度不夠、無激勵措施作為誘因，以致退撫基金經

營者無法有效提升經營績效；甚至認為退撫基金長期淪為政府於股票市場之護盤

工具，且因基金資訊之揭露仍然不足，相對認為退撫基金並未具備應有的獨立性

（柯輝芳，2003a；陳榮隆，2003；黃世祺，2007；王玹，2009），故認為今後基金

需要更積極、具有扁平化又不失市場競爭優勢的組織架構（柯輝芳，2003a），或朝

行政法人組織改革（陳榮隆，2003），或改造為管理成本較為低廉的單一組織（黃

世祺，2007）。 

 

二、以基金整體運作為研究焦點者 

（一）投資組合（資產配置）方面 

此類文獻認為，資產的投資組合，係指經選定後的資產配置結果；而資產配

置，則是指管理單位就該基金可投資額度，依某種比例分配在可以投資之資產項

目的決策過程，亦是所有投資管理運用過程中最重要的一環（葉金成、盧銀華，

2008）。退撫基金之投資績效良窳受限於投資政策，投資政策與基金設置目的及財

務特性又息息相關，而不同的資產配置因具有不同的資產屬性，如變現性、市場

交易性、穩定性、保值性，增值性、現金獲利性等之不同，而有不同考量；基金

投資則必須兼顧到流動性與收益性及安全性等原則（陳虹菁，2002；繆震宇、邱顯

比，2002；許嘉惠，2006；黃宏儒，2006；陳登源，2009）。因此，如何在財政健

全及穩健的前提下，作出最適當的資產配置，除了是管理委員會責無旁貸的任務

                                                       
6 四大基金包括：退撫基金、勞保基金、新制勞退基金、舊制勞退基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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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也是社會各界亟欲探討的重要議題。 

（二）委託經營方面 

此類文獻認為，我國公務人員退撫基金，在 2001 年以前均是由「政府」採用

自行經營的管理方式來進行資產管理，在操作管理面，卻常遭遇人力編制不足、

受到公務人員獎懲辦法限制及經理人財金專業技術未臻成熟的困境；在投資運用

面，則受到政府財會規範的限制、背負政府穩定股市的政策使命，以及最低保證

收益制度的壓力，使得整體投資運用策略過於保守，導致長期的投資報酬率偏低，

績效表現未臻良善。為避免前述管理運用缺點，管理委員會將部分資產委外經營

管理（黃介良、李翎竹，2006）；惟依據委託經營經驗，認為委託經營作業之所以

千頭萬緒，主要係公務體系萬法纏身；公務體系內缺乏市場機制中的供需法則或

誘因管理（黃宏光，2001；陳素真等，2003），故建議應加強委外經營契約的設計，

使委外經營的風險偏好與退撫基金相一致，讓委外經營的投資行為符合退撫基金

的需要及利益，以達到委外經營的目的（黃介良、李翎竹，2006）。 

（三）國庫撥補方面 

國庫撥補問題攸關退撫基金經營成效、廣大公務人員權益及國家財政負擔，

影響層面既深且廣。惟由於國庫撥補規定雖已立法，但其計算基礎卻迄無法源依

據，致實際計算基礎與會計帳務處理必須依循的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成本與市

價孰低法」計算方式不同，而係採「現金基礎」的觀念來衡量，亦即國庫撥補法

定不足金額之計算係以已實現之損益者為準，未實現損益並不列入計算基礎。 

此類文獻認為，退撫基金此一計算基準之權宜措施，在實務運作上，卻屢遭

質疑因而可能選擇出脫具有獲利之持股，並保留已出現虧損之持股，以避免發生

國庫撥補情事，因此，其被認為將成為退撫基金操作盈餘，掩飾運作績效不彰之

工具與藉口，而屢成為各界關注的嚴肅課題（謝碧珠，2006；李淑娟，2009；黃育

民，2009；周信佑，2009）。因此，建議平時應保留部分超額盈餘作為平衡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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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改採配合經濟景氣循環之固定期間作為計算基礎；長期而言，亦可檢討廢除保

