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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利各私立學校教職員能瞭解退撫儲金財務狀況，儲金財務報表已依

法公告至 103 年 10 月份，欲瞭解儲金財務情形者，請逕至儲金管理會

網站【(http://www1.t-service.org.tw/)/報表公告/財務資訊】項下

查詢。 

二、本會辦公會址已於103年9月1日搬遷至臺北市徐州路5號12樓，搬遷後

原電話號碼未有異動，傳真號碼更正為(02)33933472。 

三、為有效提升各私立學校推動自主投資業務，儲金管理會於103年9月份

辦理北、中、南三區共計10場「自主投資種子教師研習會」。 

四、本部為使私校教職員更能了解自身的權益，及學習正確投資理財觀念，

業於103年10月19日及11月1日、8日辦理北、中、南三區共計4場「私

立學校教職員退休與公保權益說明會」。 

五、儲金管理會自開辦增額提撥業務至 103 年 9 月底止，共計 11 所會員學

校，業已建立增額提撥制度，欲查詢相關名單或瞭解增額提撥業務情

形者，請逕至儲金管理會網站【(http://www1.t-service.org.tw/)/

增額提撥】項下查詢。 

六、本會依據「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離職資遣儲金

監理會稽核作業實施要點」規定，業於 103 年 10 月 7 日前往儲金管理

彙辦理私校退撫儲金歷年度稽核報告缺失事項實地覆核作業，截至 103

年 10 月 7 日追蹤結果如下： 

(一) 103 年度定期稽核報告列管事項計 35 項：累計同意解除列管 22

項，繼續列管 13 項。 

(二) 102 年度定期稽核報告列管事項計 28 項：累計同意解除列管 21

項，繼續列管 7項。 

(三) 101 年度定期稽核報告列管事項計 41 項：累計同意解除列管 40

項，繼續列管 1項。 

(四) 100 年度定期稽核報告列管事項計 56 項：累計同意解除列管 55

項，繼續列管 1項。 

私校退撫儲金監理會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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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依據「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離職資遣儲金監理

會稽核作業實施要點」第 6 點及儲金管理會內部稽核實施細則第 3點

第 4款規定，儲金管理會內部稽核人員依 103 年度內部稽核計畫按月

進行查核並追蹤缺失事項。前開內部稽核報告及追蹤報告將提本會第

22 次委員會會議報告，本會已持續關注儲金管理會後續追蹤改善情形。 

八、本會依「教育部對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離職資

遣儲金管理會執行私立學校教職員退撫儲金業務考核要點」，就財務及

行政效能對儲金管理會 103 年績效進行評核考評，於 103 年 10 月 17

日召開「私校退撫儲金業務績效評核小組第 3 屆第 2次會議」複評儲

金管理會自評報告，並將會議結果簽陳主任委員作綜合考評後，陳報

部長核定在案。 

九、有關第 20 次委員暨顧問聯席會議之詳細會議資料，請逕至教育部網站

【(http://www.edu.tw/)/本部各單位/私校退撫儲金監理會/政府公

開資訊/私校退撫儲金監理會委員會會議紀錄/第 20 次委員暨顧問聯

席會議】項下查詢。 

十、本會已於 103 年 11 月 14 日召開「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立學校教職員

退撫卹離職資遣儲金監理會第 22 次委員暨顧問聯席會議」。(會議照片

如下) 

 

 

 

 

 

 

 

 

 

 

 

 

 

 

 

 
圖片：李政欣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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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離職、資遣儲金收支概況表：  

