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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金改革民間版--五大建議案】說明 

                          全國教育退休人員協會 敬製 

前言： 

    年金改革紛紛擾擾已經吵了好幾年，作為教育退休人員的我們，心情都非
常低落，也與軍公教警人員同感委屈。從國民黨的關中版，到民進黨執政後

年改會，國是會議，加上媒體的炒作，一面倒的政論名嘴的批評攻擊，軍公
教警的年金問題成為社會鬥爭的核心事件，刀刀見骨，在在都令人怵目驚心! 
年改會提出改革版本之後，考試院版、行政院版還有立法委員版陸續推出，

都不外在多繳、少領、延後退的議題上打轉，各種汙衊的語言無所不用其極
都集中在軍公教警人員的批評，執政黨憑藉其立院多數、強勢媒體，大軍壓
境般的席捲整個輿論，我們並不覺得有虛心的溝通和理性的對話，在這種情

況下，即使年金改革隨其所願，強力過關，我們社會也已經撕裂崩毀，政府
的誠信也已蕩然無存，我們的國家社會事實已種下了仇恨與不平，都非整個
社會國家之福，令人憂心! 

     教退協會同仁於成立之初即成立年金改革研究小組，蒐集國內外有關年金
改革的資料和論述，整理成五大建議案，希望就教於所有軍警公教團體，並
提供國內政黨、媒體參考，期待年改可以納入考慮，以創意創新的思維，跳

出原有多繳、少領、延後退的窠臼，同理被改革者的心情，用謙卑誠懇的態
度，解決年金改革的紛擾。 

   我們提出的五大建議案是： 

一、一個態度：雇主片面改約，態度要拿出來。 

二、二個原則：協商的原則，守法的原則。 

三、基金管理先行：成立專業獨立的管理法人機構、投資理念、監督、避免

道德風險問題。可解決 70% 

四、可攜式年金制度：可以解決 60%的問題。 
 1.五層制的年金結構，政府規劃 50-80% 

    2.三三式的改革步驟：三階段&三面向 

五、18%依法終止：可以提前到七年內在 113 年落日， 

                 84 年前不溯既往。 

茲簡述說明如下 

一、 一個態度：雇主片面改約，態度要拿出來。 

年金的制度是政府制定的，並不是廣大軍公教警同仁的自立自肥之作，

依據國家制定的制度規定依法退休退伍，領取其法定退休金，真的不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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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警公教同仁的錯。政府要提出改革，而且要溯及既往、破壞誠信原則，
無論如何都屬於政府片面毀約，執政黨不可以把責任推給以前的政府，而

是必須概括承擔，以國家是雇主和政府的高度，拿出應有的態度。 

國民黨提出年金改革時，至少前總統馬英九是以三鞠躬向軍警公教致
歉，即使如此，仍沒有得到居軍警公教的諒解，造成選舉上的失敗，交出

政權下台成為在野。台灣是民主國家，現在的執政黨在年金改革上應有所
警惕，社會多數都支持年改軍警公教也多數表示支持，但是怎麼改?如何
溝通協調?整個改革的過程和政治操作，其實整個社會都在看，在未來政

治選舉上都會有所反應，上台下台本來就是民主政治上的常事，支持改革
的人，並不一定支持改革做法和結果，因為，天視來自民視，人人心中自
有一把尺。 

二、 二個原則：協商的原則，守法的原則。 

(一) 協商原則：要誠懇，要解決問題。 

改革是解決問題，不是製造問題，｢協商」是必要的過程和策略，政府最

重要的無外是人心向背，軍警公教是政府必須照顧的員工，不是政府的敵
人。跟所有的勞資糾紛一樣都需要透過誠心的｢協商」方式處理，政府更
不可以逃避｢負最後給付責任」，留下最壞的示範，自毀長城。 

(二)守法原則：依法執政，依法施政。 

年金改革一定要守法，依法行事。執政黨依法取得政權，就必須依法行政，
否則就失去執政應有的根據和基礎。 

退撫基金的確出現缺口，有其無以為續之困難，責任在於政府制定制度失
誤於先，又有未發揮事先預警於後，這其中有行政怠惰、有立法怠惰、有
監察怠惰、又有政黨內鬥貽誤先機之實，執政黨執政後岌岌要彌補年金缺

口，其執政承擔之心情我們也可以理解。但是，法律就是法律，絕無法有
任何理由可以藉口迴避。 

我們認為可以在法律範圍內解決問題，捨此不由，敢冒天下之大不韙，毀

壞律法，未來社會要付出的誠信成本何止於金錢可以換取，這個政治智慧
如果沒有，如何說服千萬國人悠悠之口! 