證收益制度，避免影響基金管理者的投資決策（黃育民，2009；周信佑，2009）。 

 

三、以基金管理監督為研究焦點者 

（一）風險控管方面 

此類文獻認為，所謂風險，其特質包括：（一）係針對未來事件。（二）其發

生及造成的損失具有不確定性。（三）風險一旦發生，將對機構運作發生重大或致

命的影響（柯輝芳，2005、2006）。對資產管理機構而言，風險種類包括流動性風

險、信用風險、營運風險、市場風險等（王甡，2000）；對退休機構而言，如何事

先防範並有效預警風險來源，以確保基金之安全及收益，是基金經營管理者的首

要之務；而透過對風險性質的正確認識，則是建立基金管理機關風險文化的重要

基礎。尤以退撫基金投資運用日趨多樣化及國際化，基金管理風險亦相對增加，

其中尤以市場風險及管理績效問題，近來廣泛受到國內各界及國際監管組織的重

視；就退撫基金的本質係以未來固定支出為主，在風險管理上應注重於本金之安

全性，而非追求高報酬，故基金係以投資固定收益資產為多，較少投資股票等風

險性較高之資產（王甡，2000；柯輝芳，2005、2006）。 

有關退撫基金風險控管機制對基金經營管理探討文獻頗多，但多偏向實際風

險管理方法；惟本研究主要探討重點，並不在基金管理單位究應採取何種風險控

管方法始稱周延，而在嘗試探討風險控管機制之是否周延，與經營管理績效間之

鑲嵌關係。 

（二）內部稽核方面 

此類文獻認為，退撫基金之管理，攸關國家財政負擔及軍公教人員權益至深；

基於退撫基金成立之宗旨與基金管理運用職責，並維持退撫基金長期報酬的穩健

特性及維護委外代操資產價值，基金管理委員會應善盡善良管理人責任，利用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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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管理及績效評估方法，於內部建立一套監控平台，加強基金自主能力，始能確

保基金決策之貫徹執行（柯輝芳，2003a；許麗君，2009）。 

（三）外部監督方面 

此類文獻認為，退撫基金由行政機關監督管理，公務人員保守的性格影響資

產配置及投資策略，民意機關已多次批評投資績效不彰。從專業性原則來看，退

撫基金監理委員會最初的設計著重在代表性，論者多數認為其受制於行政機關編

制、公務人員任用資格，故委員專業性普遍不足，對管理委員會之執行無法有效

監督。而監理委員會亦因仍會受政治力及科層體系的干預，未能完全獨立運作，

應於相關規定中明定其應獨立行使職權；唯有獨立專業運作，才能創造最大績效

（賴勁麟，2005；賴東亮，2007b；王琁，2009）。 

（四）資訊揭露方面 

此類文獻認為，政府支出與債務規模是一個國家最重要的財政指標（蔡美娜，

2008），而資訊公開透明是確保民主課責的基本條件，也是民主社會不同於威權社

會的主要特徵之一（蘇彩足，1999）。退撫基金因金額龐大，且係由政府管理，投

資動向向來備受關注；而基金經營績效除攸關廣大公務人員權益外，亦與政府財

政負擔息息相關；且因現行退休制度採行確定給付制，衍生之政府潛藏負債頗為

龐鉅。因此，各界除紛紛要求基金管理機構似宜設置獨立的風險管理部門或其他

型態的內部組織因應，亦必須定期公開投資運用明細與政府潛藏負債等相關資

訊，提供社會大眾監督，並滿足社會大眾知的權利（謝碧珠，2006；蔡美娜，2008；

李淑娟，2009；蘇彩足、左正東，2009）。 

 

四、以其他國家經驗為研究焦點者 

此類文獻認為，台灣人口老化情形日益嚴重，養老負擔益形沉重，未來國家

財政將難以負荷老年社會福利支出，而退撫基金正是為應養老需求所必須負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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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準備之一環，除可為退休公務人員養老支出提供保障外，亦可經由其在資本