收支餘絀表(103 年 1 月 1 日至 103 年 9 月 30 日止)                單位：元 

收入 金額 支出 金額 
提撥收入 4,550,721,196 退休撫卹離職資遣支出(備註 2) 1,126,586,619

增額提撥收入 16,825,308 信託管理費支出(備註 3) 10,393,183

暫不請領專戶提撥收入 275,460,755 信託管理費支出—增額提撥(備註 4) 5,243

利息收入 3,225,758 投資損失 18,244,721

利息收入—教職員退撫儲金專戶 21,114,721 投資損失—增額提撥 466

其它收入(備註 1) 1,882,352 兌換損失 82,134,791

投資利益 211,009,118 兌換損失—增額提撥 44,852

投資利益—增額提撥 50,995  

兌換利益 86,728,817  

兌換利益—增額提撥 16,748  

收入總計 5,167,035,768 支出總計 1,237,409,875

結餘 3,929,625,893 

備註：1.其他收入係申購境外基金通路報酬回饋 1,882,352 元。 
2.103 年 1-9 月退休撫卹離職資遣支出係退休案 1,528 件，金額共計 868,529,727 元；撫卹案件 49 件，金額
共計 17,136,237 元；離職案 1,092 件，金額共計 133,474,394 元；資遣案 248 件，共計 105,703,029 元；
年滿 60 歲返還儲金，金額共計 1,743,232 元；總計共 1,126,586,619 元。 

3.信託管理費支出係 1至 9月份信託管理費 10,230,392 元；申購、贖回共同基金匯費及 OUR 費用 162,791 元。 
4.信託管理支出-增額提撥係 1至 9月份信託管理費 4,946 元；申購、贖回共同基金匯費 297 元。 
5.資料來源：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離職資遣儲金管理委員會，網址：

http://www1.t-service.org.tw/報表公告/財務資訊。 
 

  

二、原私校退撫基金收支概況表： 
收支餘絀表(103 年 1 月 1 日至 103 年 9 月 30 日止)               單位：元   

收入 金額 支出 金額
提撥收入 410,210,244 退休撫卹離職資遣支出(備註 2) 3,737,083,989

利息收入 5,013,110 信託管理支出(備註 3) 337,022

投資利益 170,578,426 投資損失 47,857,287

兌換利益 10,183,397 兌換損失 33,385,165

政府補助收入 551,339,217 營運管理費用(備註 4) 32,561,413

其它收入(備註 1) 565,831  

收入總計 1,147,890,225     支出總計 3,851,224,876

餘絀 -2,703,334,651
備註：1.其他收入係申購境外基金通路報酬回饋 565,831 元。 

2.103 年 1-9 月份退休案 2,366 件，金額共計 3,416,375,260 元；資遣案 298 件，金額共計 257,596,859 元；撫
卹案 64 件，金額共計 63,111,870 元；總計共 37,737,083,989 元。 

3.信託管理支出含 2至 8月份信託管理費 239,083 元、申購及贖回共同基金匯費 97,879 元及銀行結清帳戶匯費 60
元。 

4.營運管理費用係撥入管理會 103 年度行政管理支出之年度預算。 
5.資料來源：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離職資遣儲金管理委員會，網址：

http://www1.t-service.org.tw/報表公告/財務資訊。 

＊讓數字說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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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私校退撫儲金及原私校退撫基金整體運用績效表及損益分析表： 

表一、私校退撫儲金(新制)-自主投資各類型投資標的組合運用配置表 

(截止日：103 年 9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億元；% 

投資項目 
保守型 穩健型 積極型 合計 

金額 比重 金額 比重 金額 比重 金額 比重

活期存款 1.464 0.57% 0.063 0.69% 0.001 0.01% 1.528 0.56%

定期存款 42.000 16.44%  42 15.38%

共同
基金 

貨幣市場型 127.822 50.03%  127.822 46.81%

固定收益型 66.998 26.22% 4.802 52.57% 2.952 35.14% 74.752 27.38%

資本利得型 17.217 6.74% 4.269 46.74% 5.448 64.85% 26.934 9.86%

小計 255.501 100.00% 9.134 100.00% 8.401 100.00% 273.036 100.00%

備註：1.固定收益型基金：歐元投資等級債券型基金、美國公債型基金、全球公債型基金、美國高收益債券型基金、新

興國家公債型基金、全球高收益債券型基金。   

      2.資本利得型基金：美國股票型基金、全球股票型基金、日本股票型基金、歐洲股票型基金、拉丁美洲股票型基

金、新興市場股票型基金、台灣股票型基金、亞太除日本外股票型基金。 

      3.資料來源：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離職資遣儲金管理委員會網站公告資料。 

      4.如欲查詢相關資料，請逕至儲金管理會網站，或中國信託個人專戶網路查詢。 

      5.自主投資運用實施計畫-「投資標的組合運用規範簡表」： 

         類  型 

                 (註1) 
投資規範 

保守型 
(低風險) 

