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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彈所／潘勤孝

　去年8月看到本所計管組鼓勵同仁參

加桃園縣政府於石門水庫舉辦的2014國

門之都路跑活動的通告，一時興起，當

晚就上網報了初級10K挑戰賽，沒想到

此舉對我接下來的人生起了無比震撼性

的變化。

　生平第一次參加正式的團體路跑賽，

豈可等閒視之，於是利用賽前還有月餘

的時間開始初期的練跑。凡事起頭難，

每晚就在逸園的茶園附近繞圈圈，上氣

不接下氣，汗流浹背，腿酸腳痛，過程

困苦，必須憑著堅強的意志力度過初始

的艱難時期，從1圈(1.8K)終於慢慢進

步到了五圈，學會了規則性的調氣，也

就是一呼一吸之間的節奏配合腳步必須

一致。為了保險起見，賽前一週還到水

庫依比賽路線試跑了一圈才放心。2014

年10月5號當天天色未明，水庫就擠滿

來自全省各地，甚至國外的參賽選手，

很難想像台灣的路跑活動，動輒上萬

人，吸引他們不辭辛勞，半夜搭車北上

的原因到底是甚麼?比賽分42/21/12K三

種級別，與數千同好一起奔跑的感覺新

鮮又刺激，低沉整齊的步伐聲畫破了黎

明的夜空，興奮莫名的情緒掩蓋了所有

的顧慮與耽心，原本擔心體力不濟的狀

況並未發生，應該是賽前不間斷的練習

發揮的功效，但5K以後疲勞襲擊全身，

口乾舌燥汗如雨下，最後靠著不服輸

的意志力奔回了本壘，領到成績證明

後，看見晶片上寫著成績01:17，甲組

6/18，總成績居然在前1/3，帥呆了。

　自此之後信心大增，經劉鈞傑跑友引

介順利加入了本院路跑社，路跑社在現

任鍾社長及黃總幹事帶領下，組織緊

密，分工細膩，提拱了完整全國路跑資

訊與協助報名等貼心服務，更值得一提

的是社內幹部同好人人熱心周到，對新

進社員的指導與幫助總是不遺餘力，加

入本院路跑社的感覺就好比迷途的羊回

到羊圈一般地溫暖與自在。接下來的半

年時間，路跑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除了每日找機會練跑之外，也參

加了5次全國性的半馬賽，每次都有不

同的體驗與收獲。今年3月21日首次挑

戰新竹城市馬成功，從21K激增至42K過

程確實艱困，但並無想像中的可怕，心

理障礙一旦克服，全馬之路豁然而開，

之後八卦山、葫蘆墩、費茲洛、第一屆

台灣都如願完賽。

　多年來減肥屢屢失敗，原本紅字

的BMI值在不知不覺中，體重下降了

10kg，跑掉一身肥肉使得路跑負擔變得

輕省不少，每年冬季困擾的富貴手，因

循環的改善竟然也不藥而癒，其他諸如

脂肪肝、骨質疏鬆、感冒不上身，睡眠

品質，消化系統大幅改善等等好處更是

不勝枚舉。接觸路跑不到一年的時間，

跑出了健康，跑出了自信，更跑出了生

◎飛彈所／廖孟修

　一部「海角七號」電影帶動了屏東

縣恆春的旅遊風潮，影迷們循著電影

的情節，跑遍恆春去尋找片中的場

景，其實在本島「國境之南」最有名

的景點要算是位於鵝鑾鼻公園內的鵝

鑾鼻燈塔吧！

　鵝鑾鼻公園位中央山脈盡頭，台地

