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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從宏觀言，2016 年至 2018 年，蔡英文政府的年金改革，是重分配政策，是一
減法改革；同是減法改革，馬英九政府的年金改革，失敗；而本年改，卻能成功通
過修訂法案，在於蔡政府採體制外改革，並挾強大民意為基礎。亦驗證了公共選擇
理論，對官僚行為是自利的假設。
從中觀言，Sabatier 所倡的 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ACF），本文採之。
本年改，可分兩聯盟，其一是年改聯盟；另一是反年改聯盟（退休軍、公、教）。
從政策次級系統外的相對穩定變數與動態事件等，計七項，年改聯盟，幾乎是完勝
的。至於政策次級系統內的兩大聯盟之爭，有關信念三層次比較，各有所持，無交
集，政策掮客甚難發生作用，而論及行動者之資源與策略部分，年改聯盟顯然較優，
故而年改修改法案成功是必然的。
從微觀言，「多繳、少領、延退」是政策工具。如何少領？年改聯盟採直接從
月退金少領方式辦理。釋字第 781、782、783 號，肯認其合法性、合憲性；而反年
改聯盟認應信守制度正義，不可少領。本文則以月退金扣繳所得稅，回填退撫基金
水庫缺口，不由其他納稅人挹注，而能符合「自給自足」原則。
從宏、中觀角度，發現年改為何成功修訂法案，但從微觀角度，卻發現了年改
隱憂，即在公共政策學理上，犯了第四類型錯誤，對政府形象已造成傷害。
關鍵詞：年金改革、第四類型錯誤、倡導聯盟架構、宏觀、中觀、微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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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臺灣的軍公教年金制度年改（以下簡稱年改），就公共政策類型論，係屬於重
分配政策，由於涉及財產重分配，是具有政治性極高的公共政策，又常被稱為「政
治地雷」，使得政治人物在處理重分配政策時，都儘量避免。然而在縮短貧富差距
的公平正義呼聲下，重分配政策不斷受到討論，各國在處理此一議題時，就如同行
走在政治地雷區，必須小心翼翼設法取得選民與各黨勢力的同意與支持，謹慎處
理，以免引起社會不安定（許多羊，2017）。臺灣的領導人，卻反其道而行，從李
登輝政府開始，1995 年就有年改，歷經陳水扁、馬英九政府，迄今已近 25 年，蔡
英文政府年改，是第四次，雖有抗爭，惟管見以為，本次年改仍應給予肯定，是有
對症下藥的，只是開出的處方，有些小瑕疵，進而衍生出某些政治後果。
年改是蔡政府執政（2016.5.20）以來的改革項目之一，目前公務人員之公務人
員退休資遣撫卹法，於 2017 年 8 月 9 日修訂通過，並於 2018 年 7 月 1 日實施；而
教師之《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之修訂通過與實施，均與公務人員同；
至於軍人之《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則較晚，於 2018 年 6 月 20 日才修訂
通過，但仍於 2018 年 7 月 1 日實施。而上述三法之釋憲案，司法院釋字第 781、
782、783 號，則遲至一年後之 2019 年 8 月 23 日，同步公布。
新制度論者謂：歷史具有「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的特性，即微小或
偶發事件，可能會衍生出重大後果，描述的恰如其分；亦述及：理性主義與行為主
義，在解釋政治後果時，往往過於關注政治輸入項，而忽略了政治制度所扮演的關
鍵性中介角色（徐子婷譯，2008：15），也著實說明年改制度之研究，確有其價值
存在。
年改，究其實是制度變遷的問題，亦是政策變遷的問題，惟 Paul A. Sabatier
（1998, 1999; Sabatier & Jenkins Smith, 1993; Sabatier, 2007; Sabatier & Weible,
2017）的倡導聯盟架構（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 ACF），之所以用「政策變
遷」代替「政策執行」一詞，主要原因在於政策執行過程本身就是改變政策內涵、
政策取向學習的過程（policy-oriented learning）（李允傑、丘昌泰，2016：61）。政
策變遷相對於政治學學理，自然要討論「結構、能動性」或「脈絡與行為」及「觀
念」等問題（徐子婷譯，2008；陳義彥等譯，2009）。就結構言，要討論那些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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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動性方面，亦有同樣情形，一般學者之著作，大抵而言，相當抽象、空泛，不易
操作；惟就「結構」言，與該 ACF 架構之政治系統內的「穩定體系變數」相當；
就「能動性」言，即與同架構之政治系統內的「外在事件」相當，文內自當詳述之；
另夾在結構與能動性間的「觀念」，尤應注意，觀念之定性，悠關年改政策工具的
問題，而「觀念」問題，亦與同架構之政策次級系統之「政策核心信念」（policy core
beliefs）相當。
上述同架構之政策次級系統，會有兩個倡導聯盟：一、年改聯盟：支持年金改
革團體，是指執政團隊及贊成者的聯盟；二、反年改聯盟：反年金改革團體，則以
退休的軍公教人員為主體。
年改法案，其政策工具是：多繳、少領、延退（許道然，2017），則與同架構
之政策次級系統之策略：指導工具，相當。其政策問題本質，是退員所領月退休金，
加上 18%的優惠存款之所得替代率的確太高了，有近乎在職所得的，或甚而超之；
於此，不管年改、反年改聯盟，咸表認同。從政策分析角度而言，政策問題的認定
是正確的，問題就在於：如此高的所得替代率，要不要調降？所得替代率問題，正
與同架構之政策次級系統之次級信念（secondary beliefs）相當。年改者，提出「多
繳、少領、延退」的處方；而反年改者，則認為對於未退人員，有可行性；但對已
退人員，由於法律有信賴保護原則的適用，即所謂的「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仍
應適用舊法，退休金不得少給。故而兩造見解，南轅北轍，僵持不下，雖年改團體
挾執政優勢，通過新制退休、撫卹法，但也埋下抗爭不斷的種子，直至釋憲後，總
算塵埃落定，但是否就此結束紛擾？答案是，仍在未定之天，因有隱憂存在。

貳、研究方法：文獻探討

為期能順利進行本「軍公教年金制度改革」案之制度、政策面探討，廣泛蒐集
各類書籍、期刊、電子資料，尤以此為時事性極強的論題，報章資料亦是蒐集之列，
惟總統府年改基金會或銓敘部資料，雖稍有涉獵，但引用處不多，確有疏漏之處，
但仍本野人獻暴之心為文，略抒管見，其要旨在於能梳理底下所提的議題。
該年改所引發之重大議題，可分二大類，細分為六項議題，說明如下：
第一類為年改制度成功推行之探討：可細分兩項說明，第一，年改方案的進行，
為何採體制外推動，體制內進行處理？第二，年改政策方案何以能成功推動修法，
—79—

OPE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OPAR) No.35 November 2021