市場的投資運用，促進國家經濟發展，保障所有退休公務人員的經濟安全及生活

福祉。由於退撫基金的經營管理，攸關廣大公務人員的退休權益及國家財政負擔

甚鉅，宜參考其他國家公務人員退休基金運作之方法（余雪明，2001；劉籐等，2004；

王琁，2009），作為探討我國現行作法與未來改進之借鏡。 

依據近年對各國退撫基金之考察報告觀察，日本以公務人員為對象之共濟組

合年金制度，因老人化而造成支領月退休金年限延長，發生嚴重經營之危機；我

國現行提撥率與日本共濟組合員工提撥比率 10.35％及僱主提撥比率 10.47％相

較，仍屬偏低，應分別從提高基金收益及反應合理成本進行考量，維持基金之自

主財源；另退撫基金管理委員會係定位為一般行政機關，非如日本之年金管理團

體具有法人資格，難免受人力及制度上之種種規範及限制，為彌補現行制度缺失，

應增加委託經營比率，使基金純粹居於督導、監理之角色（劉籐等，2004）。泰國

政府退休基金成立於 1997 年，依法係一獨立法人，屬於確定提撥制，具有強制儲

蓄性之特性；該基金尚屬青春期，其中 90％的的參加成員年齡未滿 50 歲，資產報

酬受財政部訂頒之管理條例所指導與規範，強調分散風險，故由基金自行管理三

分之二的總資產，其餘則委外經營（簡益謙，2006）。 

另外，新加坡中央公積金因設有政府保證收益，且因過於保守與不透明的運

作機制，長期以來無法與整體社會經濟同步發展，與我國公務人員退撫基金相類

似，解決之道似應以確定給付制與確定提撥制並存，輔以透明而公平之多元化退

休制度（柯輝芳，2007）。美國的退休金制度可分為三層：社會安全金制度、職業

退休金制度及個人退休帳戶，社會安全金制度仍維持隨收隨付制，致償債能力仍

出現疑慮外，其餘兩種已有 90％的受雇者參與確定提撥制之退休金計畫；美國的

退休金沒有最低收益率之限制，惟須明訂投資目標，並提供透明資訊，其股票與

共同基金的投資比率較高。相較於美國，台灣高齡化問題較嚴重，退撫基金採確

定給付制，又訂有最低收益率，基金財務負擔較重，如何健全退休金制度、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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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金財務結構及投資規範，是政府當務之急（黃晶晶，2007）。 

 