的最南端，隔著巴士海峽與菲律賓遙

遙相望，「鵝鑾」是排灣族語「帆」

的譯音，因附近香蕉灣有石似帆船

（又稱帆船石），遂以之為名，加上

該地突出如鼻，故稱之「鵝鑾鼻」。

　鵝鑾鼻公園佔地59公頃，屬珊瑚礁

石灰岩地形，景觀上十分奇特，有怪

石、巨礁及洞穴，園內豐富的動、植

物是本區的特色之一，每年九月紅尾

伯勞鳥群飛過境，場面壯觀。由於南

部酷熱，到鵝鑾鼻公園參觀時陽傘、

帽子等遮陽器具一定要帶，並且隨時

補充水份以免中暑。

　鵝鑾鼻燈塔的興建導因於美國商船

羅發號沉船事件，英、美二國要求建

塔，清光緒八年（西元1882年）特聘

英國技師於鵝鑾鼻興建燈塔。初建時

經常受當地原住民侵擾，故塔基築有

炮台，圍牆上開鑿槍眼，牆外四周並

挖設壕溝，建成後曾派武裝士兵守

衛，是世上少見的武裝燈塔。

　臺灣割讓給日本後，清軍撤守時曾

把燈塔炸毀。後於光緒24年重建，二

戰期間因其地理形勢重要而屢遭轟

炸，光復後依原建築修復迄今。塔高

21.4公尺，內設大型四等旋轉透鏡電

燈，光度達180萬燭光，每30秒旋轉

一周，見距20海浬，為環台燈塔中最

雄偉的一座，有「東亞之光」的榮

稱，現已被列為史蹟保存區。

◎航空所／林彩鳳

　天晴！百花盛開草木

新生的春晨，是四季中

最引人又繽紛的場景，

也是人人最愛的季節，

適合我們享受慢活的生

活腳步，只可惜春日太

短、太匆匆。像今天晨

曦灰濛，曙光未現，大

地的生命律動早已熱鬧

開鑼，風颭花搖曳，窗

外忽遠忽亢的啁啾，短

短又促促彷如口哨聲，

亦如笛音般婉轉輕快穿

越天際劃破時空，瞬息

喚醒全身細胞，催促你

不得賴床，辜負此時良

辰美景。

　從寒冷的冬日轉換到

清涼舒暢的節氣，人的

心情也會順著季節轉換

至生機奮發的弦上，當

明亮的陽光露臉時，天

空中的藍天白雲心心相

印，大地的容貌隨之伸

展，四肢也開始活耀起

來，一天的早晨有個快

樂的揭幕。

◎企劃處

／霖瑄

　時光荏苒，

歲月如梭，依

稀記得四年前

妳上大學即將

離家去住校的

那個晚上，我

淚眼婆娑地目

送妳離家，心

中擔心著即將

離家的妳無法

適應學校生

活，擔心妳一

個人在外沒人

照顧妳的生活

起居，擔心妳

睡得不好、吃

得不好。總總

的擔心讓我流

下不捨的眼

淚。貼心似

妳，住校兩年

後對於繽紛燦

爛的大學生活

毫不眷戀，大

三那年選擇每

天自行開車上

下學，搬回家

中與我們同

住，因為畢業

之後妳有妳自

己的規劃，想

遠渡重洋飄洋

過海去看看外

面的大千世

界，所以想珍

惜這兩年與家

人相處的時

光。這是妳不

辭辛苦每天開

車到台北上課

的原因。我的

女兒啊，妳真

是天使般的貼

路跑新兵的體驗與告白

地名的聯想─鵝鑾鼻燈塔

愉快的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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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歌劇院