空大行政學報 第三十五期 民國 110 年 11 月

此將以 Sabatier 的 ACF 作政策分析。第二類為政策工具的探討。政策工具為「多
繳、少領、延退」可細分四項說明：第一，其理論基礎為何？即退休金到底是年金
還是所得？此為定性問題；第二，政策工具「多繳、少領、延退」，係要解決何種
問題？第三，該政策工具，採不完全溯及既往的方式，有無合法性問題？該政策工
具，是否符合比例原則？即是否合憲問題？第四，該項政策工具，有無方法錯誤的
問題？如有，是第幾類型的錯誤？其中第一類第一項是宏觀角度，本項是將 Sabatier
的 ACF 之「外在事件」，作綜合、觀察放大檢視的結果；第二項是中觀角度，是就
年金制度本身所處的環境，所為之探究，以 ACF 作大略的政策分析，而其後之政
策工具探討，擇 ACF 比較重要的項目，作詳細的論證，是為微觀角度，即第二類
之第一項至第四項所採之觀點。其中退休金的定性，即等同於 ACF 政策次級系統
之行動者之政策核心信念；而政策工具，亦是 ACF 政策次級系統是之次級信念
（secondary beliefs），亦是策略工具問題，而其合法、合憲問題，係牽涉 ACF 政策
系統之「穩定體系變數」之基本法律憲政結構，簡言之，雖曰微觀，仍係就 ACF
框架內所舉之子項目，作深入的探究。
文內二大類六項議題，均採文獻探討方式，主要是基於如下的考量：
第一、所能搜集到的文獻資料，大都是質性資料，可與文內議題的有較強的關
連性。本文所舉的六項議題，大都是具有爭議性的，且涉及制度理論面、政策工具
內涵的探討，而年金制度改革，為我國近年來人事行政的重大課題，涉及高度的實
務運作與多層次的人事行政概念，採用一般常用的研究架構或方法（如訪談、問
卷……等），所得的資料，大抵是片斷的，較無法深入到理論層次的探究，進而梳
理出問題全貌。
第二、就所討論的議題言，雖可細分六個項目，但如在向上分類，則可歸納為
兩大類，第一類為制度變遷、第二類為政策工具。第一類為制度變遷之環境、制度
變遷之探究，第二類則為政策工具的標的 退休金之定性、合法性、合憲性及方
法有無錯誤等。制度變遷所採用的 ACF 政策分析，本身就是文獻探討、制度環境
本就有學說的假設，可驗證；而政策工具的定性、合法性、合憲性、方法性，都是
質性之探究，亟需有充足的文獻探討，方足以支撐整個研究的進行。本文係基於上
述的考量，故而煞費苦心，全採文獻探討方式，進行深度探討。末了，將對年改，
提出些許建言，或能對目前的政策窘境有所助益，終而結束本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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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的說明可知，本文所為之探究，主要是以 ACF 框架為藍本，以該框架
內所舉之項目，作文獻資料蒐集，所謂宏觀分析，是將框加內之「外在事件」做綜
合性、理論性說明，而中觀分析，則是依該框架內，所舉之項目，將所蒐集的文獻，
鑲嵌其上，另微觀分析，則是將框架內政策工具的關鍵項目，作深入論述。因此有
必要將該框架作一圖示說明，以利後續討論。如圖 1。

圖 1 倡導聯盟架構分析圖

資料來源：

Sabatier & Weible, 2018: 95

另文內所採之名詞，有必要加以解釋釐清，以利後續閱讀，茲說明如下：
一、宏觀分析、中觀分析、微觀分析
Alan Cawson 在研究統合主義，即所謂「一個利益代理的系統。在這個系統中，

所有的組成單位都被組織起來，成為有一定數目的、單一的、強迫性的、非競爭性
的、有高下之分的範疇，其受國家範圍的承認或許可。在它們的相對範疇內，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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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予它們一個有關的代表性的的壟斷特權，以交換國家對它們選擇領袖與計算需求
及援助的控制權」的內涵時，以「行動者的層次」為標準提出了宏觀、中觀與微觀
三個研究層次：
宏觀分析的研究對象為國家整體與「公民社會」的互動關係。
中觀分析的研究對象為政府「部門」與社會團體的互動關係。
微觀分析的研究對象為個別行動者在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與發揮的功能（吳
定，2013：70-71、73-74）。
另 True, B. D. Jones 及 Baumgartner 以為，美國政策系統可以區分為兩種層次：
宏觀 政治層次，屬於政治性質，係以大規模衝突與大幅度議價方式尋求問
題解決。
政治次級系統，涉及各政府機關的運作、標準作業程序，屬於事務性質，即以
組織慣例來處理問題（吳定，2013：248)。本文則以中觀分析視之。
本文之所以酌採宏觀、中觀及微觀分析，有其必要性考量，要能窺得年金改革
全貌，避免偏頗。例如微觀分析與宏觀分析，在文內之探究，呈現對立之局面。文
內宏觀分析之體制外推動、體制內進行，顯係國家整體與公民社會之互動，政治性
質濃厚；而中觀分析之 ACF 架構，則是政府「部門」與社會團體的互動關係，如
文內所舉之年改聯盟與反年改聯盟即是例。而微觀分析之四項議題，套在個人行動
者之觀點，顯然成立。
二、體制內、體制外

—

體制內：憲法所規範內之國家、政府機關公權力的行使。
體制外：非公權力的行使，但或有涉及之。如公民團體、非營利組組織等。因
此，挾民意、年改各公民會議、分區與國是會議等，均是本文所稱之體制外。
而文內之「體制外推動、體制內進行」列為宏觀分析之見解，前文已述，不再
贅言。
三、所得替代率（Income replacement ratio）
依銓敘部官方的說法是：指退休後平均每月可支配金額與退休當時的每月薪資
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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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四類型錯誤
指以錯誤的方法，解決正確的問題（吳定，2013：170）。年金改革所採的政策
工具（方法）：多繳、少領、延退，大體而言，是正確的。惟在「少領」方面，未
區分現職人員、退休人員，而以相同的方式對待，全都以降低所得代替率的方式辦
理，亦即現職人員於將來退休時，以降低所得替代率處理，非常正確；但退休人員，
退休金是他的所得，本文以為應以所得稅的方式辦理，來達到少領的效果。就此而
言，處理退休人員少領退休金的方式是錯誤的，是謂第四類型的錯誤。事涉退休金
的定性，後文詳述。

參、宏觀分析

一、體制外推動（如圖 ，外在事件）、體制內進行
年改方案之成功立法，雖係在立法院內進行合法化的程序，但在此之前，亦曾
辦理多次公聽會，並廣邀非軍公教人員參與此制度設計之建言與討論，風起雲湧，
蔚為風潮。此為 ACF 框架之「外在事件」的理論性說明。
林萬億（2013）《我國的年金制度改革：危機與轉機》
其文代表年改聯盟立場，其人是年金改革的推動者，故其著作很有參考價值，
更可因此了然年金改革政策形成的始末。該文指出：「年金改革的目的，並非要取
消老年年金，而是同時要達到保障老年經濟安全，又能兼顧年金基金財務健全與世
代正義。而各國年金制度的改革都面對各種阻力，既得利益者不會輕易放棄既有權
益；保費負擔較多者希望減輕分擔；保障不足者積極爭取保障權利；政黨也不敢得
罪其支持者。於是，年金改革要成功就必須有跨世代、跨階級、跨黨派的合作，才
能成就此一政治、經濟與社會改革的大工程。1985 年以來的日本如此，1992-1994
年的瑞典、1992-1995 年的義大利、1995 年的法國、2005 年的德國都一樣。臺灣
也不例外，面對人口快速老化、年金的財政壓力沈重。此外，更因為臺灣的社會保
險與退休金制度是混雜著超高的所得替代率、偏低的保險費率、不公平的給付標
準、過早退休，以及 18%優惠存款利息等複合問題。因此，潛藏的鉅額債務是世
界各國少見，年金改革的呼聲早已響徹雲霄，只是步履蹣跚。」
林員該文所提「年金改革要成功就必須有跨世代、跨階級、跨黨派的合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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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值贊同，因為有關公務人員退休、撫卹的主管機關原是考試院，如果仍由考試院
主辦，也就是仍在官僚體系醞釀改革，成功修訂法案的機會將不高，因如依公共選
擇理而論，官員具有狹隘的追求自利行為（徐子婷譯，2008：9；陳義彥等譯，2009：
77；汪正洋，2015：56），依此，若仍由官僚自理年金制度改革，無異是奢談，難
有成功之日，為何？Anthony Downs 假定官僚的動機可分成兩二類：一是「自利
動機」，人數上顯然較多，在加上數量龐大的退休人員，人數顯居優勢；二是基於
個人忠誠感、工作績效的自傲、滿足公共利益的慾望、對於特定計畫的承諾等「混
合動機」，亦即「利他動機」，即一般所謂政治家之流，人數上顯然較少（汪正洋，
2016：85）。在自利較多、他利較少的情況下，推行減法改革的年金改革，如在體
制內進行，顯然不易，殷鑑不遠，前馬英九政府，亦有年金改革之議，至終未能實
現，就是這個道理。蔡政府掌握此要義，已踏出成功修訂法案的第一步。
另就 ACF 框架「外在事件」所舉之四個子項：1.社會經濟條件的改變；2.民意
的改變；3.治理聯盟的改變；4.政策決定與來自其他次級系統衝擊等，所為實務性
的觀察，下文將論述之，亦可得到必也從體制外進行年金改革，成功才有可期之結
論。
二、成就制度正義
宏觀而言，卻成就了制度正義。如就政策工具：多繳、少領、延退言，從微觀
分析，因其降低所得替代率，係屬減法改革，此屬事實問題；但就，對不少軍公教
資淺人員，反而認為此番改革，讓他們領到年金，兼有世代公平、基金永續與退休
生活適足性的考量，即前文所言，利他型人員所持之見解，此則價值問題。就學術
言，就是理想與現實調和的問題，就是價值 vs. 事實的問題，也就是所謂民主治理
的問題，亦即要正視臺灣社會中，當「行政遇見民主」的議題（陳敦源，2012：23），
惟尚非本文探究之內。當另為文加以探究。