五、文獻綜合評析 

綜合以上文獻，發現國內不論是在學術界或官方，針對退撫基金制度之研究，

大多仍以退休制度之變革或政府財政負擔情形為主。對於公務人員退撫基金之形

成、運作與變遷過程中，有關組織制度架構、管理與監督機制及基金整體運作之

研究，頗為豐富與多元；惟與退撫基金內部控制相關之文獻則相對較少，其相關

建置機制似有必要再加強。 

在各類文獻中，針對我國公務人員退休制度發展的特殊歷史背景，或曾提出

觀察研究，惟就退撫制度被結構化在特定政治經濟時空環境下的特性，而衍生諸

如國庫撥補之偏差現象，包括組織、制度、結構等面向，較缺乏整體性的探討分

析；另對各身分別主管機關之特殊政治經濟屬性的差異，產生不同退休制度設計，

卻以同樣的提撥費率，鑲嵌在同一退撫基金運用所產生的偏差，致各身分別主管

機關之間被忽略的相互因果關係等，相關文獻亦缺乏相互觀察分析；又相關研究

中，以「經營管理」為議題作為研究主題者，亦乏對整體運作的因果循環鑲嵌因

素提出探討，致難以掌握退撫基金實務運作上真正問題核心；再者，部分文獻亦

認為退撫基金在投資運用上，確有政治力介入的痕跡；管理機關以「政府部門」

型態經營，以及運作結果產生國庫撥補等議題，其間產生之偏差動員關係，亦均

缺乏因果脈絡之探討研析。 

本研究嘗試以組織制度政經脈络之分析途徑為主軸，進而探討其間衍生之偏

差及偏差動員鑲嵌關係，再輔以審計部對退撫基金自 1995 年至 2008 年之歷年決算

重要審核意見及立法院審議該基金各年度預算時所作之決議（附帶決議），參考其

中有關退休制度、投資運用、提撥狀況、風險控管、資產配置…等相關意見，進

行綜整探討，期對退撫基金之形成、運作與變遷之歷史脈絡及其因果循環，從組

織制度、管理監督等層面，重新思考退撫基金的問題癥結及相關行為者之利害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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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間之偏差因果關係，整理出更具體的影像，從而提供未來改革或研究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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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分析架構 

本研究擬探討退撫基金管理與監督之政經分析，所涉層面甚廣，包括退撫制

度由〝恩給制〞轉變至〝共同提撥制〞，致成立退撫基金之歷史沿革；軍、公、政、

教四類人員鑲嵌於同一基金對基金運作之影響，及因而產生之偏差與偏差動員；

基金營運結果與國庫負擔之鑲嵌關係等。故本研究的分析架構，乃分為「歷史結

構分析」、「政治經濟分析」及「偏差動員分析」三個層面。首先，透過歷史結構

分析，探討退撫基金組織形成與制度設計之歷史脈絡與因果關係。其次，經由退

撫基金營運之政經分析，探討基金投資運用在不同環節所產生之利害得失關係。

最後，透過退撫基金組織制度在國家機關與不同行為者間運作之網絡關聯，探討

管理委員會與監理委員會之代表性，與基金運作及各相關主管機關互動之鑲嵌。 

 

一、退撫基金組織與制度之歷史性結構分析   

歷史的發展，有其本身連貫的邏輯；其過去、現在與未來間，必有因果關係

網絡相聯（蕭全政，1995：代序）。相對於強調從市場或人的經濟行為等一般化的

角度來探討政治經濟的演化論觀點，歷史結構論觀點強調必須將經濟的問題與解

決，放在其歷史脈絡和結構特性中思考（蕭全政，2003：7）。本研究擬探討退撫基

金組織與制度之歷史性結構分析，必須從全般性的觀點及歷史性的角度來觀察（蕭

全政，1994：81），探討其在政策形成、組織架構、制度設計上於歷史脈絡中的因

果關係，始能真正瞭解有關退撫基金經由國家公權力的行使，在政治上、經濟上、

社會上所擁有之特定的結構性地位、特定的立場與特定的功能（蕭全政，1994：80）。 

人類社會生存與發展過程中，作為資源分配與利用之最基本元素，即為組織

與制度；而任何資源之分配與利用的過程中，又隱含著一定的政治經濟特性。組

織與制度之所以隱含政治經濟特性的根本原因，從一般化角度看，是因為它們都

隱含特定的「偏差」（bias）（蕭全政，1997：5）；而此特定的偏差隱含特定的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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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的利害關係與特定的利害偏好（蕭全政，1994：75）。從實存角度上來看，退

撫基金組織與制度之形成，係於 1995 年配合公務人員退撫制度由恩給制改為基金

制（共同提撥制）所致，組織結構上由管理委員會負責管理運用、監理委員會負

責監督考核，惟均屬政府體系之運作機制，故必須接受法令限制及政策箝制；而

在制度設計上，將軍、公、政、教等各不同身分別人員納入同一基金中運作，不

同的退休條件、不同的主管機關，卻有著相同的提撥費率，有如數學上的「雞兔

同籠」問題，終致互為糾結，牽扯不清，免不了要在利益的追求過程中受到支配，

進而形成相當程度的偏差。 

此所謂「偏差」，是指體現於退撫基金之組織結構、軍、公、政、教四類人員

之不同目標價值，及管理委員會與監理委員會之運作規則中，所涉及之價值分配

與資源汲取的特定模式，係屬於政治經濟學上一個攸關利害得失的重要概念（蕭

全政，1994：104）。就退撫基金而言，此特定偏差係自退休新制實施，並將軍、公、

政、教不同身分別人員鑲嵌於同一基金時即予形成，並普遍存在於組織制度設計

所含括之管理委員會及監理委員會之政治團體中，由於此政治團體係以國家機關

為其運作主體，故其經常利用在政治過程中把關的機會，過濾所有的政治要求，

並將不利於自己或不能容忍的排除於議程之外，此種偏差僅利於某種衝突的呈現

而壓抑其他衝突的表面化（蕭全政，1994：74－75），致有必要針對退撫基金在組

織制度設計之歷史性結構特性，及其在行為層面上表現出的意涵，與基金運作之

鑲嵌性提出探討。 

 

