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公務人員各項退休給與權益簡表
類別

強制休假補助費及未休
假加班費

權益

發放
機關

1.強制休假補助費：具休假 14 日資格者，其
全年最高補助總額新臺幣 16,000 元。
2.未休假加班費：按日支給休假補助費新臺幣
600 元；未達一日者，按日折半支給，於年終
一併結算。
3.當年於 1 月 16 日屆齡退休（不含自願退休）
人員，得選擇就強制休假補助費或未休假加班
費擇一請領：(1)強制休假補助費：經扣除例
假日及紀念日後，以每日新臺幣 1,143 元之標
準計算其補助之最高限額。(2)未休假加班
服務
費：不受強制休假天數限制，因公確實無法休 機關
假者，以實際上班日數發給未休假加班費。
4.其餘當年退休人員，仍應依一般規定辦理。

備註
1.依據：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
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
2.強制休假補助費：(1)休假期間以
國民旅遊卡於交通部觀光局審核通
過之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可至國
民旅遊網站查詢）刷卡消費，依規
定予以補助。(2)公務人員每人全年
合計補助總額最高以新臺幣 16,000
元為限。但未具休假 14 日資格者，
其全年最高補助總額按所具休假日
數依比例核發，以每日新臺幣 1,143
元計算；未持用國民旅遊卡刷卡消
費者，不予補助。(3)休假期間於旅
行業、旅宿業、觀光遊樂業刷卡消
費者，其與該休假期間相連之假日
於各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刷卡之消
費，得併入補助範圍。如在周五下
午或周一上午刷旅宿業，周六、日
亦可在縣內消費。
3.未休假加班費：應休假日數(14

退休公務人員各項退休給與權益簡表
類別

權益

1.退休當年在職 6 個月以上（6 月 2 日以後退
休）辦理另予考績；在職滿 1 年以上（12 月 2
退休人員當年度考績
日以後退休）辦理年終考績。2.於退休生效後
辦理，俟經銓敘部審定後，按等第發給考績獎
金。
1.一次退休金，以退休人員最後在職等級，按
退休生效日在職同等級人員本（年功）俸加新
臺幣930元為基數內涵，任職滿五年者，給與
退休金
九個基數，每增一年加給二個基數；滿十五年
舊制
擇一
後，另行一次加發二個基數，最高總數以六十
一次
一個基數為限。
退休
2.未滿一年者，每一個月給與六分之一個基
金
數。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
1.以退休生效日在職同等級人員本（年功）俸
加一倍為基數內涵，每任職一年給與一又二分
新制 之一個基數，最高三十五年給與五十三個基
數。

發放
機關

備註
日)以外之休假，如確因機關公務需
要未能休假者，得依規定核發未休
假
依據公務人員考績法。

最後
服務
機關

最後
服務
機關

退撫
基金
管理
委員

1. 依據公務人員退休法。
2. 中華民國 84 年 7 月 1 日為舊制
與新制分界點。
3. 中華民國 84 年 7 月 1 日以後初任
公務人員且服務逾 35 年者，一次
退休金之給與，自第 36 年起，每
年增給一個基數，但最高給與 60
個基數為限；月退休金之給與，
自第 36 年起，每年增給百分之
一，以增至百分之七十五為限；
未滿一年者，每一個月照基數一
千二百分之一給與，未滿一個月

退休公務人員各項退休給與權益簡表
類別

月退
休金

1/2 月
退休
金 1/2
一次

權益
2.未滿一年者，每一個月給與八分之一個基
數。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
1.月退休金，以退休人員最後在職等級，按在
職同等級人員本（年功）俸為基數內涵，每任
職一年，照基數內涵百分之五給與，未滿一年
者，每一個月給與一千二百分之五；
舊制 2.滿十五年後，每增一年給與百分之一，未滿
一年者，每一個月給與一千二百分之一，最高
以百分之九十為限。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
計。
3.另十足發給新臺幣 930 元。
1.以在職同等級人員之本（年功）俸加一倍為
基數內涵，每任職一年，照基數內涵百分之二
新制 給與，最高三十五年，給與百分之七十為限。
2.未滿一年者，每一個月照基數內涵六百分之
一給與。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
兼領月退休金之退休給與，各依其應領一次退
休金與月退休金按比例計算之。
舊制

發放
機關
會
最後
服務
機關

退撫
基金
管理
委員
會
最後
服務
機關

備註
者，以一個月計。4.支(兼)領月
退金者，每年 1 月 16 日（1 至 6
月月退休金）及 7 月 16 日 （7
至 12 月月退休金）各發放 6 個
月。5.發放方式：直接撥入退休
人員帳戶。

退休公務人員各項退休給與權益簡表
類別

權益

發放
機關

退休
金
兼領月退休金之退休給與，各依其應領一次退
休金與月退休金按比例計算之。
新制

補償
金

舊制
年資
未滿
十五
年

新制
年資
未十
五年

退撫新制實施前已有任職年資未滿十五年，於
退撫新制實施後退休，其前、後任職年資合計
滿十五年以上，擇領月退休金者，另按退撫新
制實施前未滿十五年之年資為準，依下列規定
擇一支給補償金，由各級政府編列預算支給：
(一)每減一年增給二分之一個基數之一次補
償金。(二)每減一年，增給基數二百分之一之
月補償金。
退撫新制實施前已有任職年資未滿二十年，於
退撫新制實施後退休，其前後任職年資合計滿
十五年擇領月退休金者，依其在退撫新制實施
後年資，每滿六個月一次增發二分之一個基數
之補償金，最高一次增發三個基數，至滿二十