肆、中觀分析：ACF「倡導聯盟架構」之政策分析

本文係採用 Paul A. Sabatier 於 1989 年提出完整的「倡導聯盟架構」（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簡稱 ACF）概念，作為年金改革政治分析的理論架構。茲分
項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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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議題背景
年改，關係著約 萬餘退休軍公教人員之生計（銓敘部， ： ），此數據
還未把眷屬合計在內。近年來隨著高齡化及少子化的社會發展趨勢，以及社經環境
快速變遷，衍生公務人員的退休人數遽增、退休年齡過早、支領年限過長及退休所
得偏高等問題，再加上 年 月 日成立的退撫基金實施迄今，已逾 年，基
金規模已進入成熟期，致其成長空間受限（因為支出隨年增加）。然此期間因為長
期的不足額提撥，退撫基金因應快速支出成本，導致嚴重收支失衡問題 不論是政
府財政或退撫基金都累積驚人財務負擔。
二、年金改革外在影響因素
（一）穩定體系變數（如圖 ）
政策問題的基本性質
退休人員所得替代率太高，近乎在職時的八、九成，有的甚且幾乎等同在職，
以致於退休人數激增，退撫基金收支失衡現象嚴重。
自然資源的基本分配
退撫基金係支給退休人員退休金的水庫，依社會學或社會保險之學理，應以自
給自足為原則，如出現虧損狀態，應迅謀補救，若然，不但退休人員領不到退休金，
屆退人員也無錢可領，對於老人安養問題，將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依 年
月 日自由時報、記者鄭琪芳報導：軍公教人數不到勞工的十分之一，潛藏債務
兆直逼勞保 兆（鄭琪芳， ）。對此，反年改聯盟認為，退撫基金經營
不善，致有虧損，政府應負完全責任，而且退休法亦載明，政府應擔負後保證責任，
不能因此卸責。
社會文化基本價值與社會結構
考試院前院長關中，對年金改革議題曾言：一個家庭若有兩位退休老師，退休
後家庭月領 萬元，周休 日，可以去周遊列國，但這樣國家受不了！（徐子晴，
）政大法律系教授郭明政現為政大校長，對年金議題亦言：軍公教年金不改革
臺灣恐淪退撫亡國（鄭琪芳， ）。退役中將羅際琴表示，軍警消人員辛苦奮鬥
那麼久，竟被污名為「不要臉、死要錢、自私自利」，贏得「米蟲」的稱號（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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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報， ）。反年改團體則說：他們是制度的接受者，不偷、不搶，怎會是不公、
不義。要改的是制度，不需要針對人作人身攻擊。之後，民進黨立委許智傑表示，
「反污名、要尊重」是軍公教這次活動的主要訴求，他尊重並肯定，認為大家應該
更理性的面對年金改革問題，不要罵軍公教「米蟲」，因為「軍公教是國家社會安
定的主要力量之一，任何國家都不能沒有軍公教。」（三立新聞網， ）但一般
的文化價值，早已型塑軍公教污名化，很難挽回了。
基本憲政結構
本次年改，基本上就是針對已行之有年的軍、公、教人員之退休、撫卹法，作
一番變革，係屬法律之修訂。法律原是穩定社會的制度，現今要有所修訂，定然打
擊到既得利益者，就需特別謹慎，尤其在民主法治的臺灣更是如此，意即年改合法
性與合憲性之強調。其它項目，年改團體，幾乎是完勝的。簡言之，年改團體所推
出的年金改革方案，合法性沒有問題，但是合憲性可能很有疑問，年改釋憲案多起，
司法院大法官釋憲會議，似有遲延，惟至終透過釋字第 、 、 號解釋
（
），終於取得合憲性地位。有關合法、合憲性的討論，係屬微觀分析，
下文會作詳細論證。
（二）外在事件（如圖 ）
社會經濟條件改變和科學技術的變遷
從 年至 年，軍公教人員的薪資調漲了 ；但在 年至
年間，只調漲了 （陳建仁， ）。早在 年 月間，在臺灣辦理之民間
；惟中高階公
企業薪資調查結果，發現民間企業員工平均較公務人員高出
務人員待遇低於民間約
；基層公務人員待遇則平均較高出
，首度發
現理論上所謂的雙重失衡（
）現象。截至目前為止，雙重失衡的現
象仍然存在（許立一等， ： ）。基層公務人員待遇，比起民間企業薪資高，
再加上退休之所得替代率，約在八、九成，甚且幾乎相等，肥貓之說，就不意外了。
而在 年施行的軍、教人員恢復課稅案，說明了軍、教人員的薪資所得，也不
比一般民間企業差，所以要恢復課稅。從上舉所列事實可知，軍、公、教人員，已
躍昇為社會的中產階級，其社經條件之變遷，極為顯然，那麼退休所得受到檢驗，
也是自然之事。
另就科學技術之變遷言，亦是頗值稱頌。軍公教之反年改遊行、歷次有關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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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年金改革會議、國是會議、至終在國會殿堂，年改議案之攻防，都可在發達之網
路媒體觀看，並無黑箱作業之可能，這種攸關全民利益的議案，有目共睹，年改議
題有 的共識，認為要年改，並非捏造，是相當可信的。
民意的改變
年改案情在發酵為政策議題時，就備受重視， 年的國家考試，竟也列入
考題。在此期間，退休軍公教人員，在街頭發動多次抗爭，亦見其不滿程度。僅管
如此，臺灣世代智庫在年改前後，作出兩份民調，結果顯示，改革前有八成的支持
度，實施後支持度下降至六成四，但仍有過半數的滿意度，這個數據算是不錯的（林
朝億， ；王韋婷， ），如此，對於 年臺灣地區的九合一選舉，應不至
於有所影響。弔詭的是， 年 月 日九合一選舉，民進黨大敗，在敗選檢
討中，年改亦是列入敗選原因之一，現任臺灣民意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 ）即
指出：「年金改革的確引起軍公教的強烈反感和反彈，但支持年金改革的人仍遠多
於『反年金改革』的人」。另外社會學者林宗宏（ ），直指：「在年金改革、農
業派系、能源政策、同婚爭議、一例一休與東奧正名等各方面衝突當中，年金改革
單一議題，在時間與空間上最可能是導致國民黨韓流（高雄市長韓國瑜）崛起與民
進黨選票流失的首要原因……」。該學者尚引用數據資料，推論其所持的見解，殊
值參酌。該制度變遷的利弊，仁智互見，本文無意探討該制度變遷，對選舉所造成
的影響，只想從制度本身來論述制度，藉以突顯年改的重要性。
治理聯盟的變遷
本次年改，就是系統執政聯盟的變遷開啟的，蔡英文政府於 年 月 日
取得執政權起，就開始著手年改事宜，加上民進黨的立法委員席次有 席，不僅
過半，而且達到 席立委的六成，因之任何法案只要民進黨願意，沒有不通過的，
年改法案當然也不例外，只是強行通過法案後，是否為另一場災難的開始，就不得
而知了。
政策決定與來自於其他次級系統的衝擊
當時年改團體舉出希臘的例子，相當驚悚：希臘政府，是高達八十萬人的公務
員「蟋蟀大軍」。希臘人口不到臺灣的一半，公務員人數卻比臺灣還多近三十萬人。
每年光養這批大軍，提列退休金、保險金，就耗掉希臘政府年度總預算至少 。
而且，十年來，公務員的薪水調漲了一倍。甚至在金融風暴前，法律規定五十八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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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退休。許多父母處心積慮，透過關係讓孩子進公部門工作，警察大學、軍校、
