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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 

總統令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八月二日華總（一）義字五六五五號公佈 

總統令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一月十二日華總（一）義字八九○○○○ 

二二九○號令修正發布第九條、第十六條條文 

第一條 學校教職員之退休依本條例行之。 

第二條 本條例所稱學校教職員係指各級公立學校現職專任教職員依照

規定資格任用經呈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有案者。 

第三條 教職員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退休： 

一、任職五年以上，年滿六十歲者。 

二、任職滿二十五年者。 

   前項第一款之退休年齡，對所任職務有體能上之限制者，得

酌予降低。但不得少於五十五歲。 

第四條  教職員任職五年以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即退休。 

一、年滿六十五歲者。 

二、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不堪勝任職務者。 

    教職員已達前項第一款所規定之年齡，服務學校仍需其任

職而自願繼續服務者，得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延長之，至多

五年。 

第四條之一  教師或校長依第三條申請退休者，除特殊原因外，其退

休生效日以二月一日或八月一日為準。 

           教師或校長依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應即退休者，其限齡在

八月一日至次年元月三十一日間，得以次年二月一日為退休生

效日，其限齡在二月一日至七月三十一日間，得以八月一日為

退休生效日。 

第五條  退休金之給與如下： 

一、任職五年以上未滿十五年者，給與一次退休金。 

二、任職十五年以上者，由退休人員就下列退休給與，擇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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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之： 

    (一)一次退休金。 

    (二)月退休金。 

    (三)兼領二分之一之一次退休金與二分之一之月退休金。 

    (四)兼領三分之一之一次退休金與三分之二之月退休金。 

    (五)兼領四分之一之一次退休金與四分之三之月退休金。 

  一次退休金，以退休生效日在職同薪級人員之本薪加一倍為

基數，最高三十五年給與五十三個基數。尾數不滿六個月者，

給與一個基數，滿六個月以上者，以一年計。教職員於年滿五

十五歲時，得自願提前退休，並一次加發五個基數之一次退休

金。 

   月退休金，以在職同薪級人員之本薪加一倍為基數，每任

職一年，照基數百分之二給與，最高三十五年，給與百分之七

十為限。尾數不滿半年者，加發百分之一，滿半年以上未滿一

年者，以一年計。 

   年齡未滿五十歲具有工作能力而申請退休者，或年滿六十

五歲而延長服務者，不得擇領月退休金或兼領月退金。但在教

學、研究上有優異表現著有學術聲望之專科以上學校教授延長

服務者及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提出申請退休或已核定延長服務

有案者，不在此限。 

   前項專科以上學校教授在教學、研究上之優異表現標準，

由教育部另定之。 

   第一項第二款第三目至第五目規定之退休給與，各依其應

領一次退休金與月退休金按比例計算之。 

第五條之一  教職員退休時領有本人實物代金、眷屬實物代金及眷屬

補助費者，其實物代金及眷屬補助費者，其實物代金及眷屬補

助費，依下列規定加發： 

一、 依第五條規定給與之一次退休金，每一基數加發一個月

本人實物代金，另並一律加發兩年眷屬實物代金及眷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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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費。 

二、 依第五條規定給與之月退休金，本人及眷屬實物代金與

眷屬補助費十足發給。 

三、 依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目至第五目規定之退休給

與，各依其應領一次退休金或月退休金比例，計算其本

人實物代金及眷屬實物代金與眷屬補助費。 

第六條  教師或校長服務滿三十五年，並有擔任教職三十年之資歷，

且辦理退休時往前逆算連續任教師或校長五年以上，成績優異

者，一次退休金之給與，依第五條之規定增加其基數。但最高

總數以六十個基數為限，月退休金之給與，自第三十六年起，

每年增加百分之一，以增至百分之七十五為限。 

第七條  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退休教職員，其心神喪失或身體殘

廢系因為傷病所致者，不受任職五年以上年資之限制。前項人

員請領一次退休金者，任職未滿五年，以五年計。如係請領月

退休金者，任職未滿二十年，以二十年計。 

第八條  教職員退休金，應由政府與教職員共同撥繳費用建立之退休撫

卹基金支付之。並由政府負最後支付保證責任。 

依第七條規定辦理因公傷病成殘退休者，其加發之退休

金，另由政府編列預算支付之。 

第一項共同撥繳費用，按教職員本薪加一倍百分之八至百

分之十二之費率，政府撥繳百分之六十五，教職員繳付百分之

三十五。撥繳滿三十五年後免再撥繳。 

    教師或校長服務超過三十五年，其應撥繳之費用應繼續撥

繳，撥繳滿四十年後免再撥繳。但辦理退休時經審定不符合第

六條增核退休金規定者，應發還其本人原繳付超過三十五年之

基金費用，並以臺灣銀行之存款年利率加計利息一次發還。 

    教職員於年滿三十五歲時，或年滿四十五歲時，自願離職

者，得申請發還其本人及政府繳付之基金費用，並以臺灣銀行

之存款年利率加計利息一認發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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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依規定不合退休資遣於中途離職者或因案免職

者，得申請發還其本人原繳付之基金費用，並以臺灣銀行之存

款年利率加計利息，一次發還。如經領回者，嗣後再任教職員，

該部分年資不得再行核計年資領取退休金。 

第一項基金之撥繳、管理及運用等事項，依公務人員退休

撫卹基金管理條例之規定辦理。 

第九條  教職員退休金應由政府負擔之費用，在國立學校，由國庫支

給；在省（市）立學校，由省（市）庫支給；在縣（市）立學

校，由縣（市）庫支給。 

自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七月一日起，因台灣省政府功能業務

與組織調整，併入教育部之省立學校，其教職員之退休金，改

由國庫支給，不受前項之限制。 

第十條  請領退休金之權利自退休之次月起經過五年不行使而消滅，但

因不可抗力之事由致不能行使者，自該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 

第十一條 月退休金自退休之次月起發給。 

第十二條 退休教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喪失其領受退休金之權利。 

一、 死亡。 

二、 褫奪公權終身者。 

三、 犯內亂罪外患罪經判決確定者。 

四、 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 

第十三條 退休教職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停止其領受退休金之權利至

其原因消滅時恢復。一、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二、領受月退

休金後再任有給之公職者。 

第十四條 依本條例退休者，如再任公教人員時，無庸繳回已領之退

休金；其退休前之任職年資，於重行退休時不予計算。 

第十四條之一 依本條例支領月退休金或兼領月退休金人員死亡時，

另給與遺族一次撫慰金。。 

            前項一次撫慰金，以其核定退休年資及其死亡時同薪級

之現職人員本薪額及第五條之規定，計算其應領之一次退休金



 196

為標準，扣除已領之月退休金，補發其餘額，並發給相當於同

薪級之現職人員六個基數之撫慰金，其無餘額者亦同。 

遺族為父母、配偶或未成年子女者，如不領一次撫慰金

時，得按原領月退休金之半數，或兼領月退休金之半數，改領

月撫慰金。 

領受月退休金人員死亡，無遺族或無遺囑指定用途者，

其撫慰金由原服務機關具領作其喪葬費用，如有剩餘，歸屬國

庫。 

第十五條 請領退休金之權利不得扣押讓與或擔保。 

第十六條 教職員於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後之任職年資應合併計算，並

均應依條正施行後之規定給卹。 

教職員撫卹金應由政府與教職員共同撥繳費用建立之退

休撫卹基金支付之，並由政府政教職員共同撥繳費用建立之退

休撫卹基金支付之，並由政府負最後支付保證責任。但教職員

在本條例修正施行前任職年資應付之撫卹金，由各級政府編列

預算支付。 

前項基金撥繳、管理及運用等事項，依公務人員退休撫卹

基金管理條例之規定辦理。第五條規定因公死亡人員應加發之

一次撫卹金，另由各級政府編列預算支付。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死亡之撫卹案，仍依修正施行前之規定

辦理。 

  遺族撫卹金應由政府負擔之費用，在國立學校，由國庫支

給；在省（市）立學校，由省（市）庫支給；在縣（市）立學

校，由縣（市）庫支給。 

    自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七月一日起，因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

與組織調整，併入教育部之省立學校，其教職員撫卹金應由政

府負擔之費用，改由國庫支給，不受前項之限制。 

第十七條 學校主計及人事人員之退休應依公務人員退休法之規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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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 公立社會教育及學術機關服務人員之退休準用本條例之規

定但其具有公務人員身分者仍依公務人員退休之規定。 

第十九條 （刪除） 

第二十條 外國人任中華民國公立中等以上學校教師者，其退休事項

準用本條例之規定。但以支領一次退休金為限。 

第廿一條之一 教職員在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後均有任職年資者，應前

後合併計算。但本條例修正施行前之任職年資，仍依本條例原

定最高採計三十年。本條例修正施行後之任職年資，可連同累

計，最高採計三十五年。符合第六條支領退休金規定者，其在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之任職年資及條正施行前後累計任職年資，

最高均得採計四十年。有關前後年資之取捨，應採較有利於當

事人之方式行之。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年資累計不滿一年之畸零數，併入本條

例修正施行後年資計算。 

     教職員在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後均有任職年資者，其退休金

依下列規定併計給與： 

一、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任職年資，應領之退休金，依本

條例修正施行前原規定之標準，由各級政府編列預算

支給。 

二、 本條例修正施行後任職年資應領之退休金，依第五

條第二項至第四項規定標準，由基金支給。 

教職員在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後均有任職年資，合計滿十五

年以上者，其退休金應選擇同一給付方式。 

本條例修政施行前在職人員已有任職年資未滿十五年，於

本條例修正施行後退休，擇領月退休金者，另按未滿十五之年

資為準，依下列規定擇一支給補償金： 

一、 每減一年，增給半個基數之一次補償金。 

二、 每減一年，增給基數百分之０．５之月補償金。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任職未滿二十年，於本條例修正施行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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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其前後任職年資合計滿十五年支領月退休金者，依其在本