秋紅谷

佈置會場

設計牆

親臨會場為女兒獻花

活中新的元素與動能。

　套用一句本院300馬紀錄保持人二馬

的名言「衝動在起跑，感動在終點。」

副社長財哥說，跑馬是與自己對話，檢

驗自己生理與心理是否健全的最佳時

機，是努力與付出的總結。活到老學到

老，單純的一個路跑動作，竟然暗藏著

許多的人生哲理，等待有志一同者去慢

慢挖掘。

心，讓我好生感動。

　舟車勞頓如今又過了兩

年，今年暑假妳即將畢業，

「設計」一直是妳的最愛，

無論是高中學的「服裝設

計」，或者大學的「視覺傳

達設計」，妳都盡心努力學

習，也有傑出的表現。還記

得高中畢業展的服裝設計，

妳擔任小組長一職，小組展

出的七套服裝都是由妳一手

設計並輔導同學製作。因為

想讓自己視野更寬闊，妳放

棄學校推薦妳當國手的機

會，原因是妳想在大學轉其

他設計科系，希望在設計之

路不要侷限於服裝設計。也

因此大學選擇「視覺傳達設

計」，讓自己設計的概念更

寬廣。經過四年大學的學習

與淬煉，妳的努力讓妳在學

校脫穎而出，代表學校參展

「新一代設計展」，國內大

專院校所有設計類的莘莘學

子都以參加「新一代設計

展」為努力目標。而妳獲得

這份殊榮，表示這四年來的

努力受到肯定。在世貿為期

四天的展期，是個非常難得

的經驗，除了早出晚歸並辛

苦站在會場四天之外，同

時，也考驗著妳的臨場機

智，現場解說樣樣事必躬

親。展出的第一天，我與爸

爸親自出現在會場給妳送上

一束祝福的花束，也給我的

寶貝女兒最大的精神支持。

最重要的是想親眼看看這一

年來妳為了畢業製作常常熬

夜，徹夜未眠，犧牲假期與

同學們討論而設計的成果。

　這是妳四年來努力的成

果，媽媽覺得與有榮焉，看

著妳解說時幹練的態度與神

情，媽媽心中深感安慰，這

是我的女兒，我的寶貝女兒

經過四年大學的洗禮，蛻變

成一個有內涵及深度的設計

者，雖然，未來還有一大段

艱辛的路程等著妳，但是媽

媽相信無論遇到任何困難，

妳都將一一克服並且迎刃而

解。因為，妳的態度是如此

的執著與自信。

　大學畢業又將是人生的另

一個里程碑的開端，無論未

來妳有任何的計畫，我們都

將成為妳最雄厚的後盾支持

著妳往前邁進，女兒啊，人

生的道路還有許多挑戰等待

著妳去面對，媽媽希望妳秉

持著按部就班的精神去面對

所有的挑戰，唯有腳踏實地

才能逐步迎接成功。人生的

路雖然佈滿荊棘艱辛，但我

相信妳一定可以開拓出屬於

自己的一條康莊大道。

服與包包，與家人相互祝

福後各自出門，騎上我專

屬的兩輪電動車，展開新

一天的工作軌道。最喜歡

早晨潔淨的空氣與畫面，

沒有喧囂的人潮與車陣，

二十分鐘的路程如往常般

仍沿著重劃區街道巷弄慢

騎穿梭，眼前似吸麈器清

理過的路面，非常乾淨，

兩旁行道樹是修剪整齊的

樟樹與黑板樹，而高聳挺

直的黑板樹頂著碩大綠

蓋，蓬勃的葉面間簇擁著

纍纍小繡球花似的花穗，

風一吹動像小雪花樣紛紛

飄落路面，讓好奇的眼睛

瞬間捕捉到了這一季難得

的美麗畫面。

　這條過往多年的馬路風

貌，因豪宅地段、百貨商

圈、辦公大廈、社區公園

及新市府設立，早已異於

昔日樣貌，最夯的有「國

家歌劇院」及「秋紅

谷」等景觀。讓自己每

天心情像哥倫布一樣，

在慢馳的道路上尋找內

心的新大陸與新世界，

迎著涼風剎那多麼舒暢

快活。

　「只有懂得自己去尋

找開心的人，開心才會

伴隨在旁。」如果你也

能有隨遇而喜的心情，

那不管在任何情形下，

你都能怡然自得過好每

一天。現在，我已經替

自己加滿了油，散發芬

多精好心情迎接伏天的

挑戰；「工作像螞蟻，

心情像彩蝶。」

　用完熱騰

騰 的 早 餐

後，換上搭

配心情的衣

拍賣網站真能淘到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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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資訊
6/24~7/12 週 二、

週 四、 週 五 09:00-

12:00、13:00-17:00；

週三、六、日 09:00-

17:00 夏天─蔡水景水

墨個展（桃園市政府文

化局第一展覽室）

7/1 19:30 舞韻舞蹈團

《夏日舞翩翩》（文化

局演藝廳 ( 縣府路 21

號 ) ）

7/3 19:30《 帝 俄 邊

緣的沉思》台大交響

2015 夏季音樂會（中

壢藝術館音樂廳）

7/3 19:30『大風吹！

繞著地球轉』親子互動

音樂會（文化局演藝

廳）

7/4 19：00 遠東昭明

樓掌中劇團《三山國王

新傳》遠東掌藝 ‧ 風

華再現（中壢藝術館大

廳）

7/4 14:00~16:00 現代

華佗中壢開講 7月 4日

陳明璋先生「現代人的

壓力管理」（中壢藝術

館演講廳）

7/4 9:00-PM17:00 藝

文藝術季成果發表（文

化局演藝廳 ( 縣府路

21 號 )）

7/5 14:30 王慧如 2015

鋼琴室內樂〜當鋼琴遇

上木管朋友們（文化局

演藝廳(縣府路21號 )