消防大學等一畢業包準有鐵飯碗的學校，也成了大學聯考的熱門志願。大鍋飯文
化，加上「自肥」的立法，在希臘國營事業，也造成嚴重的虧損問題。二○一○年
前三季，四十六家國營企業中，有 43%呈現虧損，更有九家負債高過資產，早該
宣布倒閉（丁筱晶，2011）。以此反射到臺灣的現況，自然形成年金改革的壓力。
年金改革要成功就必須有跨世代、跨階級、跨黨派的合作，才能成就此一政治、經
濟與社會改革的大工程。1985 年以來的日本如此，1992-1994 年的瑞典、1992-1995
年的義大利、1995 年的法國、2005 年的德國都一樣。臺灣也不例外，面對人口快
速老化、年金的財政壓力沈重（林萬億，2013：2）。既然日本、瑞典、義大利、法
國、德國，也都先後進行年金改革，臺灣自然也不能排除在外。
年金改革的外在影響因素，計有八項，年改聯盟都是完勝的，依此幾乎就可斷
言，年改修訂的法案，一定會通過，只是通過之後，因而破壞了法律安定秩序的功
能，引發抗爭不斷的後遺症。就此而言，ACF 已經顯示了強大的解釋力（吳定，
2017b：6-7）。
三、政策次級系統（如圖 ）
（一）倡導聯盟
1. 年改聯盟
應該是以蔡英文為首的執政團隊，執行者則是林萬億政務委員，當然民間、學
者、專家等，有為數甚眾的支持者，尤其是青年族群。有 80%的共識，絕非虛言。
因此資源極為豐沛。
2. 反年改聯盟
約 21 萬人，但並不是所有退休人員都反對，只有少數人支持；現職人員也有
反對的，如李來希等，大部分現職公務人員，只能保持行政中立，這是攸關他們的
法案，也只能如此，因為行政上的無形壓力，如公務員的特別勤務關係等，自然有
難言之隱。
（二）政策行動者的信念
1. 深層核心信念
年金改革是重分配政策，其背後的理念是公平、正義，應毋庸置疑。但過度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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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公平、正義，是一大敗筆，例如還操作世代正義、職業正義等，導致非軍公教
職業者，遭受鄙視，造成職業歧視；年輕的鬥爭年長的，造成世代分裂，為了一個
年金改革，造成社會的動盪，得不償失。而反年改聯盟，對公平、正義的解讀，又
是另一番見解，則認為他們是制度的受執行者，制度如何規定，就如何執行，多一
分不要，少一分不許，要改革當然可以，但請遵守信賴保護原則，才合乎所謂公平、
正義，即強調「制度正義」。顯然兩方各有所堅持，至終是年改聯盟勝。
政策核心信念
年改聯盟算是執政團隊，對於退休金的定性，從林萬億（ ）的相關著作中，
可得知係採社會扶助說，因此認為退撫基金應當自給自足；而反年改聯盟，則採所
得說。上述兩說係屬微觀分析，將於下文，詳細說明。
次級信念
年改聯盟承接其對退休金定性為社會扶助說之觀點，所採之策略工具，即為「多
繳、少領、延退」，其中多繳、延退，可說是針對現職人員；而少領，則是針對退
休人員。延退，對現職人員士氣打擊相當大，就小學老師而言，將演變成「祖母教
孫子」的窘境，年長的可退休人員，不敢退，也擠壓了陞遷管道。而反年改聯盟，
則認為應採信賴保護原則，因為人生不能重來，所以一毛錢不能少。事實上的確少
領很多，例如，依照銓敘部提供資料，任職 年、新舊制合併，以「委任五等年
功十級 俸點」非主管職的退休公務人員為例，原本可以領 萬 元，但
月 日起，只能領 萬 元，少 元，扣
（謝佳珍， ）。
年改議題分析至此，已清楚了然，其餘的策略行動者所擁有的資源及所採策略
部分等，亦都是年改聯盟，佔有絕對優勢，如其中民意有八成的支持度；資訊更是
相當完備，銓敘部就有退撫基金，所有相關的資料庫可供參酌。
再者，中間的政策掮客協調部分，政策掮客由誰承擔，並不是很明顯，如果硬
是要推舉某位人士，管見以為當以副總統陳建仁較為接近，因從所搜得的資料分
析，他曾經發表三篇文章：（ ）追求全面、科學、務實、民主的年金改革 陳建
仁副總統針對國民年金改革之公開信（
），（ ）並以個人臉書繪製年金相
關圖表，還發表肥鵝、瘦鵝理論，（ ） 年 月 日，年金改革正式上路，對
軍公教退休人員，表達致歉、致謝和致敬等三篇文章。充分發揮潤滑劑的作用。
其最終目的部分，至終亦達到政策之產出，亦即年金改革之相關法律條文，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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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修訂通過，並於 2018 年 7 月 1 日開始施行。
而有關政策學習部分，則是乏善可陳，從上述的分析可知，執政的年改聯盟，
挾著各方面的絕對優勢，幾乎是碾壓式勝過反年改聯盟，而且所通過的版本，還不
是年改會的版本，而是某立委更嚴苛的版本，那有政策學習可言！若要擠出一點政
策學習的規定，最為顯著的是：軍公教月退地板設定為：32,610 元，亦即退休金未
達此標準者，不調降 18%；以及所得替代率，分 10 年，逐年調降，不採一次調降
到位，造成過大的衝擊。
四、小結
從上述之分析，年改政策就是減法改革，是一種重分配政策，一般來說不易成
功，如要成功要花費極大的功夫。馬英九政府，對年金改革，採減法改革，至終以
失敗收場。本次年改，則有成功地政策產出，也順利將年金法案施行。從 Sabatier
之 ACF 之倡導聯盟外在影響因素分析，即可看出，年金改革的攻防，年改聯盟都
是完勝。再進一步到政策次級系統內分析，雖無交集，年改年盟擁有豐沛的資源，
亦是一面倒的情形，從而年金改革法案通過也就不意外了。何以致此？馬英九政府
為何失敗？二者同樣都是減法改革！蔡英文政府之所以會成功，管見以為係採體制
外推動，體制內進行的改革，並且有強大的民意基礎作後盾，營造出有利改革的外
在條件，而能一舉突破障礙，成功修改法案；而馬政府會失敗，係採體制內的改革，
亦即想要透過官僚系統，來改革官僚系統。如依公共選擇理論來說明，或可明瞭。
「一個人不會因為穿上政府的制服，就從追求私利變成追求公益」，這是出自公共
選擇理論學者 Anthony Downs 的話，也就是說自利的官僚，會自行減低自己的退
休金嗎？這根本是違反人性的作法，所以體制內當然不會成功。另外，如果是加法
改革，那麼在體制內就無妨，而且還會被大力推動，如 1995 年的年金改革，就是
一個最顯明的例子，用 2 倍的本薪，來計算提撥率，是非常有利於軍、公、教人員，
這也是後來所得替代率，超高的濫觴，該次的年金改革，就是在體制內順利的改革
成功。所以，原來年金改革也離不開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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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軍公教人員退休金之定性
政策工具「多繳、少領、延退」，其理論基礎為何？即所謂退休金的定性問題，
亦是 ACF 之政策次級系統之「政策核心信念」問題，確有必要加以釐清，方能了
然政策工具之所以然。
（一）許立一、蔡良文、黃雅榜、李嵩賢、林文燦、謝連參、黃煥榮、蔡秀娟（2019）。
《人事行政》
本書是有關人事行政的專書，分別從政治面、管理面及法制面論述政府機關之
人事行政，全文分三篇、共十三章，有關公務人員之退休、撫卹制度，自然在論述
之內。此書之 299-300 頁，即說明公務人員退休金之性質為：人事機能說、功績報
償說、延付薪資說、安全保障說、商業附屬說及社會扶助說。依此，目前新制的軍、
公、教退休、撫卹制度，偏向於社會扶助說；而反年改團體，則傾向於延付薪資說。
底下先就年改團體之年金定性說明，如（二）（三）（四），再次為反年改團體對年
金定性的見解。
（二）林萬億（2013）。《我國的年金制度改革：危機與轉機》
林員該文所提「首先介紹年金體系的制度定位，基此，必先探討社會安全體系；