三、 基金管理先行：--10 年均富試行方案 

成立專業獨立的管理法人機構，引進專業投資人事，由政府和軍警公教
團體組成董事會進行輔導監督，以避免目前政府操盤的專業不足問題以及
道德風險問題。依照國際及國內投資基金績效，可以提高基金績效到 7%以

上，並可以可解決年金收支逆轉的問題，依複利的方式營運假以時日，不
但可以平衡回來，還可以有所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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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國家的年金都出現過問題，解決問題最有效的就是基金獨立，並且
取得政府的輔導和協助，並提出初期的資金挹注或政府出面取得銀行融

資，逐步起死回生。這期間需要政府和軍警公教團體，理性的坐下來深度
對話，取得彼此的信任，才能成為合作共同體，最忌諱的就是彼此對立，
互相叫罵，還加上拍捧的媒體助長政府氣勢，甚至是立場偏失的政論名嘴

出任打手，造成雙方誠信盡失，形同敵人，這怎麼可以解決問題呢!相信這
絕對不是執政者願意看到的。 

   我們提出下列資料和可行試算方案，誠懇請大家指教! 

【大家都不用砍，大家都領得到，勞工退休金變 3 倍】 

【0 元解決退撫基金破產問題，264 億解決勞保破產問題】 

政府說此次年革後，各基金將再次破產，時間如下： 

勞保 教師退休基金 公務員退休基金 軍人退休金

125 年 132 年 133 年 ？
以後每 5－10 年要再檢討一次。 
「多繳、少領、延退」的年改方案實施，將造成年輕人難找工作難
升遷、沒有人願意當軍公教、勞工負擔增加→更可怕的是…物價將
上漲！ 
這方案沒有解決破產問題，卻製造更多的問題! 
我們周遭的親戚朋友、學生都是軍公教勞，然而政府只想將軍公教
拉低和 22K 勞工一樣，造成均貧的現象!卻不願意將 22K 勞工拉高
和軍公教一樣!不肯製造均富的社會! 

現在提出紓困解決方案，藉此將大家帶往均富的社會! 
 

10 年均富試行方案如下： 

1、106 年至 108 年，政府向銀行貸款，再借給各基金，所借金額如

下表： 

    106 年借

款金額 

107 年借

款金額 

108 年借

款金額 

合計借

款金額 

利息支付者 

勞保 1.1 兆 1.1 兆 1.1 兆 3.3 兆 政府支付勞保借款利息 

教師退休金 2000 億 2000 億 1500 億 5500 億 教師退休金自付利息 

公務員退休金 2000 億 2000 億 1500 億 5500 億 公務員退休金自付利息 

軍人退休金 2000 億 800 億 800 億 3600 億 軍人退休金自付利息 

                        ( 已經用最新精算報告數據試算 5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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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勞保 45 年後分 3年還款，軍公教 40 年後分 3年還款。 

3、由退撫基金自付利息，以利率 0.8%計，約需利息 116.8 億。 

4、由政府支付勞保借款利息，以利率 0.8%計，約需利息 264 億。 

5、將基金財團法人化,由優秀專業基金經理人團隊管理基金，致力提

高基金績效,基金能漸漸自給自足,不會破產,大家都領得到，大家

都不用被砍。  

 

 

   一輩子 22K 的勞工、自提 6%、工作 35 年、餘命 20 年，若基金績效

為目前的 2.83%，其勞退新制退休金為 10602 元; 但若基金績效為 7%，

其勞退新制退休金為 36106 元。 

 

  只是提升基金績效，政府不用多花一毛錢、勞工也不用多花一毛錢，

就讓勞工勞退新制退休金變 3倍，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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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輩子 22K 的勞工、自提 6%、工作 35 年、餘命 20 年，若基金績效

7%，其勞退新制退休金為 36106 元，勞保退休金為 11935 元，合計為

48041 元。此時其所得替代率為勞退 164% + 勞保 54% = 218%。 

若上述起薪 22K 的勞工，每年調薪 1%，則基金績效 7%，其勞退新制

退休金為 39884 元，勞保退休金為 15754 元，合計為 55638 元。此時

其所得替代率為勞退 130% + 勞保 54% = 184%。 

關於以上數據，請參考勞動部網站： 

勞退新制試算表

http://kmvc.mol.gov.tw/trial/personal_account_frame.asp 

勞保月退試算表 http://www.bli.gov.tw/cal/oldPay.asp 

    今日勞工退休金太低是政府把基金績效做太差造成的! 