二、退撫基金營運之政治經濟分析 

人類社會中能滿足行為者利益追求動機的主要措施有兩種，一為經濟性者，

另一為政治性者（蕭全政，1990：38）。而政治的本質在於「利益的追求」，政治行

為者則經由操縱支配性的社群價值、迷思與過程，而將實際決策的範圍限制於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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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問題的種種措施，並影響社會價值的分配（蕭全政，1994：74）。在特定時空限

制下的社會所呈現的政治現象與經濟現象，通常是難以截然一分為二的，換言之，

一般的政治現象經常隱含著經濟的特質，而經濟現象則係隱含著政治的特質，尤

其越是影響深遠、意義重大的政治現象或經濟現象，這種混同交錯的現象更是明

顯（蕭全政，1994：37－38）。 

政治現象與經濟現象的觀察、分析，都必須以行為者及其稟賦為基礎。所謂

行為者，其特性不僅表現於具理性且自利的個體，還表現於與其他行為者之不斷

互動且汲取資源以求存續或發展的個體。「退撫基金」做為一個權力系統與一種經

濟化的過程，係鑲嵌於「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的制度性結構安排中。政治

體制是一種經濟化的過程，且是一個權威與權力的系統；而經濟體制係屬一個權

力系統，且是一種經濟化的過程。兩種結構相互滲透、互相影響，而展現於各行

為者在自利動機下的複雜關係與互動（蕭全政，1994：43）。在實務運作上，退撫

基金因組織制度設計特性鑲嵌結果，係以國家機關的活動呈現，但在投資行為之

資源運用過程中，卻又涉及民間社會的多個層面，且不斷在國內的政治經濟環境

中隨之變遷，因而產生一連串偏差現象。 

本研究探討退撫基金營運與政治經濟社會之鑲嵌，主要係就退撫基金之投資

策略，探究其或因資產配置的不同選擇、或因自行運用與委託經營的不同方式，

導致基金整體營運結果在政治經濟社會面向上的差異；進而探討退撫基金在不同

時期、不同的政治現象與經濟現象互相交錯的狀態下，因進行政策護盤而產生基

金價值分配上的差異，及其引發的偏差現象之政經關係；並針對退撫基金整體運

用結果，因經營績效欠佳，以致政府發生潛藏負債之因果關係及其間之政治經濟

現象，探討其間權益的關連、衝突、合作及協調過程，以及如何在折衝間取得平

衡；另並針對國庫撥補或政府最終保證支付機制之設計，與退撫基金經營管理運

用結果之鑲嵌關係，作一整體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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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退撫基金之管理監督與國家機關及特定行為者鑲嵌之分析 