7/5 14:30 詠風劇坊 -

崑曲「牡丹亭」全本精

華（中壢藝術館音樂

廳）

7/5 19:30 隆興閣掌中

劇團《五爪金鷹系列百

年好合》（文化局前廣

場）

7/8 14:00 2015 北 區

管樂觀摩會『頂尖對

決』交流音樂會（中壢

藝術館音樂廳）

7/10 19:00~21:00 景

勝戲劇團 -《新編客家

精緻戲曲 -清官杜佑》

（中壢藝術館音樂廳）

7/11 19:00 民間傳奇

故事布袋戲《包公審郭

槐》（文化局一樓大

廳）

7/11 19:30 李日辰小

提琴獨奏會（中壢藝術

館音樂廳）

7/12 14:30 紅塔吉他

樂坊《六弦飄蕩琴音情

濃》（文化局演藝廳）

◎電子所／大頭

　阿里巴巴在美國紐約證交所掛牌上

市，這個大陸最大電子商務公司在去年

大陸光棍節 (11 月 11 日 ) 創造單日單

一網站 1,900 億交易金額的地表紀錄，

旗下的淘寶網也早已在台設站營運，鑑

於身邊親友發生過網路購物遭騙的個

案，也常見公家機關採購行情偏貴，所

以興起撰寫本文的念頭。

　每個人對購物所願付出成本與價值觀

不同，你不一定要利用網路購物，但你

應該知道網路絕對是個瞭解物價的好管

道，尤其是制式流通品！如食衣住行所

需用品，在台灣常見的查價管道如東森

購物、Yahoo 購物、PCHome 購物等購物

網站，較大規模的 C2C 網站則有 Yahoo

拍賣、PCHome 露天拍賣、大陸淘寶網

等拍賣網站，以及谷哥大神 (Google)。

只要輸入關鍵字就能篩選出同類商品，

透過滑鼠切換不同網站就能輕鬆貨比三

家，豐富性與多樣性更不在話下。

　瞭解合理市價是購物第一步，減少你

當冤大頭的機會，若你經過比較決定要

在網路上購物，那麼就要瞭解網路交易

的風險問題。當你要買的東西在購物網

站和拍賣網站都有賣時，如何選擇呢 ? 