條例修正施後年資，每滿半年一次增發半個基數之補償金，最

高一次增發三個基數，至二十年止。其前後任職年資超過二十

年者，每滿一年減發半個基數，至滿二十六年者不再增減。其

增減之基數，由基金支給。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擇領或兼領月退休金人員，其所支領月退休

及遺族一次撫慰金，均照本條例施行前原規定給與標準支給。 

前項支領一次撫慰金之遺族為父母、配偶或未成年子女者，如

不領一次撫慰金時，得由遺族自願按原領月退休金之半數或兼領月

退休金之半數，改領月撫慰金。 

第廿二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教育部訂之。 

第廿三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條例修正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以命令定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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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公立高中職校教師提前退休問題之研究 

調查問卷（預試問卷） 
      
 

 

 

 

 

 

 

 

 

 

 

 

 

 

 

 

 

 

【基本資料】 

　現    況：　□退休教師：於民國     年退休，退休時     歲，

服務年資     年。 

　□預定退休教師：預定民國     年    月退休，退休

時      歲，服務年資       年。 

　性    別：　□男       　□女 

　服務學校：　□高中     　□高職          　□綜合高中 

　擔任職務：　□教師兼主任     　□教師兼組長（科主任）  

            　□教師兼導師     　□專任教師   

　最高學歷：　□專科   　□大學院校    　□研究所四十學分班  

　□碩士以上 

                          【請翻次頁作答】 

各位教育界先進：您好！ 
這份調查問卷之目的，旨在瞭解您對目前高中職校教師提前

退休問題的看法，以作為研究與提供有關單位之重要參考。您的

意見相當寶貴與重要，所填的答案，研究者只做綜合分析，不做

個別探討，結果將以匿名方式呈現，請您放心作答。本問卷除基

本資料外，共有四部分三十一題。填答時請您於適當的“□”內

打“ ”，未註明【可複選】者，皆為【單選】。附上回郵信封，

期盼您填妥後儘快將問卷寄回，衷心感謝您在百忙之中，協助此

一調查問卷之完成。耑此  敬頌 
健康快樂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 
                            指導教授：劉昊洲  博士 
                              研究生：林慶桐  敬啟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 



 200

【問卷題目】 
第一部分：高中職校教師退休制度之意見調查 
　您對於目前教師退休制度是否有所瞭解？  

　□非常瞭解  　□瞭解  　□不瞭解  　□非常不瞭解   

　您對退休制度的看法如何？【可複選】 

　□國家酬庸教育人員的長期貢獻    

　□退休金屬於教育人員永久所得的一部份 

　□退休制度是為了維持人事機能更新     

　□保障退休後生活的一種社會保險 

　□其他 （請敘明）                                                   

　目前實施的服務滿二十五年、年滿五十歲即可支領月退休金的制

度，您認為合理嗎？ 

　□非常合理　□合理 　□沒有意見 　□不合理　□非常不合理 

　退休金的領取方式，您認為何者最為適合？ 

　□一次退休金  　□月退休金  　□兼領一次退休金與月退休金       

　□沒有意見 

　選擇退休金領取方式時，您主要考慮的因素為何？【可複選】 

　□個人健康因素  　□優惠存款  　□退休金的使用效能   

　□政府財政     　□金額多寡   　□其他（請敘明）                     

　自民國85年實施退撫新制後之任職年資，核給之一次退休金、公保

養老給付，均不得再辦理「優惠存款」；而目前退休教師在85年一

月底前任職之年資，依法仍享有年息18﹪之優惠利率，您認為呢？ 

　□沒有必要調整        

　□以200萬元為上限，仍享有18﹪之優惠存款利率 

　□可以接受調降為9﹪  

　□逐年調降為現行利率之兩倍，但不得低於5﹪  

　□其他（請敘明）                                                    

　所謂「五五優退專案」，即目前年滿五十五歲自願提前退休之教師，

可獲一次加發五個基數之一次退休金。您認為此種專案合理嗎？ 

　□非常合理　□合理　□沒有意見 　□不合理 　□非常不合理 

　您認為高中職校教師在幾歲退休對學校教育最為合適？ 

　□50歲  　□55歲  　□60歲  　□65歲  　□其他      歲 

原因為：                                                           

　在人生規劃中，您認為幾歲退休最為理想？ 

　□50歲  　□55歲  　□60歲  　□65歲  　□其他      歲 

    【請翻次頁續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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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高中職校教師提前退休原因之意見調查 
請問您決定或考慮提前退休的原因有哪些？ 

　個人身心因素【可複選】 
　□教學意願低落                 　□健康狀況不佳 

　□覺得工作沒有意義             　□生涯規劃另有他就 

　□很多朋友都退休了             　□其他（請敘明）                    

　家庭經濟因素【可複選】 

　□預期退休後經濟需求不虞匱乏   　□不需工作仍可支領薪水 

　□因為配偶已退休或即將退休     　□家中有人需要照顧 

　□其他（請敘明）                                                   

　工作環境因素【可複選】 

　□社會價值觀念的改變           　□工作壓力太大 

　□兼任行政職務工作繁瑣         　□師生關係的淡薄 

　□學生難以管教                 　□校園溫馨氣氛的消退 

　□不會電腦                     　□其他（請敘明）               

　教育政策因素【可複選】 

　□對教育改革無所適從           　□高職逐漸萎縮及轉型 

　□擔憂高中職回歸地方後退休不易 　□學者建議廢除高職 

　□教師進修的要求               　□教師分級制的研議                  

　□其他（請敘明）                                                     

　退休制度因素【可複選】 
　□擔心五五優退專案取消         　□擔心18﹪優惠利率調降 

　□擔心支領月退休金的年齡延後   　□擔心國家財政更為惡化 

　□其他（請敘明）                                                     

　其他因素（請敘明）                                               

　請就上述六項退休因素，按照您決定或考慮的重要優先順序由1—6
排列；最重要的因素為1，其次為2、3、4、5、6，將號碼填在該因

素前之（）內。 

        （   ）個人身心因素                 

（   ）家庭經濟因素 

        （   ）工作環境因素                 

（   ）教育政策因素                           

（   ）退休制度因素 

（   ）其他因素（請敘明）                    

 

【請翻次頁續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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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高中職校教師退休潮之影響意見調查 
　您決定或考慮提前退休是受到週遭同仁退休的影響。 

　□非常同意 　□同意 　□沒有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考試院提案規劃「展期退休金制度」方案；即年滿五十五歲方可支

領月退休金，以後每三年延長一歲，十五年後，年滿六十歲方可支

領月退休金。您認為如果實施這個方案對教師退休潮的影響如何？ 

　□大量加速教師申請退休       　□少數教師申請退休    

　□沒有影響                   　□稍微減緩教師申請退休   

　□大幅減緩教師申請退休 

　「五五優退專案」如果宣佈取消，您認為對教師退休潮的影響如何？ 

　□大量加速教師申請退休       　□少數教師申請退休    

　□沒有影響                   　□稍微減緩教師申請退休   

　□大幅減緩教師申請退休 

　國立高中職校若回歸地方政府，您認為對教師退休潮的影響如何？ 

　□大量加速教師申請退休       　□少數教師申請退休    

　□沒有影響                   　□稍微減緩教師申請退休   

　□大幅減緩教師申請退休 

　大量教師申請退休，可以促進學校人事新陳代謝，提昇教學品質。 

　□非常同意 　□同意 　□沒有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原因為：                                                    

　面對教師退休潮，政府需支付龐大的退休金，會影響國家整體經濟、

擠壓教育資源。  

　□非常同意 　□同意 　□沒有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原因為：                                                    

　教師退休潮會造成精英教師提早退休，影響教育改革成效。 

　□非常同意 　□同意 　□沒有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原因為：                                                    

　教師退休潮會造成學校缺乏經驗傳承，新進教師成長遲緩、產生斷

層問題。 

　□非常同意 　□同意 　□沒有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原因為：                                                    

　目前經濟不景氣、國家財政困窘下，凸顯退休教師所得優渥，會造

成社會人心 不平。 

　□非常同意 　□同意 　□沒有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原因為：                                                    

  【請翻次頁續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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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高中職校教師退休潮改善措施之意見調查 
　合理訂定退休年齡的標準，可以改善教師退休潮。 

　□非常同意 　□同意 　□沒有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改善教師退休潮，教育行政機關可採行的策略有哪些？【可複選】             

　□重新考量五五優退專案之存廢問題   

　□檢討退休相關問題配套措施的研訂     

　□採納教師對於退休相關議題之建議     

　□高中職校仍然隸屬國立    

　□維持年息18﹪優惠存款利率不變 

　□審慎教育改革，謀定而後動 

  　□充分提供教師在職進修機會 

　□提早調查，編足經費因應教師退休需求 

　□其他（請敘明）                                                   

　改善教師退休潮，學校行政單位可採行的策略有哪些？【可複選】 

　□重振尊師重道的風氣，建構溫馨校園 

　□對資深優良教師柔性勸導延遲退休 

　□各項改進措施之推動，宜先宣導並與教師多加溝通 

　□教師聘約詳列有關教師權益之法令規定 

　□人事單位配合法令更迭，不定期解說現行退休相關規定 

　□其他（請敘明）                                                   

　改善教師退休潮，對學校教師可採行的建議有哪些？【可複選】  

　□調整心態，積極面對教育工作 

　□積極配合瞭解政府制定退休法令之目的與內容 

　□積極參與教育改革 

　□因應學校需求，進修第二專長 

　□進修碩、博士學位 

　□生涯善加規劃 

　□其他（請敘明）                                                    

　您認為教師這項職業，在您心目中屬於那種等級？ 

　□最好  　□不錯  　□普通  　□不好  　□非常不好 

原因為：                                                              

　您對現行學校教師退休制度，若有其他意見，請敘明於下： 

                 