進而介紹社會保險體系及其性質，以及年金制度設計。其次，探討我國的年金保險
與退休制度的缺失。第三，介紹世界各國年金改革的趨勢。最後，提出我國年金制
度改革的建議。」由此可知，軍公教退休金，被定性為年金，而且是屬於社會安全
體系一環，具有社會福利年金性質，如果領太多，即是有超高的所得替代率，就是
一不公平的給付，就此極易演變成退休軍公教人員的退休金，是不公不義的說法。
軍公教的所得代替率確實太高，有的甚至超過所得，也有逼近至所得八、九成之高，
如此之退休金平心而論，已盡失退休養老之意。
（三）台灣社會法與社會政策學會（2015）。《社會法》
本書全文分三篇：第一篇總論、第二篇各論、第三篇程序與救濟。共十七章。
其中第一篇、第三章社會法與社會安全制度之發展，由學者郭明政、林宏陽主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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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文第 頁，即明示將軍公教退撫制度，應劃歸入「社會預護」體系。顯然社會
法的學者，似乎均將軍公教退撫制度，認定為社會扶助說。
（四）司法院釋字第 、 、 號解釋
該三號解釋，均一致肯認退除給與並非遞延工資之給付，但並未敘明是否採社
會扶助說，但在對「由政府負最後支付保證責任」，所作解釋之際，言明「在退撫
新制之下，原則上係依賴基金之運作，以支付退除給與；如基金發生收支不足時，
自應有因應之道。」一語，可知確有「自給自足」之意涵。因此，司法院之實務見
解，似傾向於「社會扶助說」。但對於勞工之退休金，則仍維持最高法院的見解，
認為退休金係遞延工資給付，如下文（五）（六）（七）（八）（九）所述。
（五）陳博志（
）在〈年金改革之目的、觀念與經濟學理〉
文中指出如果資訊充分而調整時間足夠，經濟學可證明退休金較高的職業能付
較低的薪資而僱到同樣好的人才，退休金其實只是延後給付的薪水，不是社會福
利。亦指明退休金，也是「所得」的概念。
（六）法朗哥（ ）在〈【職業退休金與社福年金是不同的事】 莫把「馮京」
當「馬涼」〉
文中指出職業退休金，即軍公教教人員之退休金，是一種「所得」並不是年金，
顯然與林萬億所持的見解不同。而亦舉出若干法院的見解，支持其說法。如下例所
舉。
（七）臺灣高等法院九十三年度勞上字第二十九號判決：查退休金之性質，學說上固
有賞金理論、人力折舊理論、遞延工資理論及激勵理論，惟按「依退休金之經
濟性格觀之，工資本質上係勞工提供勞動力之價值，退休金之性質為『延期後
付』之工資，為勞工當然享有之既得權利，於勞工退休時支付，且不因勞工事
後離職而消滅。退休金本質上係以勞工全部服務期間為計算標準所發給之後付
工資，雇主自不得以懲戒解僱為由，剝奪勞工請求退休金之權利」。即退休金
是「延期後付」之工資。
（八）最高法院九十二年度台上字第二一五二號有判決可參；又「按退休制度之健
全與否、退休金之是否優渥，均係勞工服勞務之誘因，且為建立健全之退休
制度，以保障勞工退休生活，所得稅法第三十三條及商業會計法第六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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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退休準備金提撥』之規定，可見退休金為勞工平時所付出勞務而尚未
獲得雇主足額給付之工資，應屬遞延工資給付之性質，上訴人自有給付員工
退休金之義務。」亦是再一度說明，退休金為遞延工資給付之性質。
（九）最高法院九十一年度台上字第一○四○判決可資參照，堪認我國實務上係採
「遞延工資理論」，即退休金之性質並非單純雇主為保障退休勞工之基本生活
所為之給予或酬勞金，而係屬工資之一種，僅其給付之時點係至員工退休時始
有請求權，……。」
以上（七）（八）（九）三則，均屬退休金為遞延工資之概念，亦就是所得之一
種。依此，既然退休金是一種所得，也就是一種財產，要予以減發，就必須具有堅
強的見解，符合法律規定，方得為之。因政府之存在，係要保護人民的財產，而不
是掠奪。
從（二）林萬億（2013）的文章中，可清楚瞭解有關軍公教人員之退休金部分，
被定性為年金。但（六）學者林煌署名法朗哥（2016），即指出：「職業退休金與職
業保險年金、社會保險年金或是社會福利年金，是性質各不同的事！！自不能混淆
一談！！」。而且指出，退休金是「遞延工資」（林萬億，2013：13）並有司法判例
為之佐證，亦即是一種「所得」概念。陳博志則是綠營大老級的學者，則強調其用
經濟學理，亦可推論，公務人員退休金，亦是一種所得。但林萬億所強調的是年金
概念，是一種社會保險，其給付是以社會適足為原則（林萬億 2013：11），所得替
代率自然不能太高，太高者應予以減少給付；但如以所得視之，則是一種契約概念，
沒有所謂減發的問題，尚涉及信賴保護問題，且由政府負最後支付保證責任（公務
人員退休法第 14 條第 2 項；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 8 條）。由此可知「觀念」
或者 ACF 政策次級系統之「政策核心信念」，對於年金改革議題，具有關鍵性的作
用。
管見以為，年改退休金之定性，不妨將退休金定性為具有「年金」性質，亦具
「所得」性質，即具雙重性質，林員在其著作中，亦言及年金是「遞延工資」，再
參酌許立一等，所著之《人事行政》，亦言及退休金之屬性學說，有六種之多，延
付薪資說，是其中一種。如為能順利解決當前之政策窘境，應作如是觀，似在可接
受的範圍。「年金」與「所得」恰如線之兩端，試想當人員未退之際，保有現職人
員的身分，此時退休金為一種「社會扶助」，意即在職人員繳費，扶助已退休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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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退休時，退休金進入帳戶，那不就是一種「所得」嗎？既是所得，依憲法第十
九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予以扣繳所得稅，有違法嗎？當然沒有，
而且此為人民應盡之義務，同樣可以達到「少領」的效果，且不違背信賴保護原則，
且與法律不溯及既往無涉，爭議也就自然化解了。
二、年改之政策工具所要處理的問題
年改之政策工具所要處理的問題，就是退休金的所得替代率太高，所得替代率
等同於 ACF 之政策系統之指導工具。
法朗哥（2017）〈【笨蛋！問題在退休基金的爛效益！】 戳破多繳、少
領、延後「付」的謊言〉
該文指出：「退休基金的運作績效不正常，繳得再多，領得再少，延後「付」
再晚；基金還是會不足，還是一樣領不到！退休儲金的運作效率和提撥率成反比！
基金績效高，則所需提撥率低；基金績效愈低，則所需提撥率就要愈高！如果退休
基金的操作是人謀不臧，績效惡劣，就會產生嚴重的後果！ 基金將無法承擔退
休人員的退休金所需。」
法朗哥在文中，所言是正確的，但又指出「每年雇主和受雇者共同提撥的薪資
比率（提撥率）只要 6%，經過 30 年投資收益成長 10 倍（6%×10＝60%）。30 年
前的按月提撥金額，就足夠在 30 年後按月支付退休員工，所得替代率為 60%的月
退休金所需，更可以給付長達 30 年。」，這裡就明顯的說明一件事，即使提高基金
績效，所得替代率仍是以 60%為基準，仍無法掩蓋修法前，退休軍公教人員超高
的所得替代率之事實。就此而言，平心而論，吾人不禁要問：即使將來的退休基金
的運作績效良好，而付得起過高的所得替代率，所得替代率過高的事實，就可不用
處理嗎？由此可瞭解，年金改革實具有正當性。
三、有關政策工具之合法性、合憲性 相關法律條文、解釋例