穩健型 
(中風險) 

積極型 
(高風險) 

1.各類型基金占組合比重

限制 

資本利得型： 

0%~20% 

資本利得型： 

30%~50% 

資本利得型： 

40%~70% 

2.個別基金占組合比重限

制 
≦10% ≦15% ≦15% 

3.個別基金占該基金已發

行受益權單位總數比重

限制 

≦10% ≦10% ≦10% 

4.個別基金績效排名限制 
過去三年期績效 

前50% 

過去三年期績效 

前50% 

過去三年期績效 

前50% 

5.銀行存款之存放金融機

構限制 

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BBB)以上 

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BBB)以上 

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BBB)以上 

6.再平衡(Rebalance)資

產配置調整頻率 
3個月 2個月 1個月 

7.運用損益 
不低於二年期定期存

款利率(註2) 
自負盈虧 自負盈虧 

註 1：上表類型中所稱之高風險係指一年以內，投資組合價值漲跌的可能性大；所稱之低風險係指一年以內，

投資組合價值漲跌的可能性小。 

註 2：保守型之運用損益，依私校退撫條例第十條第三項規定，其收益不得低於當地銀行二年期定期存款利

率，如有不足，按教職員參加期間之累計收益，於離退時，由國庫補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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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原私校退撫基金(舊制)運用配置表 

       (截止日：103 年 9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區分 比例(%) 金額 

一、存款性資產(註 1) 39.53% 1,133,803,512

二、資本利得型 36.18% 1,037,583,128

三、固定收益型基金與其他 24.29% 696,460,618

合計 100.00% 2,867,847,258 元

備註:1.存款性資產包含:活期儲蓄存款、定期儲蓄存款、貨幣市場型基金。 
2.資料來源：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離職資遣儲金管理委員會。 

 
 

表三、私校退撫儲金(新制)-自主投資各類型投資標的組合損益分析表 

(期間：103 年 1 月 1日至 103 年 9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元；% 

103年
度各
月份 

保守型 穩健型 積極型 

單位 
淨值 

已實現 
加計未實現
累計收益數

期間 
報酬率 

單位 
淨值 

已實現 
加計未實現
累計收益數

期間 
報酬率

單位 
淨值 

已實現 
加計未實現
累計收益數

期間 
報酬率

1月 10.1236 116,993,829 0.52% 10.5990 3,071,235 0.53% 9.9320 -4,308,782 -0.78%

2 月 10.1448 165,605,046 0.73% 10.8497 16,309,257 2.91% 10.1443 8,726,393 1.34%

3 月 10.1756 236,017,054 1.03% 10.8047 14,246,326 2.48% 10.2421 15,176,187 2.32%

4 月 10.1817 250,047,673 1.09% 10.7492 11,251,178 1.96% 10.2459 15,709,257 2.36%

5 月 10.1938 278,128,087 1.21% 10.8921 21,357,446 3.31% 10.4148 27,434,927 4.04%

6 月 10.2107 317,562,813 1.38% 10.9284 24,095,708 3.66% 10.5078 34,216,255 4.97%

7 月 10.2133 323,668,670 1.41% 10.9592 26,464,093 3.95% 10.5983 41,044,538 5.88%

8 月 10.2339 374,229,628 1.61% 10.9984 29,705,329 4.32% 10.6792 47,460,264 6.68%

9 月 10.1995 286,223,218 1.27% 10.9086 22,375,324 3.47% 10.4781 31,658,602 4.68%

備註：1.期間報酬率=(當月單位淨值-去年 12 月單位淨值)/去年 12 月單位淨值。 
      2.成立日期：102 年 3 月 1日。 
      3.資料來源：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離職資遣儲金管理委員會網站公告資料。 

 