                                                                  

                                                                  

辛苦您了！並請您儘快將此問卷寄出，再次謝謝您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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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公立高中職校教師提前退休問題之研究 

      調查問卷 
      
 

 

 

 

 

 

 

 

 

 

 

 

 

 

 

 

 

【基本資料】 

　現    況：　□退休教師：於民國     年退休，退休時     歲，

服務年資     年。 

　□預定退休教師：預定民國     年    月退休，退休

時      歲，服務年資       年。 

　性    別：　□男                 　□女 

　服務學校：　□高中               　□高職           

　擔任職務：　□教師兼主任         　□教師兼組長（科主任）  

            　□教師兼導師         　□專任教師   

　最高學歷：　□專科               　□大學院校    

            　□研究所四十學分班   　□碩士以上    

 

  【請翻次頁作答】 

各位教育界先進：您好！ 
這份調查問卷之目的，旨在瞭解您對目前高中職校教師提前

退休問題的看法，以作為研究與提供有關單位之重要參考。您的

意見相當寶貴與重要，所填的答案，研究者只做綜合分析，不做

個別探討，結果將以匿名方式呈現，請您放心作答。本問卷除基

本資料外，共有四部分二十八題。填答時請您於適當的“□”內

打“ ”，未註明【可複選】者，皆為【單選】。附上回郵信封，

期盼您填妥後三日內將問卷寄回，或交給貴校負責收卷同仁。衷

心感謝您在百忙之中，協助此一調查問卷之完成。耑此  敬頌 
健康快樂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 
                            指導教授：劉昊洲  博士 
                              研究生：林慶桐  敬啟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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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題目】 
第一部分：高中職校教師退休制度之意見調查 
　您對於目前教師退休制度是否有所瞭解？  

　□非常瞭解  　□瞭解  　□不瞭解  　□非常不瞭解   

　您對退休制度的看法如何？【可複選】 

　□保障退休後生活的一種社會保險    

　□退休制度是為了維持人事機能更新 

　□退休金屬於教育人員永久所得的一部份     

　□國家酬庸教育人員的長期貢獻 

　□其他 （請敘明）                                               

　退休金的領取方式，您認為何者最為適合？ 

　□一次退休金  　□月退休金  　□兼領一次退休金與月退休金        

　□沒有意見 

　選擇退休金領取方式時，您主要考慮的因素為何？【可複選】 

　□退休金的使用效能    

　□年息18﹪之優惠利率存款       

　□個人健康因素   

　□政府財政            

　□其他（請敘明）                                         

　自民國85年實施退撫新制後之任職年資，核給之一次退休金、公保

養老給付，均不得再辦理「優惠存款」；而目前退休教師在85年一

月底前任職之年資，依法仍享有年息18﹪之優惠利率，您認為呢？ 

　□沒有必要調整        

　□以200萬元為上限，仍享有18﹪之優惠存款利率 

　□逐年調降為現行利率之兩倍，但不得低於5﹪  

　□其他（請敘明）                                          

　所謂「五五優退專案」，即目前年滿五十五歲自願提前退休之教師，

可獲一次加發五個基數之一次退休金。您認為此種專案合理嗎？ 

　□非常合理　□合理　□沒有意見 　□不合理 　□非常不合理 

　您認為高中職校教師在幾歲退休對學校教育最為合適？ 

　□50歲  　□55歲  　□60歲  　□65歲   

  原因為：                                                    

　在人生規劃中，您認為幾歲退休最為理想？ 

　□50歲  　□55歲  　□60歲  　□65歲   

                          【請翻次頁續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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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高中職校教師提前退休原因之意見調查 
請問您決定或考慮提前退休的原因有哪些？ 

　個人身心因素【可複選】 
　□很多同事、朋友都退休         　□生涯規劃另有他就 

　□覺得工作沒有意義             　□健康狀況不佳 

　□教學意願低落                 　□其他（請敘明）                    

　家庭經濟因素【可複選】 

　□預期退休後經濟需求不虞匱乏   　□家中有人需要照顧 

　□因為配偶已退休或即將退休     　□不需工作仍可支領薪水 

　□其他（請敘明）                                                   

　工作環境因素【可複選】 

　□社會價值觀念的改變           　□師生關係的淡薄 

  　□學生難以管教                 　□工作壓力太大 

　□校園溫馨氣氛的消退           　□其他（請敘明）         

　教育政策因素【可複選】 
　□對教育改革無所適從           　□高職逐漸萎縮及轉型 

　□擔憂高中職回歸地方後退休不易 　□教師進修的要求 

　□其他（請敘明）                                                    

　退休制度因素【可複選】 

　□擔心國家財政更為惡化         　□擔心18﹪優惠利率調降 

　□擔心支領月退休金的年齡延後   　□擔心五五優退專案取消 

　□其他（請敘明）                                                    

　其他因素（請敘明）                                               

　請就上述六項退休因素，按照您決定或考慮的重要優先順序由1—6
排列；最重要的因素為1，其次為2、3、4、5、6，將號碼填在該因

素前之（）內。 

        （   ）個人身心因素                 

（   ）家庭經濟因素 

        （   ）工作環境因素                 

（   ）教育政策因素                           

（   ）退休制度因素 

（   ）其他因素（請敘明）                    

 

 

   【請翻次頁續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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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高中職校教師大量退休之影響意見調查 
　考試院提案規劃「展期退休金制度」方案；即年滿五十五歲方可支

領月退休金，以後每三年延長一歲，十五年後，年滿六十歲方可支

領月退休金。您認為如果實施這個方案對教師退休的影響如何？ 

　□大量加速教師申請退休       　□少數教師申請退休    

　□沒有影響                   　□稍微減緩教師申請退休   

　□大幅減緩教師申請退休 

　「五五優退專案」如果宣佈取消，您認為對教師退休的影響如何？ 

　□大量加速教師申請退休       　□少數教師申請退休    

　□沒有影響                   　□稍微減緩教師申請退休   

　□大幅減緩教師申請退休 

　國立高中職校若回歸地方政府，您認為對教師退休的影響如何？ 

　□大量加速教師申請退休       　□少數教師申請退休    

　□沒有影響                   　□稍微減緩教師申請退休   

　□大幅減緩教師申請退休 

　大量教師申請退休，可以促進學校人事新陳代謝，提昇教學品質。 

　□非常同意 　□同意 　□沒有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原因為：                                                    

　面對教師大量退休，政府需支付龐大的退休金，會影響國家整體經

濟、擠壓教育資源。  

　□非常同意 　□同意 　□沒有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原因為：                                                    

　教師大量退休會造成菁英教師提早退休，影響教育改革成效。 

　□非常同意 　□同意 　□沒有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原因為：                                                    

　教師大量退休會造成學校缺乏經驗傳承，新進教師成長遲緩、產生

斷層問題。 

　□非常同意 　□同意 　□沒有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原因為：                                                    

　目前經濟不景氣、國家財政困窘下，凸顯退休教師所得優渥，會造

成社會人心不平。 

　□非常同意 　□同意 　□沒有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原因為：                                                    

 

【請翻次頁續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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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高中職校教師大量退休改善措施之意見調查 
　緩和教師大量退休，教育行政機關可採行的策略有哪些？【可複選】            

　□審慎教育改革，要有周延的配套措施   

　□檢討退休相關問題配套措施的研訂     

　□採納教師對於退休相關議題之建議     

　□高中職校仍然隸屬國立    

　□提早調查，編足經費，因應教師退休需求 

　□重新考量五五優退專案之存廢問題 

  　□充分提供教師在職進修機會 

　□維持年息18﹪優惠存款利率不變 

　□合理訂定教師退休年齡的標準 

　其他（請敘明）                                                    

　緩和教師大量退休，學校行政單位可採行的策略有哪些？【可複選】 

　□宣揚尊師重道的優良傳統，鼓舞教師士氣 

　□各項改進措施之推動，宜先宣導並與教師多加溝通 

　□教師聘約詳列有關教師權益之法令規定 

　□尊崇資深優良教師，提昇專業尊嚴，鼓勵儘後退休 

　□人事單位配合法令更迭，經常提供現行退休相關規定諮詢 

　□其他（請敘明）                                                   

　緩和教師大量退休，您對在職教師給他們哪些建議？【可複選】  

　□調整心態，積極樂觀，面對教育變革 

　□妥善擬定生涯規劃 

　□澈底了解教育改革內涵，平常心面對工作 

　□積極配合瞭解政府制定退休法令之目的與內容 

　□因應學校需求，進修第二專長 

　□進修碩、博士學位 

　□其他（請敘明）                                                    

　您認為教師這項職業，在您心目中屬於那種等級？ 

　□最好  　□不錯  　□普通  　□不好  　□非常不好 

原因為：                                                               

　您對現行學校教師退休制度，若有其他意見，請敘明於下： 

                          

                                                                    

                                                                    