─

─

—

本議題相當於 ACF 穩定體系變數之基本憲政結構。可分為合法性、合憲性之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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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工具之合法泩
就公共政策之政治可行性言，利害關係人可分兩類：現職的軍、公、教人員；
另一，則是退休人員。針對現職人員的利害關係而言，有直接利害關係的是：「多
繳」部分，其餘的「少領」、「延退」則未發生實際損害，無庸討論，至於「多繳」
部分，已修法通過，合法性亦無庸置疑。比較有爭議的是，已退之利害關係人，於
「多繳」、「延退」無庸討論，亦無從討論起，但「少領」部分，就退撫新制言，係
適用「不完全溯及既往」方式，此為目前爭議最大部分，很多相關文章可供參酌，
意見亦不外乎是合法、或不合法。類此文獻固然很有參考價值，倒不如直接從相關
的法律條文、判決或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探究一番，更能作出較準確的判斷。
本次年改對於合法性的問題，關鍵因素是信賴保護原則，及因此原則衍生的法
律不溯及既往原則。而溯及既往，依該事件是否已終結，又可分為真正的溯及既往
及不真正的溯及既往。（ ）真正溯及既往：新生效的法規回頭適用在過去已發生且
已終結的事件，此為真正的溯及既往，原則上應禁止，因為破壞法安定性甚鉅。（ ）
不真正溯及既往：事件從發生到終結剛好橫跨了新法規與舊法規，因此新生效的法
規適用在發生在過去但尚未終結之事件，此為不真正的溯及既往，原則上是允許
的，只要有適度的搭配過渡條款或補救措施，都不至於過度侵害法安定性。所涉及
的法律條文及大法官會議解釋例，說明如下：
行政程序法第 條
「行政行為，應以誠實信用之方法為之，並應保護人民正當合理之信賴」
民法第 條之
「（第一項）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效果顯失
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第二項）前項
規定，於非因契約所發生之債，準用之。」
行政程序法第 條
「（第一項）行政契約締結後，因有情事重大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原
約定顯失公平者，當事人之一方得請求他方適當調整契約內容。如不容調整，得終
止契約。（第二項）前項情形，行政契約當事人之一方為人民時，行政機關為維護
公益，得於補償相對人之損失後，命其繼續履行原約定之義務。（第三項）第一項
之請求調整或終止與第二項補償之決定，應以書面敘明理由為之。（第四項）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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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對第二項補償金額不同意時，得向行政法院提起給付訴訟。」
同法第 條
「授予利益之合法行政處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由原處分機關依職權
為全部或一部之廢止：
一、法規准許廢止者。
二、原處分機關保留行政處分之廢止權者。
三、附擔之行政處分，受益人未履行該負擔者。
四、行政處分所依據之法規或事實事後發生變更者，致不廢止該處分對公益將
有危害者。
五、其他為防止或除去對公益之重大危害者。」
同法第 條
「原處分機關依第一百二十三條第四款、第五款規定廢止授予利益之合法行政
處分者，對受益人因信賴該處分致遭受財產上之損失，應給予合理之補償。」
釋字第 、 、 、 號
「信賴保護原則攸關憲法上人民權利之保障，公權力行使涉及人民信賴利益而
有保護之必要者，不限於授益行政處分之撤銷或廢止（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十九條、
第一百二十條及第一百二十六條參照），即行政法規之廢止或變更亦有其適用。行
政法規公布施行後，制定或發布法規之機關依法定程序予以修改或廢止時，應兼顧
規範對象信賴利益之保護。除法規預先定有施行期間或因情事變遷而停止適用，不
生信賴保護問題外，其因公益之必要廢止法規或修改內容致人民客觀上具體表現其
因信賴而生之實體法上利益受損害，應採取合理之補救措施，或訂定過渡期間之條
款，俾減輕損害，方符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
從新制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法第 條第 項、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
條例第 條第 項及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 條、 條觀之，係採不完
全溯及既往方式辦理，亦即現存之支領月退休金之軍公教退休人員，有新法之適
用，此規定引起軒然大波，有關新制施行後，已退休人員支領到減額之月退休金案
件，已有若干萬人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甚而提起釋憲之聲亦甚囂塵上。如此爭
議，就制度論之公共政策特性而言，此即是制度正當性或合法性的問題（羅清俊、
陳志偉譯， ： ；謝明譯， ： ）。依此，如就公共政策階段性論者的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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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此爭議應是政策合法性的問題，就行政程序法第 條而言，的確政府施政，有
信賴原則之適用，但信賴原則，並不是鐵板一塊，遇到「情勢變遷」（民法第
條之 ；行政程序法第 條）或同法第 條之情狀，信賴保護原則，就須退讓，
本次年改之情，就是符合該法第 條第四款之情，其法律效果是應給予合理之補
償。但釋字第 號則謂「應採取合理之補救措施，或訂定過渡期間之條款，俾減
輕損害。」本次年改，關於此，係採取逐步調降策略： 優存，分 年調降至 ；
月退休金，分 年調降，係採取過渡期間條款辦理。至此，應可很明確的說，本
次年改合法性尚無問題，釋字第 、 、 號，亦作出合法性的解釋，並無疑
義。
（二）合憲性
年改合法性無疑，但是合憲性，將是更嚴格的檢驗，一般就是用「比例原則」
檢驗，也就是說「不要用大砲打小鳥」，如用公共政策的語言，就是備選方案是否
合乎「益本比」或「益本差」極大化的原則。就此而言，年改會並未就此有所著墨，
只提出一個方案即「多繳、少領、延退」，不分現職、退休人員，一體適用。
憲法第 條
「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保障。」
憲法第 條
「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
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有關比例原則之解釋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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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7,578, 580, 588, 593, 600, 604, 617, 618, 623,628, 630, 634, 642, 643, 646, 656, 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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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族繁不及備載，還會陸續增加。
行政程序法第 條（比例原則）
「行政行為，應依下列原則為之：
一、採取之方法應有且於目的之達成。
二、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方法時，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
三、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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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第 條
「人民有依律有納稅之義務。」
前已說明，目前之年改法律，由於採取逐年調降所得替代率之政策策略，大致
來說，是具有合法性的，惟問題尚未終結，在民主憲政國家，還有一道防線，就是
合憲性檢驗：依憲法第 條之規定，人民之權利受憲法之保護，那就要問：退休
金是否屬於人民的權利？依人事行政學理而言，退休金就如同考績一樣，是公務人
員的權利，無庸置疑。退休金既是權利，就受憲法第 條、第 條保障。憲法第
條就是比例原則的法源。何謂比例原則，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例甚多，讓人
眼花撩亂，倒不如《行政程序法》第 條所規定的，極為簡單明瞭，其中第二款規
定，「有多種達成目的方法時，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這一規定，實需
要當政者，好好三思：除了當前的逐年減額方法外，難道沒有更經濟有效的方法嗎？
法律已經有規定在先，當政者所有有關改革報告，並沒有觸及類此的文獻，可供參
酌，顯然是失職的。管見以為，依憲法第 條規定，只要使領退金人員，繳納所
得稅，難後以專款專用的方式，全部回歸退撫基金大水庫，如果還不足，政府就要
承擔最後支付責任，這是最不具爭議，且合法有效的辦法，人民根本找不到抗爭的
合法性。依此，「少領、多繳、延退」，就限定在現職人員，而退休人員，採用所得
稅的方式繳回，反而實現「租稅正義」，此與「信賴保護原則」無涉，更不會碰觸
到「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也一舉免除目前紛攘不已，有關退休金的訴訟和尋求
大法官會議解釋的救濟方式。相形之下，如以公共政策經常使用的成本利益分析
法，做一番比較分析，那種方法有效能，是不辯自明的。基本上，政府的租稅政策，
即為重分配政策，而其中又以綜合所得稅最為明顯（丘昌泰， ： ；吳定， ：
）。
以上所述之比例原則，係採嚴格的比例原則檢驗之，如行政程序法第七條第二
點所定。但釋字 、 、 號則採寬鬆的比例原則檢驗，認為退休給與除參加
退撫基金人員自繳部分，應採嚴格的比例原則檢驗外，政府撥繳（補）部分，具有
恩給制性質，有較大的立法形成空間，應採較寬鬆的比例原則檢驗，如此之釋示，
吾人則只能表示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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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關政策工具方法之錯誤類型
公共政策（丘昌泰，2107：152-153）；公共政策辭典（吳定，2013：170）
年改方案，如就公共政策問題階段論者之見解，爭議應在政策問題建構階段，
是否正確的問題？亦即是否發生第三類型錯誤？或者其它類型錯誤？就必須加以
理解澄清了。所謂第三類型錯誤：用正確的方法，解決錯誤問題；而第四類型錯誤
則為：用錯誤的方法，解決正確的問題。
釋字第 781、782、783 號解釋，雖對年改之政策工具、方法：「多繳、少領、
延退」，為合法、合憲之肯認，但是否因此就能推論，其為正確的方法？以公共政
策的觀點言，那倒未必。反而因該解釋文，採較寬鬆的比例原則檢驗，而得以通過
合憲性檢驗，更可證明出，似尚有符合嚴格比例原則的政策方法存在，只是執政者
未慮及而未予採用。釋字第 443 號解釋，首開層級化的法律保留先例，而今該三號
解釋，則首開層級化的比例原則先例，似否妥適，實值吾人深思。原來公法領域所
規範者原為政府，並非人民，係害怕國家侵犯人民的權利，如今卻對政府之作為，
施以較寬鬆的審查，有令人時空錯亂的感覺。但此亦表明，年改是有進步空間的，
如所採取的政策工具，能符合嚴格的比例原則檢驗，豈不更佳，更具合憲性，就如
績效可從 60 分進展到 80 分，有何不可？也就是說從公共政策的觀點而言，本文以
為年改方案，雖有合法性、合憲性，但仍有方法錯誤的問題，此為所謂第四類型錯
誤，即政策問題建構正確，但政策方法錯誤！即對於退休人員以降低「所得替代率」
的方式，使其「少領」是錯誤的，不應與現職人員採同一對待方式，而應對於退休
人員之退休金，建請以「所得」之概念視之，改採扣繳所得稅的方式辦理，而達到
「少領」的效果，並且將所得稅金專款回撥退撫基金，挹注退撫基金財務缺口，如
此可將政策衝擊，減到最低，是一較佳的政策工具方法。
五、小結
誠如 William Dunn 所言，政策分析是一個科際整合的學科（Dunn, 2017: 3-4），
本文於退休金之定性上，就運用了公共行政、社會學、經濟學、法律學等知識；而
於合法性、合憲性之論述，則幾全是法律學之知識，要於本次年改最大爭議，其實
就是法安定性、合憲性問題，這都是法律問題，就用法律的方式解決，是為民主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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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解決社會問題的常態。年改之政策問題本質是，退休金之所得替代率太高，這是
事實，但由於對退休金之定性不同，年改聯盟或反年改聯盟，所採之政策工具也各
有所不同。年改聯盟，認為退休金是年金，採「社會扶助說」，其政策工具就是「多
繳、延退、少領」，但由於採溫和逐年調降策略，合法性尚無問題，而合憲性部分，
經過釋字第 781、782、783 號解釋後，亦獲得肯認。亦即建構問題是正確的，惟在
寬鬆的比例原則檢驗下，仍有可能，方法是錯誤的，吾人稱之為第四類型錯誤，其
威力雖不像第三類型錯誤，那麼致命，但所造成紛爭抗議，亦不算少。而反年改年
盟，則認退休金是「所得」，既是所得，則「多一分不拿，少一分不要」，寸土不讓，
政府之作為，應有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即「多繳、延退、不少領」，所謂「方法
錯誤」即在此。惟終究敵不過執政之年改聯盟，所推出之軍公教人員新制之公務人
員退休、撫卹法，並於 2018 年 7 月 1 日實施在案。