    這是成功將 22K 勞工退休金及所得替代率拉高至超越軍公教水平的方法，

希望政府為 22K 勞工著想，趕快實行，讓全民往均富邁進。 

      若這 10 年基金績效未達 7%的話呢？ 

    若基金績效是 6%，則試行 10 年後，勞保餘額為 6.1 兆(如下圖一)，還 3.3

兆後餘額為 2.8 兆; 若基金績效是 5%，則試行 10 年後，勞保餘額為 5.4 兆(如

下圖二)，還 3.3 兆後餘額為 2.1 兆; 若基金績效是 4%，則試行 10 年後，勞保

餘額為 4.8 兆(如下圖三)，還 3.3 兆後餘額為 1.5 兆。所以即使是 4%的績效試

行 10 年後餘額仍比現在勞保餘額的 6965 億多很多，屆時再來討論該如何砍，

也不會像現在砍得這麼嚴重。所以我們可以放心的試行 10 年這個「均富方案」

看看，再做檢討！政府這種「多繳、少領、延後退、副作用一堆、砍完分別 125、

132、133 年又破產」的方法，都敢勇往直前、義無反顧、奮不顧身立即要做！

3.4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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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為什麼不先試試 10 年這個可能帶領大家均富的方案呢？可能使一輩子 22K

的勞工月退休金 48000 元的方案呢？這才是一個有希望的年金改革！ 

 

圖一：若基金績效是 6%，則試行 10 年後，勞保餘額為 6.1 兆 

 
圖二：若基金績效是 5%，則試行 10 年後，勞保餘額為 5.4 兆 

 
圖三：若基金績效是 4%，則試行 10 年後，勞保餘額為 4.8 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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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上述勞保紓困方案，我們試算了以下各種可能： 

 106 年挹注勞保金額（資金來源） 每年編列預算挹

注勞保金額 

106 年無息借款金額 

甲案 0 0 3.3 兆(分 3 年) 

乙案 4000 億(註一) 0 2.9 兆(分 3 年) 

丙案 8000 億(註二) 0 2.4 兆(分 3 年) 

丁案 1.1 兆(註一) 0 2.1 兆(分 3 年) 

戊案 1.5 兆(註一) 0 1.7 兆(分 3 年) 

己案 1.1 兆 200 億 1.8 兆(分 3 年) 

庚案 1.1 兆 500 億 1.3 兆(分 3 年) 

辛案 0 600 億 2.3 兆(分 3 年) 

       ( 上表皆已用最新精算報告數據試算 50 年，政府可設計分 5年或 10 年借款) 

註一：這三年超徵稅收 4000 億。 

註二：由行政院提出特別預算案，以特別條例立法列為立法院新會期優先法案。 

註三：2014 年健全財政方案，過去 2年稅收明顯超徵，為政府創造 8000 億舉債 

      空間，中央政府負債餘額距離法定舉債空間過大為 1.1 兆。 

註四：註一及註三的資金來源，共 1.5 兆。 

 

  最後要呼籲政府，在複利作用下，慢一年實施此方案會差很多。以

勞保為例，政府於 106 年開始分三年無息借勞保 3.3 兆，於 153 年餘

額為「2043 億」;但政府若於 107 年才開始分三年無息借勞保 3.3 兆，

則於 153 年餘額為「負 3兆 3800 億」，兩者相差 3兆 5843 億，如下表：       

 
              ( 上表皆已用最新精算報告數據試算 50 年) 

 

  以上是一個「花政府 0元就解決退撫基金破產問題，花政府 264 億解決勞

保破產問題」的方案，所以大家都不用被砍，所以大家都領得到，並將大家

帶往均富社會，請政府立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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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基金績效是否可達 7%呢？陳副總統說了：基金要財團法人化, 則