退撫
基金
管理
委員
會

最後
服務
機關

退撫
基金
管理
委員
會

備註

退休公務人員各項退休給與權益簡表
類別

退撫基金費用發還

其他現金與補償金

權益

發放
機關

年止。其前、後任職年資合計逾二十年者，每
滿一年減發二分之一個基數之補償金，至滿二
十六年者不再增減。其增減基數之補償金，由
退撫基金支給。
公務人員退休：其繳納基金費用未予併計退休 退撫
之年資，應一次發還其本人原繳付之退撫基金 基金
費用本息。
管理
委員
會
1.公教人員合於發給補償金之退休、撫卹或資
遣年資，依新退撫制度實施前之公務人員退休
法或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規定，計算其應領一
次退休金之基數為補償金基數。
最後
2.發給補償金之對象(依公務人員退休法或學
校教職員退休條例辦理退休者)，依其退休、
服務
撫卹或資遣時之俸薪等級，以八十五年度公教 機關
人員相同俸薪等級之本俸 (薪) 或年功俸
(薪) 之百分之十五為補償金基數內涵。
3.補償金總額，以公教人員補償金基數乘補償
金基數內涵計算。

備註

1.依據：公務人員退休法
2.自民國100年1月1日起實施。
3.請領離職退費之權利，自請求權
可行使之日起，因五年間不行使而
當然消滅。
1.依據：公教人員退休金其他現金
給與補償金發給辦法。
2.具退撫新制實施前年資者，得發
給其他現金給與補償金，併退休金
一次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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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權益

優惠存款利息

優惠存款利息由受理優惠存款機構按月結
付；其利率訂為受理優惠存款機構牌告一年期
定期存款利率加百分之五十計算。但最低不得
低於年息百分之十

年終工作獎金

年終慰問金

於翌年春節前，依據行政院函頒「當年度軍公
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及慰問金發給注意事項」
發給。
行政院 102 年 9 月 5 日函訂「退休(伍)軍公教
人員年終慰問金發給辦法」發給。

發放
機關

台灣
銀行

服務
機關

最後
服務
機關

備註
1.依據：退休公務人員一次退休金
與養老給付優惠存款辦法
（100.02.01 訂定）
。
2.具退撫新制實施前年資者，得辦
理優惠存款。3.受理優惠存款機
構，指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所屬國內各分支機構。
發給對象：當年中退休（役、職）
人員。
發給對象：
一、依軍公教人員退休(伍)法規，
按月支(兼)領退休金(俸)（含軍職
支領贍養金、生活補助費及半俸）
在新臺幣二萬元以下之各級政府退
休（伍）人員。
二、對國家有重大犧牲貢獻之軍公
教人員及遺族：
（一）在職期間因公
成殘，經審定機關審定仍支領月退
休金或於審定當年度支領一次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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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權益

發放
機關

每年春節、中秋、端午節前 10 日依當年標準
發放慰問金(90 年起每節以 2000 元標準)

三節慰問金

公保養老給付

1.被保險人依法退休、資遣者或繳付保險費滿
15 年並年滿 55 歲而離職退保者，予以一次養

台灣
銀行

備註
金之退休公教人員。
（二）軍公教人
員在職期間因作戰演訓或因公死
亡，經審定機關審定仍支領年撫卹
金之領卹遺族，或於審定當年度支
領撫卹金之領卹遺族。
1.依據：退休人員照護事項及歷年
修正函釋。
2.適用對象：(1)89 年 11 月 30 日（不
含）以前退休者，無條件限制，均
持續給予照護。(2)89 年 11 月 30 日
（含）以後退休者，必須符合下列
條件之一者(退休時年滿六十歲以
上者/退休時任職已滿二十五年以
上且已年滿五十五歲以上者/未具
工作能力之退休人員)，始予照護；
如均不符合者，不予照護。至當事
人是否符合要件，應以「退休生效
當時」為認定基準。
1.依據：公教人員保險法辦理。
2.由臺灣銀行開立支票交付退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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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權益

發放
機關

老給付。2.依其保險年資每滿一年給付一點二
個月(薪俸額)，最高以 42 個月為限。但辦理
優惠存款者，最高以 36 個月為限。畸零月數
及日數均按比例發給。

三等服務獎章(服務 10 至 19 年)：3600 元
二等服務獎章(服務 20 至 29 年):7200 元
一等服務獎章(服務 30 至 39 年)：10800 元
特等服務獎章(服務 40 年以上)：14400 元
服務獎章獎勵金

最後
服務
機關

備註
員或逕撥入退休人員臺灣銀行帳
戶。
3.公保養老給付得辦理優惠存款
者，請持銓敘部審定函至臺灣銀行
各地方分支機構辦理，勿存入其他
金融機構（其他金融機構並未受理
優惠存款業務）。
4.養老給付金額，以被保險人當月
保險俸（薪）給為計算給付標準。
5.領取保險給付之請求權，自得請
領之日起，經過 10 年不行使而消滅。
1.依據：公務人員領有勳章獎章榮
譽紀念章發給獎勵金實施要點。
2.公務人員於退休或死亡時，其在
職時領有勳章、獎章、榮譽紀念章
者 ，由其退休或死亡前最後服務機
關依「公務人員領有勳章獎章榮譽
紀念章發給獎勵金標準表」所列標
準發給獎勵金。
3.領有之勳章、獎章、榮譽紀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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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子女教育補助費

權益

退休者比照原退休機關之現職人員，按兼領月
退休金比例(全領月退者為全額)及按全國軍
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子女教育補助表」標
準支給。

發放
機關

服務
機關

備註
可適用其他法令發給退休金、撫卹
金、獎勵金等給與者，不適用本要
點發給獎勵金。
1.依據：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
要點
2.子女以未婚且無職業需仰賴申請
人扶養者為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