陸、結論與建議

2016 年至 2018 年年改，從 Sabatier 之政策過程 ACF 分析，來加以檢視，就年
改法案順利通過且付諸實施而言，是相當成功的。Sabatier 之 ACF 政策次級系統之

行動者政策核心信念分析，讓筆者找到原因所在，原來年改聯盟是將退休金視為年
金，是一種社會扶助觀念，也是一種自給自足概念，由此衍生出的概念，自然就是
「少領」。「少領」是方法的問題，但要如何少領？則是技術問題，就像一塊大石，
擺在年改道路上，改革列車，是要直接撞擊？還是繞行？還是當墊腳石開上去？顯
然的，執政黨係採直接撞擊，即從源頭直接少領，雖撞開了，但傷痕累累；反之，
如採取繞行，即採退休人員如數領取退休金的方式，則是鄉愿的作法，並不足取，
忽視了退撫基金即將破產的問題，年改只做半套，徒留笑柄；最好的方式，是開上
去，即把它當作墊腳石處理。就此而言，ACF 政策次級系統之行動者政策核心信念
分析，再次發揮作用，反年改聯盟所抱持的退休金概念，就是「所得」的概念，由
此衍生的，就是「一毛也不能少」，如此概念，未免誇張，明明就是領太多了，才
導致退撫基金財務的缺口，還要政府負最終給付責任，實在不符「自給自足」原則，
也缺少「世代互助」概念。
因此解決之方，應導向「有所得，就有所得稅」的概念，此在憲法第十九條規
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本有明文規範，且釋字第 496 號解釋，亦釋明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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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人民有依法律所定要件負繳納稅捐之義務或享減免繳納之優惠而言。稅法之解
釋，應本於租稅法律主義之精神，依各該法律之立法目的，衡酌經濟上之意義及實
質課稅之公平原則為之。此亦為 ACF 分析架構內政策核心信念之反年改聯盟，採
所得說之進一步補充修正說明，依此，該所得稅概念，自無合法性、合憲性問題。
惟現行法或舊法，並未對退休人員，扣繳任何所得稅，相較之下，退休人員所得，
往往比之於初踏入公職人員還多，彼等亦大都有家庭，負擔要比退休人員來得重，
尚且要扣繳所得稅，而退休人員所得較多，且家計負擔，一般而言，也減輕許多，
卻不用繳所得稅，年輕世代自然心生不平。故管見以為，每年就退撫基金財務缺口，
精算其缺額，再轉向退休人員扣取所得稅挹注，反而較能符合「世代互助」的概念。
領太多，故扣繳所得稅，挹注退撫基金財務缺口，乃天經地義，難道要其他納稅人，
納稅來挹注？此亦是符合人性的絕佳作法。而且，所得稅也是一種調整機制，而且
是年年調整，不用等到發生虧損了，再來定期檢討（新制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法第
92 條），要來得及時而有效，因依該條文，如經檢討，又要採取少領措施，是不是
又要引起一些波瀾，此又創造一新的不穩定因子。另外，它還有一個益處，就是舊
年金法案，符合退休條件的人，如果使用「所得稅」的方式，來處理所得之退休金，
就不致於失血太嚴重，也就不致於延退，如此就可一併解決目前陞遷壅塞的問題，
何樂而不為？