辛苦您了！並請您儘快將此問卷寄出，再次謝謝您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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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公立高中職校教師提前退休問題調查問卷 

        各題「其他」欄與開放式問題回答紀錄 

（紀錄說明：「：」前之數字為問卷回收後之編號代碼） 

 

第二題 您對退休制度的看法如何？ 

031：退休後的保障，應維持當時退休制度的應有權益，不該隨時變動或依新政府  

變動有損權益。 

061：可以使在職教師安心工作，使退休老師能有安定的生活。 

118：僱傭契約的一部份。 

201：籠絡知識份子與政府建立互利安定的關係。 

 

第四題  選擇退休金領取方式時，您主要考慮的因素為何？ 

001：個人及家庭財務調度。 

029：使能維持日常基本生活。 

037：懶得理財。 

060：年老生活保障。 

087：通貨膨脹考量。 

095：生活保障。 

115：保障退休後生活的保險。 

155：個人生活的保障。 

188：維持退休後生活。 

200：生活安定。 

228：老年生活有安定收入，能生活有尊嚴。 

242：政府政策搖擺不定。 

 

第五題  自民國85年實施退撫新制後之任職年資，核給之一次退休

金、公保養老給付，均不得再辦理「優惠存款」；而目前退休

教師在85年一月底前任職之年資，依法仍享有年息18﹪之

優惠利率，您認為呢？ 

022：沒有必要調整-一次退休者，仍保持原享有年息18%之優惠利率，不受200萬

元為上限之規定。 

059：民國50年--60年，退休人員因薪水低，只領20萬元退休金（當時利率1分

4厘）政府為了資金運用，不發退休金，給予1分8厘之利息，現今違約要調

降，是否也可以歸還20萬元改領月退休金呢？ 

064：以150萬元為上限，仍享18%之優存利率。 

170：其實政府已逐年在削減公務人員之退撫制度，調整與否已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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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應依市場狀況調整，不該獨厚公教人員，對勞工而言極不公平。 

 

第七題  您認為高中職校教師在幾歲退休對學校教育最為合適？ 

004：（50歲） 教學經驗豐富，健康情況尚佳，此時退休可調適退休後生活方式，

想改變生涯，尚有可為。 

042：（60歲） 視個人健康而定，身心健康者可持續教學到60歲；55歲退休也可

做人生第二次規劃。 

051：（60歲） 可充分發揮人力資源之效能。 

052 ：（50--55歲） 工作自由、疲倦。 

053 ：（50歲） 利用餘生，再做奉獻。 

056 ：（55歲） 加速新陳代謝速度，增強教育團隊陣容。 

058：（55歲） 人事機能更新。 

059 ：（50歲） 教育人員用30年前所學來教育後代，能被新生代孩子所接受嗎？

被老頭子教，真倒楣，我高中時期被湖南省籍60歲老師教國文，我幾乎聽不懂

他教什麼？所以應該加速退休，請年輕老師來教。否則我已教到學生的兒子及

女兒。 

060：（55歲） 個人意願與個別差異。 

061：（50歲） 可以讓年輕人發揮，有工作的機會，而不會走上歧途。 

064：（50-55歲） 教書太久會像金屬疲乏或彈性疲乏。 

065：（55歲） 適當，55歲之後體力不能負荷，對學校工作較不能勝任。 

078：（55歲） 公、私兩宜，合乎人類追求生命價值的考量。 

080視個人體力、能力，看是否仍為學生所需要。 

081：（55歲） 看他個人，對工作之負責，也有混日子的教師。 

085：（55歲） 汰舊換新。 

092：視個人身心狀態做決定。 

095：因人而異，以工作不成為負擔為原則，50~60歲間。 

097：（55歲） 專業知識的創新。 

099：（60歲） 社會變遷大，價值觀念不同，在認知有很大距離。 

153：（50歲） 仍可開拓第二春；若不能則於60歲退。 

157：（55歲） 所耗體力，不能和坐辦公桌的公務人員相比，以及上班時間和對學

生付出的壓力。 

159：（50歲） 體力鬥志到50歲後會走下坡。 

160：（45歲） 教20年，若不與時俱進，就成老賊了，可以退矣。 

167：（55歲） 太老不易與學生溝通(當然要靠人格經驗補救部分)。 

188：（60歲） 退休要配合個人生涯規劃。 

193：（55歲） 服務已30年以上，對得起社會。 

194：（60歲） 兼顧教學經驗與體力。 

199：（55歲） 30~55是生、心理最成熟，經驗最值得為社會貢獻的時候，55歲後

經濟基礎穩固，且尚有體力去完成未完成的心願。 

201：（50歲） 時代進步快速，教育人員尤需有能力、活力的青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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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50歲） 身心狀態及教學經驗皆達傳承交棒之臨界點(一般正常人)。 

209：（55歲） 個人生涯規劃的新階段開始。 

211：（50歲） 加速人事機能更新。 

223：（60歲） 年資有經驗上的價值，值得尊重。 

231：（55歲） 學校可僱用較年輕的老師，帶動更好更活潑的教學。 

243：（50歲） 可以讓年輕老師帶給學生新的資訊。 

 

第八題  在人生規劃中，您認為幾歲退休最為理想？ 

001：因人而異。 

024：（60歲） 60歲前各層面經驗集於一身，有助教學校教育發展功能。 

036：（60歲） 視健康狀況而定，但不超過65歲。 

111：（55歲） 一般而言55歲以前，無論體力、思想、記憶，均能維持良好狀態，

此時退休應是為教育生涯劃下完美句點。 

122：（60歲） 要視經驗、熱情與體力配合程度。 

135：沒意見，因人而異。 

142：視自己身體健康狀況而定。 

144：（70歲） 因人而異，只要熱情不減，應可申請延退。 

146：（50歲） 年輕化。 

148：（65歲） 根據個人身體狀況。 

217：(65歲)  視健康情況而定，因人而異。 

 

第九題  請問您決定或考慮提前退休的原因有哪些？（個人身心因素） 

001：同一環境工作太久，擔心老化。 

009：政府政策不確定，沒有安全感。 

022：維持人事機能更新。 

025：讓年輕人有實現理想機會。 

031：再進修、再創作。 

036：讓給新進者。 

047：年輕時一直為生活而繁忙，趁者身體還健康，過幾年無憂無慮的生活吧！與

退休制度無關。 

050：老鳥欺壓菜鳥，自尊受損。 

059：工作環境差，影響健康。 

115：教育環境的不適應。 

140：教滿30年，也該休息了。 

152：新陳代謝。 

155：怕制度改變。 

164：授課時數居高不下，體力難以負荷。 

165：教育政策紊亂，教學環境變差。 

167：空出職位，降低失業率。 

177：安享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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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 

201：預見學生難以消化改制後的課程，教下去只是徒勞而已。 

202：中小學教育須年輕、觀念新的教師。 

228：教育改革令人難以接受。 

234：只是想退休。 

 

第十題  請問您決定或考慮提前退休的原因有哪些？（家庭經濟因素） 

050：學校、家庭兩頭奔忙。 

059：因年輕人（自己學生畢業）找不到工作，把機會讓給他們他們，用活潑可愛

的教學方式來教育新生代。 

062：新陳代謝。 

095：安排做自己喜歡又有意義的事，留部分時間給家人。 

118：可與家人相聚。 

160：不想耍老把戲，想做其他事(新工作不領薪) 。 

167：多陪伴家人。 

211：退休政策搖擺。 

 

第十一題  請問您決定或考慮提前退休的原因有哪些？（工作環境因

素） 

022：校園倫理低落。 

036：領導者領導方式不能適應。 

050：行政工作勞逸不均，且獎懲不公，影響士氣。 

101：世代交替。 

115：工作環境愈來愈無法適應。 

118：沒有，教育工作本身很愉快。 

140：與學生年齡差距太大了！ 

144：沒有成就感。 

153：同一工作做太久，有無力感。 

155：該離開的時候了。 

160：老了，意願低。 

191：小孩均已長大成人。 

196：學生之求學速食化，教師社會地位沉淪，尊嚴受創。 

201：不擅於逼學生走沒有希望的路~看不到學生的未來。 

211：商科縮編、學生不用功、程度低，欲轉型綜高。 

218：學生倫理很差。 

222：兼任行政職務、工作繁瑣。 

 

第十二題  請問您決定或考慮提前退休的原因有哪些？（教育政策因

素） 

004：課程變動，未能配合師資專長訓練，倉促實施，未有良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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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教育政策搖擺不定。 

042：教育政策也是種挑戰，教師須不斷進修、更新教學才是上策。 

050：不太適應電腦化諸多措施。 

057：沒有考慮到政策因素。 

059 ：教育改革應先徵求基層教師改革意見，教師要先受訓及參訪教材教法後才進

行改革。 

071：從事志工，可尋得另類成長。 

080：一綱多本的教科書，百家爭鳴，良莠不齊，教學品質變差。 

099：本人是國文科教師，無上述因素。 

110：不認同現行的教育制度與政策。 

118：教育工作的理念無法充分實現，教育評鑑，人員任用制度不佳。 

144：教師沒有適當的評鑑。 

149：教育政策動盪多變，造成教育環境不安定。 

167：本人想再進修博士學位。 

196：不考慮。 

217：回歸地方，沒有榮譽感與安全感，就算地方民意代表也可干預學校，行政層

次走下坡。 

223：沒有品管，不求上進的教育政策，令我難以忍受。 

228：學分留級制，使學生不注意選修課程，重補修制度，流於形式，學生不再肯

用功讀書。 

 