本研究主要探討退撫基金管理委員會、監理委員會之運作，與包含於其中之

軍、公、政、教等各類人員之角色定位及互動關係。在實務運作上，各相關行為

者，在自利作用下相互影響，衍生出複雜的關係與互動（蕭全政，1994：3），其因

政府角色與基金經營角色的衝突，及被鑲嵌於交錯串聯的組織與制度間，為了維

護各自利益而可能產生合作或衝突行為，致常常擺盪於政治介入與參與者利益之

間、政府機關與利益團體之間、官僚體系與社會菁英之間、團體利益與政治操作

之間，故必須從官僚、菁英及公民之間的角色定位來分析各行為者觀念的形成、

磋商至結論的過程；這樣的過程，可以讓我們了解在多元價值互相競逐之際，如

何藉由行為者之間的互相影響而達成解決問題的途徑。 

退撫基金的管理與監督模式，涉及的是特定行為者之間有關利益的分配模

式，此模式隱含於不同行為者在相關資源汲取、利用與分配過程中的不同利害關

係；同樣的，在特定政策的實施上，則會形成有人受利、有人受害的情形，而其

受利、受害程度則各有不同。這些行為者，從實存角度來看，係包括退撫基金管

理委員會、監理委員會、不同身分別人員之主管機關及其代表，甚至包含鑲嵌於

投資運用間之利益團體。簡單來說，退撫基金運作結果所形成的「偏差」(bias)，

就是針對軍、公、政、教等不同身分別人員之特定行為者間的特定分配關係；這

些不同層次的行為者，都分別被鑲嵌於重重交叉且錯綜複雜的組織與制度脈絡

中，而且就在這些組織與制度及其他客觀因素的動態變遷中，追求或展現其生存

與發展（蕭全政，1997：6）。在有關退撫基金的組織與制度之形成、運作和變遷中，

對於相關行為者而言，在經濟上都隱含著特定的利害得失關係，而組織與制度的

工具性角色，更使兩者的形成或變遷充滿政治性的聯合與衝突，或是展現行為者

經濟性的極佳化考量（蕭全政，1997：5）。 

相較於「偏差」(bias)普遍存在於人類社會的各種制度、組織架構或意識型態

中，退撫基金相關制度、組織架構或意識型態的變遷，則是各利益團體與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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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於不同利益而相互衝突與妥協的結果。與退撫基金形成鑲嵌性之各種組織與

制度，在其他客觀因素的形塑過程中，其中的特定行為者，不論是經營者、參與

者、主管機關或是利益團體，其所隱含的特定政治經濟特性，必須能與其內外政

經權力體系和政經合理化方向相互配合，並須進行整體組織或制度的政治性或經

濟性調整，和支撐它的政經體系相對稱，否則即會被瓦解了（蕭全政，1997：5）。

退撫基金運作之經過，因為前述的鑲嵌因素，因而形成的偏差動員，都必須在特

定的政經時空環境中進行，也因此，無論管理監督或各特定行為者之間，亦衍生

有頗多之偏差現象，確實值得檢討。 

綜合以上各項分析論述，本研究之主題，除就我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

理與監督之政經面向加以分析外，並就其間與退休制度中之提撥率是否適足、退

撫基金之投資運用等形成之管理監督問題，深入分析其間之政經結構與因果脈

絡；經由探討退撫基金之最適定位與運作機制，以謀求退休人員之福祉與政府財

政負擔之衡平。 

至於本研究之分析架構，茲圖示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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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本研究之分析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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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章節安排 