績效可以很好 ! 澳洲來拜訪陳副總統的議員團隊也說了：我們的投資

報酬率都可以達 7~8% ，為何澳洲的團隊會發此豪語呢？因為各國退

休金的績效標準是 7%以上!請參考以下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L8sjhubyr8 

  至於利率 0.8%可以貸得到錢嗎？吳益政議員說了：全台灣的銀行搶

著借你錢，只要 0.8%，不用 1%。請參考以下視頻益政大聲公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KNwDbzxcFs 

               
上表整理自新竹縣教育產業公會網站-年金改革議題

http://www.hcceiu.org.tw/modules/news/index.php?storytopic=49 

 

四、創新的可攜式年金制度：可以解決 60%的問題。 

 (一)五層制的年金結構，政府規劃第二、三層，可以提供 50-80%
的年金月所得替代率。 

1. 制定年金起領年齡，撤除天花板限制，軍警公教未取得更高
的年金替代率，自然會延長服務年資。 

2. 對特殊行業制定提前離職年齡，但是因為年金軍警公教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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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攜式，可以互通互流，引導離職轉職者，從事體力、致力
可以承擔的新工作界續服務社會，奉獻其生產能力。 

3. 保險年金和職業年金都可以攜帶保留，軍警和教師等必須提
早離職者，都可以轉職，延後結算請領的年齡，自然可以多
繳，基金就可以持續進帳，加上獨立經營的績效，相乘效應，
必然可以大大開源節流，成就基金永續的可能。 

   創新的五層年金制度表如下： 

 

 

 

 

 

 

 

 

 

 

 

 

 

 

【說明一】第 2 層可攜式社會保險 ，可以提供 36%之年金替代率。 

1. 可以流動，可以互通，全民社保。 

2. 離開教職，可以創業，可以轉職場，例如軍職轉警職，或轉教職、
勞工職，到 65 歲累積保險，轉為年金月領，佔 36%。(年所得
/12*1.2%*30 年年資=36%) 

3. 教職依 85 制滿 55 歲，可以先領職業年金，但須保留社會保險到
65 歲在結算提領。 

4. 可以：勞工+警察+軍人+教職+創業，工作滿 30-35 年，符合 80-95
制，再依年資比率結算按月提領。 

5. 符合時代轉職頻繁趨勢，不必被單一職業綁架，人生可以有多種
職別，多采多姿! 



- 10 - 
 

【說明二】第 3 層可攜式職業年金，可以提供大於 40%的年金所得替
代率。 

1. 離職者都可以保留年資，到一個年齡，如：生涯服務年資滿 30 

年以上，或滿 55-70 歲，就可以申請結算。但社會保險年金需到
65 歲始可領取。 

2. 每一職業別之基金管理，列有個人電腦資料，隨時都可以查 

帳，計算個人退職金，累計在各職業別年金帳戶，依照規定，自
行規劃選擇退休年齡。(DC 確認提撥制+個人帳戶制)避免被單一
職業綁架。 

3. 即使沒有受薪之工作，如自由創作、自由事業者，都可以繳交 

職業年金，享受保障。 

4. 計算方式：年所得/12*1.5%*年資=45-60%之替代率 

5. 為鼓勵晚退多服務，其計算年資計到 40 年。 

神奇的可攜式年金，軍警公教勞可以轉職，終身服務示意圖如下。 

示意圖說明： 

1. 未來的軍警公教勞不必被單一的年金綁架，在一生中可以依照
社會變遷，個人專業和興趣，自由自在的轉職。 

2. 隨著年齡不同，興趣的轉移，可以選擇自己可勝任的工作，繼
續服務社會。 

3. 退休年齡可以依據各職業別的規定，離職者可以轉職到可以勝
任的工作，到一定年齡再依規定結算起領年金。 

4. 創建新的制度，既符合未來 21 世紀後現代社會的需求和趨勢，
也創建了職業自由轉移的制度環境，是軍警公教勞的福祉。 

5. 尤其是軍人和警察可以需要提早離職，輔導其轉職，年金結算
保留，留在基金繼續升息，北人可以轉職繼續服務，繼續繳交
年金，繼續累積年金，自然就會延後退，延後退會多繳了，形
成多贏的年金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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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三】各職業別退休給付年齡設計 