第十三題  請問您決定或考慮提前退休的原因有哪些？（退休制度因

素） 

004：健康欠佳，無法等待延後退休年齡。 

042：退休制度應以保障退休之後生活無匱乏為主。 

057：沒有考慮到制度因素。 

061：可以專心讀書。 

080：擔任教職需有自知之明，急流勇退。時代在變，知識日新月異，不適任的年

長教師，要及時退休。 

095：教師地位式微。 

107：本人退休與退休制度是全無關。 

118：目前的退休制度對有能力且身體健康者，愈早退愈好。 

144：熱愛工作，所以不會提前退休。 

159：無關制度，只關心態。 

 

第十四題  請問您決定或考慮提前退休的原因有哪些？（其他因素） 

011：可促進新陳代謝。 

029：甚多謠言，人心浮動。 

057：自己學歷問題。 

092：就怕改歸地方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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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7：讓年輕有志從事教育工作者有機會就業。 

107：兒女皆成長。 

124：政策游移，令人不安。 

140：身體不如以前，學生學習態度也改變。 

157：政策朝令夕改。 

159：到了50歲，可以為自己而活了。 

160：想和家人多聚一聚。 

170：辛苦工作30年，也應對自己晚年有妥善之生涯規劃，不應死在工作崗位上。 

201：課程意識形態明顯，失去客觀陳述事實的立場，為台灣人感到悲哀，尤其台

史流於偏狹，失去兼容並蓄的胸襟，去精華、揚糟粕，不願意帶給學生那樣的

史觀。 

242：政策搖擺不定。 

 

第十五題  上述六項退休因素的重要優先順序（其他因素） 

002：生涯規劃。 

011：可促進新陳代謝。 

028：生涯規劃考量。 

029：社會已無公平正義。 

059：因本人教化學，實驗室設備仍不夠完善，學生實驗有毒氣體難免流溢出，對

健康影響很大。 

080：教滿30年，是個美好句點。 

095：受尊重程度。 

108：純粹為家中有人需要照顧。 

114：學生素質因素。 

124：政策游移，令人不安。 

144：自我實現時。 

153：生涯另有規劃。 

170：社會變遷太快因素。 

191：做自己想做的事。 

230：社會的變化。 

 

第十九題  大量教師申請退休，可以促進學校人事新陳代謝，提昇教

學品質。 

019：（同意）民主時代，凡符合規定，想退的退，想教的教，自然提昇教師品質。 

023：（不同意）老、中、青三代共存，促進薪火相傳。 

024：（不同意）教學品質與教師年齡無絕對關係。 

030：（沒有意見）未必提昇教學品質。 

031：（不同意）新人教學經驗不比老人，年輕未必提昇教學品質。 

041：（同意）職業倦怠。 

043：（不同意）經驗豐富，且耐心、毅力、愛心十足的中年教師流失，真是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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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7：（不同意）e時代的年青教師，或許會提昇教學品質，但大量人事新陳代謝，

未必是個好現象。 

050：（不同意）教學多年，學驗俱豐的教師紛紛提早退休，對教學品質有負面影響。 

052：（非常不同意）資深教師具有傳承作用。 

053：（同意）注入新血。 

066：（不同意）缺少資深優良教師來帶領年輕資淺的教師。 

067：（不同意）可促進人事新陳代謝，但品質反會下降(短期需大量教師)。 

075：（同意）年輕教師與學生年齡差距小，教學熱忱高度，受學生歡迎。 

076：（不同意）不見得提昇品質。 

080：（同意）真正優質的良心教育工作者不多。 

081：（非常同意）未必提昇教學品質，年紀經驗是漸進的。 

092：（不同意）可促進新陳代謝，但不見得會提昇教學品質。 

095：（不同意）提昇教學品質，仍需資深教師之經驗傳承。 

096：（不同意）也許可加速人事代謝，未必對教學品質有正面影響。 

097：（同意）可促進人事新陳代謝，但未必提昇教學品質。 

099：（不同意）青黃不接，不易達到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效果及傳承。 

101：（不同意）新陳代謝可以，提昇教學品質未必。 

111：（不同意）依傳道、授業、解感之教育宗旨，應為弊多於利。 

114：（同意）增加就業機會。 

128：（不同意）經驗也是重要一環。 

135：（不同意）教學品質和人事新陳代謝相關不大。 

142：（不同意）堅守崗位的專任人員減少；也可能會有劣幣驅逐良幣的狀況。 

144：（同意）教師的年齡下降，對教學的品質的提升，較有可能調整改進。 

148：（同意）新進教師一年比一年優秀。 

149：（非常不同意）可以促進學校人事新陳代謝，但不一定提昇教學品質。 

150：（不同意）經驗的傳承會發生問題，產生斷層。 

157：（同意）新陳代謝。 

159：（同意）體力不支，畢竟影響教學。 

160：（同意）傳授新知，需要新血輪。 

167：（沒有意見）有提昇、有下降。 

170：（非常不同意） 教育傳承有其重要經驗傳遞的意義，大量退休將造成空窗期

教育環境。 

171：（不同意）經驗不是書本上可知，需日月累積。 

176：（不同意）由奢入儉難。 

184：（非常不同意）文史科教師教得越久，功力越深厚。 

187：（不同意）新任教師的敬業精神不佳。 

188：（沒有意見）新舊各有利弊得失。 

191：（不同意）新進教師歷練不夠，無法在短時間內達成教育目標。 

192：（不同意）可促進人事新陳代謝，但不一定能提昇教學品質。 

193：（不同意）代謝有之，提升教學品質則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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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不同意） 教學經驗是提昇教學品質的最重要因素。 

195：（不同意） 浪費人力、教育資源。 

197：（不同意） 教學經驗傳承中斷。 

199：（不同意） 申請退休教師，非全然體弱多病或教學能力不足者，而新進者在

經驗方面可能有待琢磨。 

200：（同意） 年輕人有精力。 

201：(同意)  年滿五十的教師，雖有經驗，但多流於油滑，教學上缺乏熱誠活力，

甚至得過且過，倚老賣老。 

202：(不同意)  教學認真及會班級管理經營的好教師退休，影響教育品質。 

211：(不同意)  未必提昇教學品質。 

216：(不同意)  新進教師未必優於退休教師。 

218：(不同意)  教學經驗很重要。 

222：（同意） 是可促進人事新陳代謝，但未必真能提昇教學品質。 

224：(同意)  原則同意，但對提昇教學品質則未必認同！ 

228：(沒有意見)  新舊老師皆有良莠不齊現象，但學生較歡迎年輕老師。 

235：(同意)  不一定提昇教學品質。 

236：(同意)  大致上同意，可以促進人事新陳代謝，但能否提昇教學品質則不一

定。 

 

第二十題  面對教師大量退休，政府需支付龐大的退休金，會影響國

家整體經濟、擠壓教育資源。  

004：(不同意)  國家總體經濟問題不單是教育部分，有太多問題值得探討。 

019：(不同意)  退休制度行之數十年應不是問題，可見現存的政府比以前國民政

府更無能。 

022：(不同意)  政府本應編列退休教育人事費。 

029：(非常不同意)  退休制度應有整體經濟規劃準備。 

042：(不同意)  教學工作須要教師之教學熱誠與經驗，有熱誠沒有經驗，或有經

驗沒有熱誠，皆是教學上之障礙。 

061：(不同意)  可以給年輕人有就業的機會。 

066：(沒有意見)  國家財政問題，無能表示。 

067：(不同意)  1.短期或有影響 2.長期而言年輕教師薪資較低 3.目前教師自己

有提供部份退休金。 

072：(非常不同意)  政府應有責任，提昇國家整體經濟。 

080：(不同意)  政府浪費在其他方面的錢更多。 

092：(不同意)  其他公務人員也會有退休問題。 

095：(沒有意見)  政府可依財力，依教師狀況排定先後順序即無擠壓。 

101：(不同意)  政府應該提昇經濟能力。 

110：(不同意)  退休金原本就應該編列在教育預算之內，故影響雖有，但應該不

大。 

114：(同意)  政府須多支付一分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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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同意)  支付退休金增加政府負擔。 

157：(沒有意見)  政府要好好檢討，為何會有退休潮。 

159：(不同意)  又沒有一次拿全退，不過是逐月拿錢而已。 

167：(沒有意見)  去高薪、來低薪。 

176：(不同意)  仍為國家資源。 

184：(非常不同意)  國家整體經濟長期被國防、外交、經費擠壓。 

187：(不同意)  政府在其他方面的浪費更大，如呂秀蓮官邸、文建會辦公室。 

188：(同意)  未屆齡提早退休，讓政府承擔更多的人事費用。 

191：(不同意)  因退休金本屬人事費用，與教育資源經費無關。 

192：(不同意)  影響國家整體經濟、擠壓教育資源的原因，是政府經濟政策失敗。 

193：(不同意)  原本就在教育法令允許範圍。 

197：(不同意)  影響有限，因商業而貸款大陸台商的錢太多了。 

199：(同意)   (1)龐大退休金的編列支付。(2)中年教師退休，可能造成經驗傳承

的斷層。 

 