就價格來講，拍賣網站有較多賣家競

爭，常出現超低價，即使含運費也比購

物網站便宜，就「風險」來講，拍賣網

站不容易找到「人」負責，所以風險較

高。拍賣網站和購物網站各有所屬消費

群，價格、風險、選擇性、交貨速度都

不同，所以網站經營者 ( 如 Yahoo 奇

摩、PCHome 等 ) 皆同時經營這兩種網

站，就像傳統市場和超市都有不同客戶

群一樣。若你想在風險較高的拍賣網站

購物，以下要告訴你其中蘊含的風險。

　諸如 Yahoo 拍賣、PCHome 露天拍賣、

大陸淘寶網這類 C2C 拍賣網站，賣家以

個人戶占多數，不須具備營業執照和實

體店面，只要付出小小的成本就能成立

屬於自己的賣場，營運成本相對較低的

情況下，自然容易提供物超所值的商

品，但也容易成為不肖人士欺騙消費者

的手段，列舉目前最常見風險如下：

一、交易風險：

　1. 最常見買家付了錢拿不到貨，或

者線上付款洩漏個資導致信用卡盜用，

近年市場提出第三方支付模式 (由消費

者付款給第三方公證單位，等拿到貨確

認品質無虞，始通知第三方公證單位付

款給賣家，為線上購物者提供基本保

障，使賣家看不到客戶的信用卡信息．

也避免信用卡信息在網路多次公開傳輸

而導致被竊事件 )，然第三方支付涉及

整體法令、適用情境不同，目前在台灣

尚難全面推行。所幸拍賣網站提供買家

在完成交易後評價賣方的機制，藉著評

價分數可以評估賣家的牢靠程度，不過

最好也要深入查看評價內容與歷程，才

知賣家的穩定性，如果近期的評價少，

商品又太便宜，就很有問題。

　2. 賣家惡意手段：以特價或稀有款

式引誘買家先決標付款，再以各種理由

延後出貨或亂塞貨，這種買賣糾紛雖可

向平台業者提出申訴或申請協調，常因

過程冗長，或退貨轉運費用自付等，迫

使買家往往自認倒楣勉強收貨。部份賣

家提供貨到付款服務，若買家收貨時沒

有當場拆封點收確認，後續也容易肇生

退貨糾紛。

二、品質風險： 

　1. 商品型錄往往表現最佳的一面，

然質感無法只靠照片表達，最常見拿到

的貨品與預期品質有落差，一般賣家會

先聲明退貨條件，把買家的主觀認定排

除在外，或買家需全額負擔退貨來回運

費，這部份交易平台業者往往不介入，

定，勞工年滿 60 歲而且參加勞退新

制 15 年，才可以按月請領退休金；

假使參加勞退新制未滿 15 年，也必

須等到年滿 60 歲時，再一次請領退

休金。 

　勞保老年給付的請領條件比新制退

休金寬鬆，勞工不必等到 60 歲也能

先領老年給付。根據勞保條例第 58

條規定，勞工符合下列情況之一，就

可請領老年給付。 

　第一：參加勞保年資合計滿一年，

男性年滿 60 歲或女性滿 55 歲退職

者。

　第二：參加勞保年資合計滿15年，

且年滿 55 歲退職者。

　第三：在同一個投保單位參加勞保

年資合計滿 25 年退職者。

　第四：參加勞保年資合計滿25年，

且年滿 50 歲退職者。

全由買賣雙方去「喬」。

　2. 仿冒品問題：不管是台灣地區的

網拍市場或大陸淘寶網都有著許多真品

跟仿冒商品，尤其淘寶網的賣家品質良

莠不齊，仿冒品比例也較高，但台灣網

拍市場的貨源有的也來自大陸，或是大

陸賣家在台設站營運。例如兩地網拍都

有賣 Beast( 美商 ) 的藍芽喇叭，事實

上 Beast 根本沒有這類商品，純粹是被

盜用品牌 LOGO。有人買到知名品牌如

Adidas( 德商愛迪達 )、Nike( 美商耐

吉 )的「高仿品」，外觀幾乎一致，可

是用了不久就發覺品質不良，因為不是

第一時間發覺，退換貨就麻煩了，不是

賣家從此人間蒸發，就是高額的退貨費

用讓買家只能吃悶虧。

三、保固風險：

　賣家貨源千奇百怪，可能來自福利

品、平行輸入，且網路賣家消失的速度

比實體店家更快，交易前宜先確定保固

範圍，保固條件及運費等相關條件，否

則後續如須跨海寄送往往運費高昂。

　買家要在拍賣網站淘到寶，除了要謹

記「貨比三家不吃虧」、「天下沒有白

吃的午餐」的底限外，瞭解網路交易的

全程運作機制與分析您能承擔的風險

後，參酌商家形象、歷史交易評價紀

錄、商品價錢合理性、貨到付款等方式

規避風險，下標交易前作好功課才是唯

一的王道。

◎化研所／于開國

　有部分國人認為現代

科技工具日新月異，各

國對情報蒐集策略及方

法上，都是採科技手

法，特別強調「保密」，

好像跟不上時代，就好

比二年前美國國家安全

局 (NSA) 前情報員史登

諾 (Edeard Snowden)