1. 各職業別退休年齡設計如下表。 

2. 各職業別內部由於職位和工作性質不同茄實渠退休年齡不必一刀
切，例如高階警官，後勤幕僚軍人，其退休年齡可以延後，讓他們
的豐富的經驗可以繼續留在職場繼續貢獻他們的智慧，自然可以延
後退休年齡。 

3. 如必要提早離職，如有轉職設計的制度他們退休後仍可以結算年金
並給予保留，等到他們在其職場上完全退休再來結算起領，不但個
人可以累積更多年金，基金也可以創造更多的收入來源，延後支付。 

4. 這樣的設計，才是更精緻細膩的規劃，相信共共政策設計專家，財
經專家可以繼續思考，一起來未個制度創建更完善的、可行的細部
設計。 

 

 

 

 

 

 

 



- 12 - 
 

職業別 給付年齡&給付率 退齡 平均 

軍人 帶兵士官兵：服務 20 年，滿 40 歲退伍轉職。 

帶兵軍官：服務 25年，滿 45歲退伍轉職。 

後勤士官：服務 30年，滿 50歲退伍轉職。 

後勤校級軍官：服務滿 30 年，滿 55 歲退伍轉職。

高級將官：服滿 35年，60-65 歲退伍。 

>40 歲 

>45 歲 

>50 歲 

>55 歲 

>60 歲 

>48 歲 

(現行平
均 43
歲) 

公務員 委任薦任公務員 60-65 歲退休。 

簡任級以上公務員 60-65 歲退休。 

>55 歲 

>62 歲 

>62 歲 

(現行56歲)

教育
人員 

中小學教師，55-60 歲退休轉職。 

中小學行政人員，60-65 歲退休轉職。 

中小學校長，大學教師 62-65 歲退休。 

>50 歲 

>55 歲 

>62 歲 

>58 歲 

(現行
53 歲) 

警消 基層警察，消防人員滿 55 歲退休轉職。 

中階警官。滿 60 歲退休轉職。 

高階警官，後勤行政人員。滿 65歲退休。 

>50 歲 

>55 歲 

>60 歲 

>60 歲 

勞工 基層勞力工作者，滿 60歲退休轉職。 

高階管理研發工作者，滿 65歲退休。 

>50 歲 

>60 歲 

>63 歲 

說明 @不必一刀切，導引各職業別依其性質延後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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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三式的改革步驟：三階段&三面向 

除了可攜式年金的創建外，也必須考慮三個面向： 

1. 新進人員   2.現職人員   3.已退人員 

並分成三個階段: 

1.止血階段  2.協調階段   3.退場階段 

一步一步來，先其可行可為者，進入止血階段，再其可議者，協商溝通，緩衝圓滿。 

三面向 三階段 改革後具體效果 

第一面向 

 

新進 

人員 

止血階段 1.鼓勵多服務，延後退，教育人員從 53 歲

退，延後七年以上，平均 60 歲以上退
休。 

2. 現職者 55 專案立即終止，每年可省下

5億。 

3.服務未滿因故離職轉職者，年金保留，
到法定起領年齡可以結算起領年金。 

第二面向 
 

 

  現職
人員 

協調階段 
緩衝期協商， 

延後退休 

1.自實施新制起，採漸進方式，逐年提高
到教師 55 歲、行政人員 60 歲、校長及

大學教師 65 歲。 

2. 規劃現職者新舊制可以自由選擇的機
制。 

2.十年內平均退休年齡從 53 歲，延到平均
58 歲。 

第三面向 

 

 已退
人員 

退場階段 

1.18%優存新制年資

逐年扣除。 

2.年金所得替代率不必

動，減去新制的 18%

自然降低替代率。 

3.80 歲以上之長者不

動，以補償早年低

薪。 

1.18%優存：84 年以後年資依據新制，不予計算，

可以讓 18%提前 30 年在民國 113 年退場，大

量降低政府目前 18%利息負擔。可採逐年減

少之緩著陸原則。 

2.說服已退者讓步，再 18%上依法退出新制年資

部分，減少政府利息負擔。 

3.基金再有缺口，也可說服已退者依所得高低，

提供 10%制 20 之借款，暫緩支付，榮基金營

運正常時再行償還借支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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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8%依法終止：可以提前到七年內在 113 年落日，84 年前不溯既往。 
18%優存對 84 年以後入職者並無此問題，但是對於已退人員，在退