 第 6 頁，共 11 頁

備註：投資組合特色： 
1.保守型-採全球股債配置的低風險組合。兼顧流動性及收益性。在充分分散風險下，建構最具價值且低風險的

投資組合。配置於債券型基金、貨幣市場型基金及現金的比重超過 8成。 
2.穩健型-採全球股債配置的中風險組合；在追求長期資本增值的同時，也將報酬率的波動控制在一定的水準之

內。投資於股票型基金的比重將高於保守型。 
3.積極型-全球股債配置的較高風險組合；積極追求長期資本利得，以期能提升整體報酬率，然而相應的波動風

險也較高。投資於新興市場股票型基金及非投資等級債券型基金的比重將高於穩健型。 

 

 
 
表四、原私校退撫基金(舊制)損益分析表 

(期間：103 年 1 月 1日至 103 年 9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元；% 

103 年度各
月份 

當月可運用資
金 

本年度平均可運用
資金

已實現加計未實現累計
收益數

期間收益率(加計未
實現)

1 月 5,614,750,742 5,614,750,742 -12,218,839 -0.2176%

2 月 4,584,611,395 5,099,681,069 26,482,089 0.5193%

3 月 4,788,623,480 4,995,995,206 57,475,950 1.1504%

4 月 4,774,971,406 4,940,739,256 13,912,910 0.2816%

5 月 5,378,728,240 5,028,337,073 57,253,700 1.1386%

6 月 5,366,622,678 5,084,717,990 93,510,352 1.8390%

7 月 5,362,088,761 5,124,342,386 64,208,989 1.2530%

8 月 2,984,517,971 4,856,864,334 64,077,724 1.3193%

9 月 2,867,847,258 4,635,862,437 39,976,831 0.8623%

備註:1.期間收益率=累計收益數/本年度平均可運用資金 
2.本表係於 103 年 1 月起計算。 

 

 

 

 

 

 

 

 

 

 

 

 

 

 

 

 

 

 
圖片：李政欣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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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退休生活要怎麼安排?是想要實現年輕時尚未完成的夢想，還是和三五

個好友共同環遊世界呢?理想的退休生活必須及早規劃，而年金保險之年金給付

具有安全性及穩定性，且保戶可彈性規劃年金給付期間，在臺灣邁入高齡化社

會之際，如何做好個人未來經濟生活的安排，讓自己的晚年擁有理想的生活品

質，年金保險將是最佳的選擇。 

「年金保險」可提供老人退休後之收入保障，只要要保人於投保時一次繳

交躉繳保險費或在累積期間內分期繳交保險費，則被保險人於約定期內生存

時，保險公司將按契約約定期給付年金金額，提供被保險人長期且穩定之經濟

來源。 

＊退休後之經濟來源圖如下:  

 軍職人員 公教人員 勞工 一般國民 農民 
第三層: 
個人保障 個人儲蓄、家庭互助、商業保險(含個人年金、團體年金等) 

第二層: 
職業年金 

軍職人員
退伍金 

公務人
員退撫
基金 

政務人
員離職
儲金 

私校教
職員退
撫基金

勞工
退休
金 

約聘雇
人員離
職儲金

  

榮民就養
給與 老農津貼

第一層: 
強制體系 軍保 軍公教人員保險 勞工保險 國民年金 

農民健康
保險 

第零層: 
社會救助 中低收入老人生活津貼 

其實最適合用來做退休規劃的保險商品要屬年金保險，因為年金保險的特性

就是「活到老，領到老→領一輩子」，但是除了要盡量維持健康的身體來增加年

金可領的年期外，還要考量每年所領的年金金額是否足夠一整年生活開銷。每

年可領的年金金額大小，與要開始領取年金時被保險人的年齡，以及當時所累

積的保單價值準備金(或保單帳戶價值)多寡有關。開始領取年金的年齡愈大，

可領的年金金額就愈多(因為可領的年期較短)；累積的保單價值準備金愈大，

可領的年金金額也愈多。另外，因為女性平均壽命較男性多了近 6 歲，所以同

樣的領取年齡及相同的保單價值準備金，女性可領取的年金金額會較男性來的

小。 

＊理財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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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年金領取方式一般有兩種模式可以選擇，一種是每年領取定額的年金金