第二十一題  教師大量退休會造成菁英教師提早退休，影響教育改革

成效。 

004：(不同意)  教育改革應對症下藥，且應訓練教師個個為菁英。 

019：(不同意)  台灣經濟嚴重衰退，碩士、博士沒有工作的一堆，應可遞補，不

致影響教育改革成效，教師愈年輕愈好。 

029：(非常不同意)  教育改革無效，制度搖擺不定，令人失去信心。 

040：(沒有意見)  各科別自有領域難以評量。 

042：(不同意)  教育改革的對象是學生，只要教師配合政策，推行研究創新教學

或組研究小組皆是可行之方式。 

043：(不同意)  教改和大量退休與否無間接關係，那是政爭問題，教師無力可回

天。 

052：(非常同意)  政策搖擺，沒人願為傳承作維護工作。 

053：(不同意)  大量教師退休已經解決部分失業問題。 

056：(非常不同意)  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佛曰：能捨才能得。 

058：(不同意)  新陳代謝，才能提高菁英教育工作。 

066：(同意)  國家財政問題，無能表示。 

067：(不同意)  1.退休者不一定皆為菁英者 2.新進教師的新觀念，新技巧更佳。 

080：(不同意)  長江後浪推前浪。 

092：(不同意)  還是有菁英留在學校，而且退休的也不見得是菁英。 

096：(同意)  品德教育，可能江河日下。 

110：(不同意)  視教師個人之素質，有無責任感而定。 

144：(不同意)  如果有熱誠，教師才能因不斷地改進而享受工作的成就和樂趣。 

148：(不同意)  新進教師非常優秀。 

157：(非常同意)  很多年輕老師敬業精神不夠。 

159：(不同意)  年紀到了就該換人，年輕人畢竟熱力四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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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不同意)  教改要新一代來主導。 

167：(沒有意見)  也淘汰了不適任教師。 

170：(非常同意)  教育工作非公務人員靜態辦公，應付多變的學生，經驗與體力

實為教育成功之要素。 

176：(不同意)  改革未有成效，亂！ 

184：(非常同意)  專業精神、閱歷經驗是無價之寶。 

187：(非常不同意)  教育改革本身已乏善可陳。 

188：(不同意)  退休老師不見得一定支持沒有目標、沒有理想的教改。 

191：(非常同意)  到55歲退休老師，都有三十年以上教育經驗。 

192：(同意)  50歲左右是教學經驗最成熟的階段，家庭負擔已漸減輕，正可全力

從事教學工作的時候。 

193：(同意)  30年經驗是教育資產。 

194：(沒有意見)  教育改革是福是禍？尚無定論，甚至大都存質疑態度。 

199：(同意)  退休教師當中，有部分人士頗具教育遠見，但已失去舞台，在教育

改革上是一大錯失。 

200：(同意)  在尚是中壯年即退休，會影響教改成效。 

 

第二十二題  教師大量退休會造成學校缺乏經驗傳承，新進教師成長

遲緩、產生斷層問題。 

004：(不同意)  教師有能力各自成長，且進修環境較以往多元且便利。 

024：(同意)  須視各區域環境結構而定。 

029：(非常不同意)  師資正當培養運用有效，應無經驗傳承問題。 

055：(不同意)  新一代有新的觀念及作風。 

056：(非常不同意)  科學發達，教材教具一日數變，舊經驗無法經得起時代考驗。 

059：(不同意)  23歲出來教書，經過5年磨練及與年長6歲(30歲左右)老師學習

後已足夠擔當大任，任資優班導師，本人退休前6年已培養新秀，接任資優班

導師，何來斷層？ 

066：(同意)  有可能。國家財政問題，無能表示。 

067：(不同意)  總有熱心、意願高的資深教師。 

080：(不同意)  現在虛心接受傳承的新進教師不多。 

092：(不同意)  因為任何老師在學校要25年足夠傳承。 

114：(同意)  但也可讓新進教師有磨練的機會。 

144：(不同意)  有弊必有利，有些人因為經驗成就感少，反而會更加用功努力改

善自己的工作。反之倚老賣老，自作聰明而閉門造車，那更麻煩。 

148：(不同意)  教師奉獻一身所得，較為優渥，理所當然。 

159：(不同意)  沒這麼嚴重啦！年輕人的那一套也是生機盎然的。 

160：(不同意)  有中壯一代可以傳承給新生代。 

164：(不同意)  新進教師價值觀不同，自主性強。 

176：(不同意)  年輕人自主性高。 

184：(非常同意)  專業精神、閱歷經驗是無價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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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不同意)  新進教師與資深教師價值觀迥異，本就很難接受資深教師之行事

風格。 

191：(非常同意)  新進教師歷練不夠，無法有效教學。 

193：(同意)  自然如是。 

199：(同意)  教師資歷15~25年是最具經驗，在顛峰狀態，抽身隱退，在經驗的

傳承上有斷層之憾。 

200：(不同意)  與個別教師教學意願、毅力有關。 

201：(不同意)  學校主力在三、四十歲的老師，是新進教師學習的對象，而非與

時代逐漸脫節的五十歲以上的老師。 

211：(同意)  新進教師缺乏更多的觀摩和歷練。 

228：(沒有意見)  新教師主觀意識強，於年長教師常有杯葛態度，協調有困難。 

 

第二十三題  目前經濟不景氣、國家財政困窘下，凸顯退休教師所得

優渥，會造成社會人心不平。 

004：(不同意)  國家財政困窘原因複雜，不能單一歸因於此。 

019：(不同意)  所得優渥的工作太多了，但卻有種種限制、社會人心不平？你去

爭取啊？有什麼不平，我想幹總統呢！ 

021：(不同意)  退休制度非僅教師獨享、軍人、公務員呢？且國營事業單位平時

薪水皆高於軍公教人員。 

022：(不同意)  目前經濟不景氣是全球性風暴，屬過渡時期，建議政府積極打擊

經濟罪犯。 

023：(不同意)  目前社會就業不易，失業人數增多，多少會受注目，造成不平，

若經濟改善、就業率增多，社會制度健全，就不存在消弭。 

024：(不同意)  1.早年教師薪資微薄且調薪速度遲緩，豈能與一般工商人士相比。

但多數教師仍無怨尤，完全依循制度走過來，如此長年之苦誰能知之2.欲彌不

平，須訂定更合理，合人性而歷久不變的退休制度。 

029：(非常不同意)  教師辛苦教學，要求教師條件甚苛，理應給予退休生活保障。 

037：(不同意)  因18%優惠已於84年為新制所取代，往後教師所得已與社會一般

大眾退休金並無二致。 

041：(沒有意見)  遠景是自我評估，今日優渥，昔之菲薄也。 

043：(不同意)  默默付出，一直是老師最佳的寫照！目前可退休的老師前一、二

十年的待遇並不佳，這是外人所不知的，多少人在60、70年代不願加入老師的

行列。 

047：(不同意)  與政府人員相比還差得遠呢！只是一般社會人士缺乏資訊，無從

比較。教師奉獻一生的時光，連假日在家要改作業、家庭訪問。在六、七十年

代，老師工作是一般人看不起，正所謂「百無一用是書生」這句話的宗旨。 

052：(非常不同意)  社會菁英應為後代做傳承工作，即使財政困窘，亦應維護教

育工作，其終究是百年樹人之基，那可以利為考量。 

055：(不同意)  在國家經濟蓬勃發展的那二、三十年中，他們已長期承受了孤單

與寂寞，默默地付出，如今的所得與過去那二、三十年中相較，並不算優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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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眾人的荷包減；若眾人有不平的心理，那他們何不想想，在那個飛揚的年

代裡，他們是如何卑視教師的薪水的！ 

056：(非常同意)  教師一生清廉，無貪污機會，若無合理照顧，教學水準定必低

落。 

059：(不同意)  國家財政困難，政府應該少請些只領薪水的秘書或應酬人員，政

府官員應少出國，同時應該由上到下減薪，包括總統(減薪30%)、立委(減薪20%)

公教人員(減薪10%、)(包括退休人員)以渡過難關。 

061：(非常不同意)  當初我第一次領薪水是只有兩千多元，又為教育付出青春、

健康，國家給我們的退休金，是使我們老了有安定生活，也可使在校的老師們

心安，更能使社會安定。國家財政困窘是大財團把錢拿走，所留的債要我們辛

苦一輩子，連這安老的退休金，被這些糊塗的人說是造成社會人心不平。國家

應該把財團欠國家的錢追討回來，國家就會很有錢了。 

065：(沒有意見)  非教師之罪，經濟景氣，教員之待遇菲薄，絕大多數老師並無

心中之不平。 

066：(同意)  對18%利息不滿。 

067：(不同意)  教師工作只是較穩定，但不一定高薪。 

072：(不同意)  30年前，人稱「窮教員」，無人願當教師，而令財政困窘，是政

府的責任，社會人心不平，政府應有責任向社會大眾解說清楚，免得讓退休人

員(教師)受冤屈，揹黑鍋。教師教育青少年，為未來國家棟樑，政府及社會大

眾，應尊重「百年樹人」之教師。當經濟繁榮時，從未有人認為教師所得優渥，

而今社會人心不平，300%是政府的責任，故政府應努力提振經濟，而不是推卸

責任。少點「紙上談兵」，多些「實際行動」。 

075：(同意)  嫉妒。退休教師勿驕傲，愛現。 

077：(不同意)  公私立在職人員退休均有退休金，如對照大學同班同學，服務於

私人機關，均位居高階經理，退休金更高。景氣時，工人薪資比教師還高，又

有誰說不公呢？教師給人太優渥的原因有二：1 國教人員免稅 2 退休金18%利

率，宜檢討改進。 

080：(不同意)  教師長期投注在同一工作(至少25年以上)的基本生活保障，社會

不該有不合情理的不平。 

092：(不同意)  不景氣才二年，而老師在二、三十年前忍受了一、二十年的低所

得。 

095：(同意)  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原本相同，一天都吃七個；公教退休後之保