休金計算時已計入替代率，實為其退休金之一部分，不可以說砍就砍。 

  我們建議依法終止，對於 84 年以後退休人員，包含舊年資者其新制

年資不應計入 18%優存。目前含有新制年資者，其公保儲金扣除其替

代率外，其餘部分即可以存入銀行領取優存，這一部分應該依法終止。 

   如果這樣就可以在民國 113 年(83+30=113 年)完全終止 18%優存。

政府就不必背負違反誠信，溯及既往的罪名。 

   至於 84 年前退休者，本不溯既往原則不與改變，畢竟 84 年以前退

休的都已 8-90 歲了，法律不外人情，何必讓老人擔心，含恨九泉呢! 

   當年全退者，其 18%優存可以逐年減至 12%，以保障其基本生活。 

【說明】 

1.服務 35 年計，85 年以後退休者，其 85 年後之新制年資，不應

領取 18%。 

2.如果 85 年薪制實施，落實 18%結束，則可以在 83+30=114 年完

全落幕。 

3.否則 83 年入職仍可領 18%，他們在 113 年退休還可以領 30 年以

上，造成 18%之落日延後到民國 143 年以後，真的遙遙無期。

(83+30+30=143 年，至少 143 年) 

4.目前 18%猶存政府每年編列約 680 億挹注利息，113 年完全終止

後，可以減少到只剩下一次退者，和 83 年以前退的 85-90 歲老人，

到了 113 年，都已經 92-97 歲了，應該寥寥無幾了。 

5.對於 84 年以後退休者，犧牲了 84 年以後的新制年資，這一點退

讓應該是可以說服的，畢竟是依法終止，社會也可以認同政府的守

法精神和努力。 

【結語】 
1.涉及軍公教年金，屬於法定財產權，不要冒天下之大不韙去溯及 

既往，撕裂社會，即使強渡關山，後面的釋憲官司還是永無寧日。 

2.為所可為，做應該做的，做可以做的，除非真的是政治鬥爭。 

3.要跳出：多繳、少領、延後退的思維框框，創建新的制度。 

4.獨立基金管理是魔法，政府真的可以放手，不必管太多，管太多

顧人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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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可攜式很神奇：用可攜式的制度鼓勵一生多職，不同的年齡以不同

的工作貢獻社會，自然延退，延後起領，又符合 21 世紀未來職業

轉換頻繁的趨勢。 

一個人工作到 60-70 歲，領再多也領不了多久了。 

 

【民間版五大建議案的效益】 
 

三大策略 主要作法 預期績效 

一、 
基金管理獨立制  

(100：80) 

1.政府不放手，營運不自由。 
2.政府一放手，協助輔導，基金自負其責。 
3.基金管理公司，績效目標 7%，一切 OK! 

基金獨立， 
年金永續， 
永無爭議。 

二、 
可攜式 
年金制度 
(100:75) 

2-1.五層制年金架構 
 1.第一層社會救濟運用原有 23%的社福預算。 

 2.第 2、3 層社會保險+職業年金，運用原有的退撫 
    預算 7-7.5%，規劃 50-80%的退休年金。建立

年 
    金流動機制，激勵社會生產能量。 
 3.第四層商業年金開放民間經營，促進產業。 
 4.第五層家庭倫理，恢復傳統家庭文化功能。 

年金多元， 
職業多元， 
促進產業， 
激勵產能， 
全民幸福。 

2-2.三三式改革步驟 
1.三大面向：新進+在職+已退人員，分開處 理，

不可以 
    一刀切。 
2.三個階段：先止血+再協調緩衝+逐漸落實退場。 

減少反抗， 
樂於生產， 
成功圓滿。 

三、 
18%依法終止 
(年減 100 億支出，

113 年落日) 

1.84 年起的任職依新法不計入 18%優存，逐年退回

或也可選擇轉入退休基金，可以提前到 113 年

落幕。 
2.全退者或 1/2 者，逐年減至 12%。 
3.83 年以前退休者不溯及既往。都 8-90 歲了! 

依法終止 
不溯既往 
毫無爭議 

 
全國教育退休人員協會 敬製 
研究小組成員：陳木城  簡明勇  吳金魁  簡美麗  蕭秋華  阮宏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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