額，另一種是每年領取變動的年金金額，變動的原因是因為年金會隨保險公司

每年宣告的利率作調整。保險人可依據自己的偏好作選擇。 

＊年金保險種類:  

 

 

  

 

註:利率變動型年金保險商品依其年金金額之差異區分為甲型和乙型。甲型係指每期領取之年金金額為固定金
額，而乙型則會隨每期宣告之利率而有所變動，常見保險公司會於契約條款約定調整係數來反映各年度之年
金金額，例如:當年度年金金額=前一年度可領取之年金金額×(1+前一年金給付周年日當月宣告利率)÷(1+預
定利率)。一般而言，乙型較具有對抗通膨之特性。 

 

＊即期年金保險與遞延年金保險比較表: 

 即期年金保險 遞延年金保險 
商品種類 ◆傳統型年金保險 

◆利率變動型年金保險(乙型)
◆傳統型年金保險 
◆利率變動型年金保險(甲型、乙型) 
◆投資型年金保險 

繳費方式 ◆躉繳(一次付清) ◆躉繳(一次付清)
◆定期繳交固定保費或彈性繳交 

給付方式 ◆契約成立後，立即按期給付
年金。 

◆契約成立，要保人繳納保費累積經過一定
期間後，保險公司開始按期給付年金。 

適合對象 ◆退休人士(用來安排老年生
活之經濟支出) 

◆在職人士(從年輕開始，由薪資中提撥一部
份作為保險費，為自己規劃老年生活) 

 

＊年金保險比較表: 

項目 傳統型 利率變動型 投資型 
繳費方式 ◆躉繳(一次付清)

◆定期繳交固定保費 
◆躉繳(一次付清)
◆定期繳交固定保費

◆躉繳(一次付清)
◆定期繳交固定保費或
彈性繳交 

給付方式 ◆即期 
◆遞延 

◆即期(乙型) 
◆遞延 

◆遞延 

累積期間的增值
方式 

保單價值準備金依預
定利率及生存率等條
件計算 

保單價值準備金依宣
告利率增值 

保單帳戶價值依投資連
結標的績效變動 

年金給付金額 固定 固定或變動 固定或變動 
保戶風險偏好 極低 低 中 

 

即期年金保險 

遞延年金保險 

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 
年金保險 

傳統型年金 

投資型年金 

(資料來源：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保險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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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校退撫儲金新制相關釋例＊ 

一、自99年1月1日起，私立學校毋須再行修正各校原教職員工退休撫卹資

遣辦法；惟各校教職員98年12月31日以前之任職年資，其退撫給與計

算標準仍應適用原各該辦法之規定。 

＊法令條文依據： 

一、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離職資遣條例第3條第1項 

二、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離職資遣條例第4條第5項 

＊教育部100年11月15日臺人(三)字第1000200235號函 

一、依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離職資遣條例第4條第5項規

定：「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立學校不得自訂退休、撫卹、離職及資遣制度，

以取代本條例規定之退休、撫卹、離職及資遣制度。」因此，自99年1月1

日起，私立學校毋須再行修正各校原教職員工退休撫卹資遣辦法。 

二、惟各校教職員所具98年12月31日以前之任職年資，其退撫給與計算標準仍

應適用各該學校原退撫辦法之規定。 

 

 

二、停聘人員因非屬現職人員，停聘期間應暫停私校退撫儲金之撥繳，學

校並應依規定報儲金管理會辦理變更登記。 

＊法令條文依據： 

一、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離職資遣條例第3條第1項 

二、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離職資遣條例施行細則第8條 

三、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離職資遣條例施行細則第9條

第1項 

＊教育部100年11月30日臺人(三)字第1000209870號函 

一、依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離職資遣條例第3條第1項規

定：「本條例所稱教職員，指已立案私立學校編制內有給專任現職校長、

教師、職員及學校法人之職員。」停聘人員因非屬現職人員，停聘期間應

暫停私校退撫儲金之撥繳。 

二、另依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離職資遣條例施行細則第

8條規定，各學校教職員資料有異動者，應自異動之日起15日內，填具異

動通知單報儲金管理會辦理變更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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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職員符合退休條件，得以不續聘生效日為退休生效日。 

