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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金改⾰革的核⼼心價值

退休保障永續化
領得⻑⾧長、領得多、領得到的永續年⾦金

債留⼦子孫極⼩小化
追求世代平衡，

減輕8、9、10年級⽣生的債務負擔

財政不分藍綠、債務沒有統獨

年金要改革
國家不破產



我們繳很少、卻要領很多
軍公教、勞⼯工皆然
僅勞⼯工、公教⼈人員個⼈人⽀支付僅勞⼯工、公教⼈人員個⼈人⽀支付僅勞⼯工、公教⼈人員個⼈人⽀支付僅勞⼯工、公教⼈人員個⼈人⽀支付
勞保 軍公教退撫 公保(⼀一次⾦金)

總繳⾦金額 $346,248 $807,912 $297,244

領回現值(退休期初) $5,206,134 $6,717,593 $961,800

繳⼀一元，領幾元？* 15.04 8.31 3.24

加上政府+雇主，所有⽀支付成本後加上政府+雇主，所有⽀支付成本後加上政府+雇主，所有⽀支付成本後加上政府+雇主，所有⽀支付成本後
勞保 退撫基⾦金 公保(⼀一次⾦金)

總繳⾦金額 $1,615,824 $2,308,320 $849,269

領回現值(退休期初) $5,206,134 $6,717,593 $961, 800

繳⼀一元，領幾元？* 3.22 2.91 1.13

3.22 

*⾦金錢價值⽐比率=未來退休給付之預期折現值總和／退休前所有預先繳交保費或提撥之⾦金額
*資料來源：國立政治⼤大學⾵風險管理與保險系教授、台灣⾵風險與保險學會理事⻑⾧長⺩王儷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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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最適費率係指各基⾦金⻑⾧長期收⽀支平衡下估算之費率
資料來源｜主計處、各基⾦金精算報告

台灣退休基⾦金財務情形台灣退休基⾦金財務情形台灣退休基⾦金財務情形台灣退休基⾦金財務情形台灣退休基⾦金財務情形台灣退休基⾦金財務情形台灣退休基⾦金財務情形

退撫基⾦金退撫基⾦金退撫基⾦金 勞保基⾦金 公保準備⾦金 國⺠民基⾦金

公務⼈人員 教育⼈人員 軍職⼈人員

現⾏行費率(%) 12 12 12 9.0 8.25 8.0

最適費率(%) 42.65% 47.77% 39.65% 2.784 8.83 22.02

提⾼高基⾦金報酬率？加稅？
別傻了，找巴菲特來也沒⽤用

基⾦金嚴重

提撥不⾜足
•提撥的部分，就算請巴菲特
  來操盤，也不夠⽤用
•明年之後基⾦金現⾦金流出⼤大於
  流⼊入，就算投資報酬率100% 
  也沒藥救

明年之後
[勞保基⾦金]
現⾦金

流出>流⼊入

年金要改革
國家不破產



0

2,000

2018 2020 2022 2024 2026 2030 2032 2034 2036 2038 2040 2042 2044 2046 2048 2050 2052 2054 2056 2058 2060 2062 20642016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2027 2033

2028

退休基⾦金破產 = 政府破產

合計

軍公教退撫

勞⼯工保險

2027年
勞保基⾦金破產

政府必須增提

1895億給付
勞保請領

2030年
公務員退撫基⾦金破產

政府撥付⾦金額

暴增到4775億

2033年
政府法定義務撥補

⾦金額超過6056億

2056年後
政府每年法定

義務撥補⾦金額

就會超過1兆

2017年
中央政府總預算

歲⼊入1兆8457億元



資料來源：2015 / 07 / 30 希臘共和國資產發展基⾦金(Hellenic Republic Asset Development Fund)資產出售清單

• 希臘財政部存放在羅⾺馬、紐約的資產，交付歐盟監管
• 帕德嫩神殿的⾨門票，早已資產證券化出售給投資銀⾏行

2015年希臘拍賣重要資產，籌措 500億歐元償還歐盟

跳樓拍賣清單

機場 ⾼高速公路 鐵路公司

遊艇碼頭

港⼝口

⾼高爾夫中⼼心 煉油廠 電信公司

⾃自來⽔水公司 ⽡瓦斯公司 郵局 國有地/建物

• 648公⾥里收費
   ⾼高速公路

• 國營TRAINOSE S.A. 與
   EESSTY公司 100% 股權

• 全國第⼀一⼤大港Piraeus、第⼆二
   ⼤大港Thessaloniki 67%股權

• Hellenic Petroleum 
   35%股權，佔全希
   臘2/3 的煉油產能

• 全國最⼤大的Hellenic 
    Telecommunications   
    Organization股權

• 希臘國營Public 
   PowerCorporation    
   17%股權

• 雅典Athens Water                
   Supply & Sewerage
   11% 股權

• 希臘Public Gas Corporation的股
   權、以及天然氣輸送網路66%股權

• 政府持股90%的Hellenic Post S.A

• 雅典國際機場30%股權
   以及延⻑⾧長特許經營權
• 14個機場，50年經營權
• 雅典舊機場180萬坪⼟土地開發權

• 雅典 Alimos Marina   
   遊艇碼頭40年經營權

• 羅德島Afandou 渡假 
   勝地100%股權

• Thessaloniki Water 
   Supply & Sewerage      
   30年獨佔經營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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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事情也沒那麼悲觀
──我們有錢，還有很⼤大的調整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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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做簡單算數

   70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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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X 30 年 = 2100

100X 10年 = 1000

哪個領得多？ 

來做簡單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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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簡單主張

• 30年不破產的⽅方案
• 年⾦金辦趕緊公布⽅方案
• 建⽴立在專業精算的基礎
• 透明化向全⺠民定期報告

• 李來希們領得到 / 林于凱們也領得到
   (退休保障永續化/債留⼦子孫極⼩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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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互助

台灣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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