—101—

OPE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OPAR) No.35 November 2021

空大行政學報 第三十五期 民國 110 年 11 月

參考文獻
丁筱晶（2011）。希臘崩壞的三大關鍵。天下雜誌， 。
三立新聞網（2016）。政治中心，綜合報導。別罵軍公教「米蟲」：軍公教是社會安
定的力量，2019 年 4 月 6 日，取自 https://www.setn.com/News.aspx? NewsID=
178890。
王韋婷（2018）。年改上路 民調：逾 成民眾支持，2019 年 2 月 12 日，取自 https://
www.rti.org.tw/news/view/id/415756。
丘昌泰（2017）。公共政策—基礎編。高雄市：巨流。
吳定（2013）。公共政策辭典。臺北：五南。
吳定（2017a）。公共政策。新北市：空中大學。
吳定（2017b）。公共政策。臺北：五南。
自由時報（2017）。即時新聞：中華民國是靠米蟲撐的？網友：承認是米蟲了，2019
年 4 月 6 日，取自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182480。
李允傑、丘昌泰（2016）。政策執行與評估。新北市：空中大學。
林宗宏（2018）。攸關利益！年改與農業韓流是民進黨敗選的最重要原因，2019 年
2 月 12 日，取自 https://twstreetcorner.org/2018/11/29/linthunghong-5/。
林朝億。蘋果即時電子報（2016）。民調： 成支持年金改革 僅 不支持，2019
年 2 月 12 日，取自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6-09-26/77600 。
法朗哥（2016）。【笨蛋！問題在退休基金的爛效益！】 戳破多繳、少領、延後
「付」的謊言，2019 年 2 月 24 日，取自 http://blog.udn.com/frank002/69847148。
林萬億（2013）。我國的年金制度改革：危機與轉機。臺北：臺灣大學。
徐子婷（譯）（2008）。政治學分析的途徑（原作者：Colin Hay）。台北縣：國立編
譯館。
徐子晴（2013）。關中：公教福利好 國家受不了，2019 年 4 月 6 日，取自 https://www.
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30903000442-260102?chdtv。
許多羊（2017）。這是一本公共政策解題書。臺北：讀享數位文化。
許道然（2017）。考銓制度— 年公務人員年金改革重點。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
政暨政策學系。
24

6

8

106

—102—

─

9.2%

2017

軍公教年金制度改革法制與政策架構析論

陳建仁（2016）。總統府新聞。陳建仁副總統針對國民年金改革之公開信，陳副總
統公開信，追求全面、科學、務實、民主的年金改革，2019 年 4 月 22 日，取
自 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0663。
陳義彥、陳景堯、林妤虹、吳宜璇、何景榮、任雲楠（譯）。政治學方法論與途徑
（原作者：David March、Gerry Stoker）。臺北：韋伯文化。
許立一、蔡良文、黃雅榜、李嵩賢、林文燦、謝連參、黃煥榮、蔡秀娟（2019）。
人事行政。新北市：空中大學。
游盈隆（2018）。游盈隆專欄： 民進黨為什麼輸了大好江山？2019 年 2 月 12
日，取自 https://www.storm.mg/article/665668。
鄭琪芳（2015）。郭明政：軍公教年金不改革，臺灣恐淪退撫亡國，2019 年 4 月 6
日，取自 http://iservice.ltn.com.tw/2011/specials/interview/news.php?no=859190。
鄭琪芳（2017）。潛藏債務 兆 主計長︰不改革有危機，2019 年 4 月 6 日，取
自 https://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1100426。
謝明（譯）（2017）。理解公共政策（原作者：Thomas R. Dye）。北京：中國人民大
學出版社。
謝佳珍（2018）。中央通訊社。年改 月上路 年資月退少領 千至 萬元，
2019 年 4 月 18 日，取自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806140146.aspx。
羅清俊、陳志瑋（譯）（2010）。公共政策新論政（原作者：Thomas R. Dye）。臺北：
韋伯文化。
汪正洋（2015）。圖解公共政策。臺北：五南。
汪正洋（2016）。圖解行政學。臺北：五南。
銓敘部（2016）。銓敘部報告補充資料。臺北：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第四次會議。
台灣社會法與社會政策學會（2015）。社會法。臺北：元照。
陳博志（2016）。所得替代率不宜做年金改革的基礎。台灣經濟研究月刊，39(8)，
12-15。
陳敦源（2012）。民主治理：公共行政與民主政治的制度性調和。臺北：五南。
2018

17.85

7

30

5

1.8

Dunn William N. (2018). Public Policy Analysi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h New
York: Routledge.
Sabatier, Paul A. & Weible, Christopher M. (2017). Theories of the Policy Process th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6

ed)

. (4

ed.)

—103—

OPE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OPAR) No.35 November 2021

空大行政學報 第三十五期 民國 110 年 11 月

Analysis on the Legal System and Policy
Structure of the 2017 Military, Public and
Education Pension System Reform
*

Chin-Fun Wang

Abstract
While discussing the study of the reform of the pension system of the military,
public and education in Taiwan, the author adapts three perspectives in doing the
analysis: macro, meso, and micro. There have different functions of these level of
analysis in the study.
First, according to the macro perspective, the pension system reform policy in the
President Tsai Ing-wen’s first term was a redistributive policy and minus project, thus
easily face difficulties and obtain strong oppositions from the target group whose
benefits would be negatively affected. Moreover, according to the Public Choice Theory
in the macro level, bureaucrats are self-interested, therefore, the reform cannot be
carried out within the bureaucracy itself, so it is right that the President Tsai established
the National Pension Reform Committee directly under the structure of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and responded to carry out the policy of reform. Second, based on the meso
viewpoint, the author adapts Sabatiers’ 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 (ACF) to
analyze the reform. There are seven outward factors that can be used to examine the
reform in the ACF. These factors are used to compare the Pro-Pension Reform Coalition
and Anti- Pension Reform Alliance.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Pro-Coalition won
advantages in all these factors. Regarding the Policy Subsystem, these two coalitions d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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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intersect, and therefore leaving no space for policy brokers.
Third, from the micro aspect,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reform has Type IV errors
at the problem-structuring stage of the policy process. Type IV errors refer to using the
wrong method to solve the correct problem.
Finally, with analysis at the macro, the meso and micro levels, we will find that (a)
it was intrinsically hard to achieve the reform of the pension system of the military,
public and education; (b) it was still completed through several created factors; and (c)
whether it may last for long is a big question because of the wrong approach.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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