障，願按早期之低薪即朝三暮四，事業單位員工選早期高薪，沒有18%之保障，

即朝四暮三；故凸顯此問題者，旨在分化、造成對立。 

096：(同意)  見不得人好，比爛。 

097：(不同意)  退休政策的訂定，不可隨便消除，可做適當修改(如18%優惠利率) 

110：(同意)  嫉妒心。 

111：(非常不同意)  職業選擇本來就各憑本事，各依志趣自己選擇，既是經由公

平競爭，自己選擇，何來不平？ 

114：(同意)  失業人口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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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非常不同意)  相較於其他廣義的公務員，教師的退休所得稍微偏低。 

119：(沒有意見)  過去教師待遇太低，為何社會大眾不為教師不平？ 

126：(非常不同意)  退休公務員、政務官何如？ 

140：(不同意)  國家本來就該盡此責任。 

144：(不同意) 

 （1）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天下沒有白吃的宴席。 

（2）它是良心的事業，即使騙得了別人(學校和學生、同事)就是騙不了自己。 

（3）退休金只是物質層面，即使領得再多，幾十年的工作態度，只是低空飛過、

濛混過關，倒頭來還是會感落寞空虛的。 

150：(不同意)  經濟景氣時，並凸顯教師所得不是優渥。 

157：(同意)  社會福利未健全，整體教育環境變化。 

159：(不同意)  部長、總統、工商界人員的退休金不是更優渥？每個人因年輕時

有多少努力，退休就得多少代價，不平什麼？不平？那就來當老師呀！好什麼？

年輕時不當老師，年紀老大了，才不平他人的退休待遇，不平什麼？ 

167：(不同意)  這是政客誤導，媒體亂講造成的錯誤印象。 

170：(不同意)  當經濟起飛，社會金錢遊戲充斥時，為何沒人想想教師教育學生

之辛勞，現在經濟惡化就認為教師是最大受益者，成為眾矢之的的待罪羔羊，

這無非是政黨惡鬥下的結果，如果教師均放棄教育之良心與責任，那十年後社

會將自然崩盤。 

179：(非常不同意)  經濟景氣時，這些人一直默默堅守崗位，為何不提？ 

184：(非常不同意)  所謂「所得優渥」應視為補償當年低賤的待遇。 

187：(不同意)  退休所得乃長期工作換得，早期教師待遇甚低，而外界年終獎金

往往數十個月，作何解釋？ 

191：(不同意)  老師以前辛苦的工作待遇與環境，卻沒有人同情與關心。服務三

十年僅有此待遇，亦是應該的。 

192：(同意)  在政客們(甚至是執政者)的刻意強調下，對這種「人心不平」的階

級對立意識有增強效果。 

193：(不同意)  這是我們應得的報酬；我們既不為升官也不求發財嘛！ 

195：(不同意)  不應將這種因素由退休教師來承擔。 

197：(不同意)  與民營企業的退休總額差距太大了。 

199：(不同意)  退休教師所得部分來自自付退撫基金，政府應做適度宣導，消弭

社會不平衡情緒。 

201：(非常同意)  對中下階層的人而言，是社會資源的剝削與不當的分配，不平

則鳴，那是一定的。 

205：(不同意)  景氣回春時，公教人員之外收入好，可有人為教師叫屈？何況公

教人員是最守法納稅的公民，社會人士沒理由不平。 

211：(不同意)  教師的待遇並非高所得。 

216：(同意)  優秀青年會進入教育界服務。 

223：(不同意)  教師所得優渥，正可鼓勵優秀人才投入教育行列，對下一代教育

有益無害，人心不滿，應該是對那些合格卻魚目混珠，沒有作育英才理念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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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才是。 

225：(不同意)  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工作，也是心靈的導師，權責不同，工作性質

對象不同，所得與心力的付出成正比，並無優渥之感。經濟不景氣是全球性，

但政府也應負責振興經濟才是。 

228：(同意)  三十年前教師屬於收入不佳階層，年輕人嚮往工商企業界；如今經

濟衰退，因而不滿於教師之高收入，其實高收入仍大有人在。 

235：(不同意)  當景氣好時(指數12000)，大家反而不屑當公教人員。 

242：(非常不同意)  經濟不好時，大家看教師待遇好，經濟成長時候，為何不提

教師待遇差？ 

244：(非常不同意)  教師所得的退休金是多年努力應得的。 

 

第二十四題  緩和教師大量退休，教育行政機關可採行的策略有哪

些？ 

029：政府應安定教師信心。 

037：各項退休教師福利，不輕易亂放風聲輕調動。 

041：政策宜肯定明快。 

052：退休要以個人意願為考量，不要以年齡為考量。 

077：政府頒佈五五優退專案，原要促進人事更新，獎勵退休的。 

092：退休年齡應比一般公務人員優待才可，使體力不佳者早日退休，以免影響學

生權益。 

118：由薪給工作條件、退休制度、評鑑制度、升遷制度等全面檢討。 

193：教育部及考試院宜尊重「教師主體性」，立法前多與基層教師溝通。 

200：退休政策不可搖擺不定。 

217：隸屬於國立高中職教師，較有榮譽感。 

 

第二十五題  緩和教師大量退休，學校行政單位可採行的策略有哪

些？ 

021：提昇教師社會地位。 

029：政府政策要穩定連貫，使教師安心教學。 

040：校長的治校學術修養，影響最大。 

041：明快更須明確告知，方能知所遵循。 

052：政策修改前，應給老師長時間考慮並多提供教師進修管道，不要等到要修改

才強制教師進修。 

059：改善學校設備，提供優良工作環境，教師願意再為學校學生服務。 

095：行政主管對資深優良教師之尊重，可帶動風氣影響新進教師和學生。 

118：認真辦學，使教師樂以工作(教學)為職志(教育主管機關與校長們，真心辦學

的不多，搞政治、做官)。 

160：人各有志，何必道德勸說？尊重老師去留的意願！ 

167：請政客少將教師當做代罪羔羊。 

193：勿朝令夕改，或因經濟不景氣就拿教育人員開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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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改進措施之推動宜先宣導，多徵各方意見，集思廣益。 

223：正常的新陳代謝，可保健康，人生要有價值，退休要符合個人生涯規劃，學

校不必給予不必要的干擾。 

 

第二十六題  緩和教師大量退休，您對在職教師給他們哪些建議？ 

029：尊重教師專業，使能專心傳道、授業、解惑。 

040：慎選校長。 

041：不注重教育之政黨，應予唾棄。 

140：自己選擇教職，就需熱愛教學工作。 

160：要退的，多半存著”逃命”、”保值”心態，留下來的是還年輕，所以本問卷三、
四部分前提沒弄對，問了許多不必要的問題。 

170：制度不明，政策混沌，醜化教師，教改亂搞，如何留住人心。 

 

第二十七題  您認為教師這項職業，在您心目中屬於那種等級？ 

004：（最好）可將正確觀念傳承下一代，且教學相長可使自己不斷進修成長。 

029：（非常不好）以前從師範出身，較能專心教育，有教育使命感。而今以教書謀

求生活。 

031：（不錯）人師、言師，推廣教育仍是值得受尊重的工作。 

033：（不錯）適材適用，適性發展，最為理想。 

040：（最好）沒有不好的地方。 

042：（最好）老師的一句話，可教勵學生終生的生活態度，教師是須要不斷追求新

知，才能與教學配合。 

043：（最好）心永遠年輕受尊重，環境單純，一切掌握權在己（教學時）。 

052：（最好）個人屬性較能發揮，不必為老闆性格而改變。 

055：（不錯）有相當時間，可以從事興趣的工作。 

061：（最好）對女孩子來說是最好的。 

065：（最好）比起其他行業，更受尊敬。 

066：（不錯）大多數的人仍尊重教師。 

075：（不錯）教師教導學生，知識技能的傳承，很真摯。 

078：（不錯）應該受到尊重！ 

092：（普通）在政府的誤導下，老師成為代罪的羔羊。 

095：（不錯）真心去關懷學生，仍然是受家長和學生敬重的。 

096：（不錯）收入安定，社會地位中上。 

097：（最好）清高。 

099：（最好）興趣所致。更希望師資培養回歸師範體系(制)。 

109：（不好）家長對教師之不尊重。 

114：（不錯）目前薪水還不錯。 

140：（最好）是我第一志願的選擇，我就會熱愛它。 

144：（最好）最能產生成就感的工作，使自己覺得有用、有價值、而人是因價值而

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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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最好）符合個人志趣。 

148：（最好）因為教師是良心工作。 

152：（普通）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153：（不錯）工作穩定，壓力小，有意義。 

157：（不錯）能教育英才，為社會貢獻點力量，頗能受肯定。 

160：（不錯）安定、溫飽。 

164：（最好）學以致用、實現理想。 

165：（最好）喜歡當老師，以此為樂。 

172：（最好）(1)教學相長(時時吸收新知) (2)瞭解一代代的思想觀念。 

176：（最好）男女平等。 

178：（最好）在經濟不景氣中是最好，但在經濟進步神速時，即有不同觀感。 

183：（最好） 教書是種藝術，若能將它好好發揮、研習，自己和學生兩者皆受益，

造福社會大眾，令自己生活更有意義。 

187：（不錯） 待遇好，但學生學習意願低落，常感力不從心，而萌發提早退休之

念。 

193：（普通）社會已經敵視我們，我們成了不事生產的「米蟲」。 

195：（不錯）能教育下一代是一件快樂的事。 

199：（最好）我喜歡。 

201：（不錯）安定、自由，且有優厚的退休金，有不斷地增長知識與修養的機會。 

211：（最好）建立好的觀念，調整不正確的觀念，是本人的興趣，也較擅長。 

217：（不錯）生活安定，社經地位不錯。 

221：（最好）教育，國之本。 

225：（不錯）1:社會地位與人格的肯定。2:生活穩定，可全心投入教育工作。 

228：（不錯） 環境優美，人事單純，收入穩定，若學生肯接受教導，是一份富挑

戰性的工作。 

230：（最好）對女性來說，是最好的職業。 

234：（最好）教師貢獻社會國家機會很大，對社會國家未來很有益。 

243：（最好）教學相長，樂在其中，無怨無悔。 

 