＊法令條文依據： 

一、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離職資遣條例第3條第1項 

二、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離職資遣條例第15條第1項 

三、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離職資遣條例第16條 

四、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離職資遣條例第18條 

五、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離職資遣條例第19條第2項 

六、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離職資遣條例施行細則第22

條 

七、教師法施行細則第16條 

＊教育部100年12月6日臺人(三)字第1000214236號函 

一、依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離職資遣條例(以下簡稱私

校退撫條例)第3條第1項規定：「本條例所稱教職員，指已立案私立學校編

制內有給專任現職校長、教師、職員及學校法人之職員。」同條例施行細

則第22條規定略以，教職員依本條例第15條、第16條及第18條規定辦理退

休，應於退休生效前3個月填具退休事實表3份，連同全部任職證件及有關

證明文件，由服務學校彙轉儲金管理會審定後，報監理會轉本部備查。是

以，私校教職員應依上開規定辦理退休，除有特殊原因外，須以2月1日或

8月1日為退休生效日；惟退休案如因故未及於3個月前送儲金管理會審

定，為保障教職員權益，其於擬退休生效日前1日仍在職，且提出退休申

請者，儲金管理會仍應同意受理並依規定辦理其退休案。 

二、依教師法第14條及其施行細則第16條第3款規定，私立學校教師如經主管

教育行政機關核定不續聘，自聘約期限屆滿時不予續聘，其原聘約屆滿日

為1月31日或7月31日，因當日仍屬現職教師，仍得依規定提出退休申請，

並以次日2月1日或8月1日為退休生效日。 

 

 

四、私立學校專業技術人員及研究人員不得併計曾任公校年資辦理退休。 

＊法令條文依據： 

一、教師法第3條 

二、教師法第24條第3項 

三、大學法第17條 

＊教育部100年12月14日臺人(三)字第1000218803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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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查教師法第3條規定：「本法於公立及已立案之私立學校編制內，按月支給

待遇，並依法取得教師資格之專任教師適用之。」次查大學法第17條第1

項規定：「大學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理教授、講師，從事授課、研究

及輔導。」第4項規定：「大學得延聘研究人員從事研究及專業技術人員擔

任教學工作…。」是以，專業技術人員及研究人員，非屬上開規定所稱教

師。 

二、次查教師法第24條第3項規定：「公私立學校教師互轉時，其退休、離職及

資遣年資應合併計算。」專業技術人員及研究人員既非屬教師法所稱教

師，爰其於私立學校辦理退休時，不得併計曾任公校年資。 

 

 

五、私校退撫儲金新制施行前之工友年資，不得併計為教員或職員退休年

資，但可依相關規定請領工友退職金。 

＊法令條文依據： 

一、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離職資遣條例第12條 

二、私立學校訂定所屬教職員工退休撫卹資遣辦法條文參考原則第28條第2項 

＊教育部100年7月26日臺人(三)字第1000121989號函 

一、依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離職資遣條例第12條規定，

教職員於本條例施行前、後任職年資，應合併計算；其併計標準、退休金、

撫卹金、資遣給與基數內涵及核計最高基數，依本條例施行前原私立學校

教職員退休、撫卹、資遣規定辦理。 

二、依私校退撫條例第3條規定參加私校退撫儲金新制之教職員具有可相互採

計之私立學校教師或職員年資，得依前項規定計算退休年資。原各私立學

校退撫辦法亦有相同教員與職員年資併計退休之規定，而工友年資則不得

併計為教員或職員退休年資。 

三、另依「私立學校訂定所屬教職員工退休撫卹資遣辦法條文參考原則」第28

條第2項規定：「工友改任編制內教職員者，如改任當時未辦理工友退職，

將來以教職員辦理退休時，其採計年資不足30年部分，得檢具工友之服務

年資證明，另就其曾任工友之年資，以改任時之工友餉級為準，按辦理教

職員退休時現職同等級工友所支工餉為標準核算退職金。」是以，教職員

退休時，其採計年資未達上限，具有曾任未領退休金工友年資，始得依上

開規定請領工友退職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