退撫基金自 1995 年設置成立，其形成、運作及變遷，從歷史觀點而言，係屬

一連串因果關係發展所形成之實存現象，每一環節，都隱含其偏差屬性及特殊之

政經條件與因果脈絡。本研究擬就前述有關退撫基金從形成、運作及變遷等相關

議題提出探討。在章節安排上，共區分為六章： 

第一章：為緒論，主要說明退撫基金自 1995 年成立至今，有關組織形成、制度設

計、整體運用機制的政治經濟脈絡，俾勾勒出本研究之問題意識，並透

過文獻探討，建構本研究之分析架構與章節之規劃鋪陳。 

第二章：本章由退撫基金組織與制度之形成，探討退休撫卹制度建置之歷史脈絡、

退撫基金之組織定位及其基金來源之政經分析，以了解我國公務人員退

休制度設計之歷史沿革，並針對其與退撫基金的組織定位與基金來源之

鑲嵌關係進行分析。 

第三章：主要探討 1995 年因實施退撫新制而成立之退撫基金，改由政府及公務人

員共同撥繳費用，建立共同儲金以支付退撫經費的制度，其間之政經分

析；並就其與基金營運息息相關之投資策略、自行運用、委託經營與政

策護盤之偏差現象，以及產生國庫撥補或政府最終保證支付結果，檢討

基金整體運用機制之鑲嵌關係。 

第四章：本章主要研析退撫基金，其中包含軍、公、政、教等不同身分別人員，

各分屬於不同的主管機關，其間之互動及鑲嵌；而管理委員會、監理委

員會之上級機關，雖分屬銓敘部及考試院，卻屬同一政府部門體系，其

在運作上產生之互動，與基金經營結果之關係；其間各相關行為者之角

色定位及互動關係，在實務運作上，為了維護各自利益而可能產生合作

或衝突行為，及其觀念的形成、磋商至結論的過程；並探討現行管理、

監理組織制度與運作間之關聯性，進而分析退撫基金的管理與監督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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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是否適足與健全。 

第五章：藉由對先進國家退休基金之整體運作，探討我國退撫基金因退休制度設

計內容考量基點不同，對其永續經營之因果關係，並檢視比較其間之優

劣。 

第六章：作成結論，針對政策的醞釀、推動、形塑及發展作一總結。 

有關本研究各章節之主要安排如後： 

章節細目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問題意識 

第二節  文獻探討 

    壹  以基金組織制度為研究焦點者 

    貳  以基金整體運作為研究焦點者 

    參  以基金管理監督為研究焦點者 

    肆  以其他國家經驗為研究焦點者 

    伍  文獻綜合評析 

第三節  分析架構 

    壹  退撫基金組織與制度之歷史性結構分析 

    貳  退撫基金營運之政治經濟分析 

    参  退撫基金之管理監督與國家機關及特定行為者之鑲嵌分析 

第四節  章節安排 

第二章  退撫基金組織制度之形成 

第一節  公務人員退撫制度之演變 

    壹  恩給制之退撫制度 

    貳  儲金制之退撫制度 

    參  基金制（共同提撥制）之退撫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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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退撫基金之組織定位 

    壹  退撫基金管理委員會之形成 

    貳  退撫基金監理委員會之形成 

    參  退撫基金管理委員會與監理委員會互動之檢視 

第三節  退撫基金來源之探討 

壹  退撫基金政府撥繳概況 

    貳  退撫基金個人自繳概況 

    參  退撫基金撥繳政策之整體檢視（因果關係） 

第三章  退撫基金營運之政經分析 

第一節  退撫基金之投資策略 

壹  退撫基金之資產配置 

    貳  退撫基金之潛藏負債 

    參  退撫基金資產配置與潛藏負債 

第二節  退撫基金之運用 

    壹  退撫基金之自行運用 

    貳  退撫基金之委託經營 

    參  退撫基金運用方式之整體檢視 

第三節  退撫基金經營結果與國庫撥補或保證支付制度之關係 

壹  國庫撥補或保證支付制度之立法緣由 

貳  國庫撥補或保證支付制度之探討 

參  退撫基金經營管理與國庫撥補或保證支付制度之整體檢視                          

第四章  退撫基金之管理與監理運作及國家機關與特定行為者間之關係 

第一節  退撫基金管理運作之檢討 

壹  退撫基金管理委員會之運作分析 

貳  退撫基金管理委員會委員代表性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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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退撫基金管理委員會與各相關主管機關互動之檢視 

第二節  退撫基金監理機制之檢討 

壹  退撫基金監理委員會之運作分析 

貳  退撫基金監理委員會委員代表性之分析 

參  退撫基金監理委員會與各相關主管機關互動之檢視 

第三節  退撫基金組織制度與運作之整體檢視 

壹  退撫基金之內部稽核與外部監督 

貳  退撫基金組織制度之運作與資訊揭露 

參  退撫基金管理與監督責任之檢視 

第五章  退撫基金整體運作之全球趨勢與在地檢視 

第一節  各國政府退撫基金運作之主要內涵 

壹  主要國家退撫基金之內涵與演進 

貳  退撫基金全球趨勢之探討 

第二節  我國退撫基金整體運作之檢討 

壹  我國退撫基金整體運作之檢視 

貳  我國退撫基金與全球趨勢之比較 

第六章  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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