第二十八題  對現行學校教師退休制度的其他意見： 

004：制度若變更頻繁，反而更令人心惶惶，不如深思熟慮，作一完整且長遠的完

善制度。 

011：退休制度明確，真正能保障教師權益及生活之安定。 

019：退休制度和退休年限隨時更改，對現職的教師造成不安，影響教學，大量加

速教師申請退休；退休制度應更人性化；85年以後已無年息18%的問題，只要

教滿10年、15年、20年的都可自由請退，以便轉換工作，不適任的教師，硬

把他留在學校，教學品質會好嗎？ 

021：1.造成菁英教師及盡責教師提早退休，不適任者尚留學校。 

    2.五五優退為不合理的制度，應即刻廢止 

    3.提昇教師素質教師地位，讓教師有尊嚴，才不會有早退的念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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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維持現行辦法，照顧退休教育人員，只盼政府加速經濟發展。 

024：請政府與各級教育單位、教師代表訂定合理而能長久的退休制度，否則問題

必定年年浮現。 

029：教育部長應是懂得教育的人出任，便能正確領導教育界，而今教育部長的職

務均從「選舉」的眼光安插人員，致使教育改革為「隔靴抓癢」，搖擺而錯誤百

出。 

041：1.廢除五五專案之不合理法令2.退休制度如有改革，應快速明確立法，不宜

常應媒體放話，以致人心惶惶。 

047：我的意見有用嗎？幾十年的教學生涯，對各方面提供不少意見，我平時都是

白紙黑字，只在記錄簿上簽名了事，年復一年過去了，有用嗎？ 

049：中小學教師退休制度應另訂定，即公教分離；因中小學教師教學對象是中小

學生，年齡差距之代溝是自然因素，此與公務人員性質之差異性很大，是宜依

教師行業特性，另實行合理的退休制度。 

052：請尊重教師人格與意願。一生只想為下一代做好工作，不要受社會輿論而成

驚弓之鳥，國家應為教育財務先做好準備，不要受種種限制而影響教師心理，

讓他(她)們能為理想而工作，不要使學校變成為社會之大染缸是幸。 

053：政黨勿介入。 

059：目前退休制度已經很完備，18%優惠利率再經10年，自然就會因教師的往生，

而自然消失，新制是自己繳交的保險費加上政府的幫助，是一個很好的制度，

政府財政困難，應從大家減薪及節流著手，不要再用破壞制度著手，那是不公

平的。 

064：尊重市場機能，該退則退，否則別人(嘴上不敢說)心中會罵你是(老賊)！ 

065：改革要漸進，減少巨大衝擊。 

076：對於退休後再從事有給職工作時，政府應訂法令嚴加禁止，政府不應太寬容

領雙薪之退休人員。 

080：當一位「被學生需要」的老師，才會是一位值得敬重的教師，不幸的是現在

有某些年長的教師，是需要學生來肯定自我價值，「一位不被需要或不與時增進

的不退休老師」是此類問卷可做的另一思考。適時適齡的退休，是學生之福，「退

休制度」的思維，除了放棄金錢等考量外，教師“質”的維持與提昇是最切要

的課題。 

081：1.尊師重道之精神仍有必要，教師節需慶祝與放假。 

   2.多元升學是正確的，但國中之五育成績應計算60%。 

   3.教改應落實，不可太強調本土教育，應重視中華民族教育。 

092：希望在擬定教師退休制度時，能與教師整體協商，不要獨斷專行。 

095：目前之退休福利很好。政府若因財力困窘而有變動，宜逐年緩慢的改變，但

至少能維持在八成薪以上，以保障退休生活(依年資月退金在75%~90%似較公

允)。 

107：教育是長期投資，退休制度不應頻頻變動，以免影響教師心理。 

118：與公務人員的退休制度幾乎沒有二樣，要無法充分配合教育需求。教師超過

55歲，實在不適合再工作了，(除非當不用上課的主任)，請問64歲還有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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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站16小時以上，聲音宏亮地教書嗎？ 

124：審慎研議退休制度之修正，並明確公佈實施內容及時程，以安定人心。 

140：五五退休專案很好！可以讓想退的退，留他下來反而不熱心的教學，且並可

讓年輕人投入教職。 

148：（1）政府應宣導，儘量不要提早退休。 

   （2）政局要穩定。 

   （3）不可任意改變退休政策。 

153：重新考量五五優退，制度變動宜採漸進式，政策未成形不要隨便亂放消息，

不要造成反淘汰。 

160：(1)財政困窘是一切問題癥結所在，退休金太優厚，坐領乾薪愧對社會大眾。

愚意以為，退休金以足夠維生為原則，打個六、七折都無妨，差價可以聘請新

進人員。(2)或許可以採逐年調高領薪成數的方法，如滿五十退休，在55歲前

只能月領若干成，60歲以前再調高幾成，60歲以後才領十成薪，此法可節制擠

退，同時也可活絡人事，有餘財聘新進人員。 

163：(1)請政府搞好經濟，以免人心惶惶搶退。(2)任教滿30應准予退休，以免心

力不濟。(3)軍公教減薪3~5%以共體時艱，長期應調薪與經濟成長率連動。 

165：55歲退休合理，60歲體力與觀念與學生差距太大，恐影響教學品質。 

170：(1)退休制度改變應充分宣導與溝通再實施，非領導人更迭猶如改朝換代。(2)

不同公務所擔任職務責任、健康因素，也有不同，非盲目齊頭，一式看待。(3)

充分的尊重與溝通瞭解，才是促進教育工作者獻身教育原動力。(4)政策有其一

致性與延續性，修正更動是常態，否認一切是變態，變態教育如何教好正常學

生。(5)全人教育非造人工廠，應加強道德品德的人格教育，不祇知識而已。 

175：現行教師退休制度，屆滿25年仍應年滿50歲才能選擇月退，至於服國防役

之職業軍人，則平均服務滿22~3年，約四十餘歲幾乎人人皆可擇領一次或選擇

月退，明顯一國兩制，何以有如此天壤之別？ 

179：教育是百年大計，當政者勿隨意把”教改”當作政治手段，應讓教改有更宏觀
的作為，讓國家未來的真正主人受最妥適的教育。 

183：請學校人事單位，對於教師退休制度的規章詳細資料印發給教師，尤其是服

務年資較久教師，更應隨時有退休資訊，立即傳達，以免即將退休的教師，無

法詳細瞭解，而且自身不時去詢問人事室，仍然沒有詳細自身權益的資料，深

感不解及煩惱，此項服務應盡快為教師處理。 

187：(1)政府宜從各方面支出檢討，不應針對公教人員開刀。(2)教育乃良心事業，

若教師已無教學熱忱，而礙於退休年齡限制，勉強硬撐，受害者將是廣大的學

生群，不是區區退休金所能換得，因此，退休年齡應尊重教師意願。 

191：請教育部及人事行政局在政策確定後，才發表意見或看法，不要三天兩頭向

媒體放出消息，造成教師的困擾與憂心，不能安心工作，只好提早退休了。 

192：退休制度問題不大，真正的影響來自於政府的經濟表現太差。呼籲政府勿以

「口號治國」、「意識型態治國」；腳踏實地的搞好經濟，防止因政府失業浪費公

帑！所有問題都可迎刃而解。 

193：教師退休制度，公務人員退休制度，在制訂時宜多面向考慮，可大可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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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因經濟不景氣就消遣教育人員，侮辱教育人員；尤其教育行政單位在未有既

定決策方向前，不要一天到晚亂放風聲，使人心惶惶。 

200：維持以往的退休制度，安定的政策，才能安定人心 

201：該修定的就快立法，否則人心惶惶，多少會影響在職教師工作情緒。 

211：建立一套合理可行的退休制度，不要隨意更動，方可安定人心。 

213：政府應訂定明確的退休制度，不要朝令夕改，政策搖擺不定，造成人心浮動，

退休潮不斷湧出，有明確的退休制度，教師對自己的生涯規劃會更妥善計劃。 

215：教師是針對”人”的一種職業，當老師無工作意願時，即應同意退休，勉強留
下，易有不適任的問題。 

217：法令不要朝令夕改，引起不確定、不確實、不安定的慌恐心理，考慮我國社

會型態與傳統，他國制度只能作參考，不可整盤套上，形成流弊。 

223：先建立好的制度後，一切順其自然。 

231：對於教學認真、負責的老師在其致力教育而屆退休，應另有一套獎勵制度以

資鼓勵這些教學工作者的用心。 

232：訂定「表現優良教育人員退休獎勵辦法」(以在職期間獲有嘉獎以上獎勵多少

為依據)，於退休時酌予發給獎金獎勵，不但可酬庸表現優異教育人員，亦能鼓

舞教師服務士氣。 

244：國家政策是穩定社會的重要因素，希望政府不要這樣令人心生惶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