事件所暴露美國情報機

關所建構的情報網路

及情蒐計畫；以及美

國 Google 公司所開發

「Google Earth」網站

提供全球用戶免費瀏覽

全球各地高清晰度衛星

圖片，甚至標注軍事設

施等國家機密訊息等

例，認為既然科技如此

發達，為什麼還要倡議

「保密」？然就個人觀

察，對岸中共對我竊密

手法，除上述科技情報

蒐樣之外，傳統的打

入、拉出蒐情態樣，仍

然持續積極進行，其危

害程度不亞於科技情

報，實不可不嚴肅待

之。

　近年來，中共對台傳

統情蒐力道，可說已到

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

以下摘陳幾種案例、態

樣，提供大家分享：

案例一：

　幾年前，北部地區某

地檢署主任檢察官奉派

前往大陸參加一場會

議，抵達飯店房內，找

了許久，就是找不到拖

鞋，他隨口嘟嚷了一

句：「怎麼還算高級的

飯店，竟然沒有準備拖

鞋！」他離開房間不久

後回來，再度打開房門

時，一看簡直嚇壞了，

原因是，裡頭竟整齊擺

了一雙拖鞋，他投宿該

飯店期間，索性洗澡時

都關燈，也不敢自言自

語亂講話，以免被「全

都錄」。

案例二：

　有一名退休的調查局

幹部赴大陸九寨溝旅

遊，結果被當地涉台單

位請去「喝咖啡」，問

擔任公職時處理了哪些

公務機密？長官是誰？

幸好他處變不驚，答非

所問，虛與委蛇，對方

認為他應無知悉重要機

密，因此放行，但他已

遊興全消，急忙回台。 

案例三：

　有一位公務員赴大陸

攻讀碩、博士學位，有

些涉台單位為了「滲

透」，即使筆試未過，

但仍可破格錄取，之

後，再安排兼任台辦幹

部身分的大學教授為指

導教授，要求撰寫特定

方向的畢業論文，此論

文內容必須蒐集公務機

密才有辦法完成，迫於

要畢業，有些公務人員

因此涉險。

案例四：

　據一名資深調查局官

員指出，大陸網軍情蒐

能力亦相當驚人，若是

會經手特定機密的公務

人員，因進修或開會，

必須前往大陸時，最好

將存放在智慧型手機及

筆記型電腦、甚至隨身

硬碟中的機密內容留在

台灣，避免帶去中國，

以免遭刻意偷走或側

錄。

案例五：

　「美色」是各國從事

諜報工作常會用到的手

法，曾任陸軍通資處長

的羅賢哲，是國軍近

五十年來遭對岸策反的

最高官階將領，他因沉

溺女色，在泰國嫖妓被

偷拍，中共持以脅迫，

羅見可能身敗名裂，乾

脆輸誠並收受金錢，為

中共蒐集「博勝案」等

我方重要軍事機密。 

案例六：

　原任屏東空軍四三九

聯隊少校戰資官郝志

雄，經常出入屏東基地

附近的卡拉 OK 店；店

東萬宗琳受昔日台北看

守所王姓獄友（目前潛

逃大陸，通緝中）委

託，以地利之便協助打

探軍機，萬男得知郝少

校投資失利、債台高

築，展開遊說，成功說

服郝轉賣國防機密給大

陸特務機關，兩人一起

分享報酬。近日案經最

高法院判決，依洩漏軍

事機密等罪判郝志雄

20 年徒刑、萬宗琳 14

年 6 月，全案定讞。

　兩岸無煙硝的戰火，

無時無刻都在對峙燃

燒，雙方在情報與反情

報工作上各自較勁，其

成敗關鍵殷繫於全民國

防的認知及保密警覺的

建立；另外，對從事及

參與國家 (防 )安全事

務人員，更應對當前安

全威脅有所認識及警

覺，無論身處在何處，

都應時時保持應有警覺

及保密作為，確保國家

安全、社會穩定，以及

家庭美滿及個人聲譽。

◎資通所／陳德富 

案例： 

　先後任職於大華、大

中汽車廠的陳先生，在

汽車廠服務達 22 年，

著眼於大陸汽車市場正

在起步階段，陳先生計

劃 50 歲退休，再跟朋

友到大陸投資發展第二

春，今年 47 歲的他，

再做三年就符合勞保退

休金的請領條件，可是

勞工退休金條例又規定

60 歲才可請領退休金，

陳先生左右為難。 

解析： 

　依現制，勞工的退休

金有兩筆，一筆是勞保

局支付的勞保老年給

付，就是俗稱的勞保退

休金；另外一筆是雇主

支付的勞工退休金。 

　而勞工退休金條例規

　第五：擔任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具

有危險、堅強體力等特殊性質的工作

合計滿五年，且年滿 55 歲退職者。 

　上述五款的請領條件只有第三款，

限制勞工必須在同一個投保單位，也

就是在同一個企業服務 25 年，才可

請領老年給付；除此之外，另外四款

請領條件，勞工的投保年資都可以累

計。 

　以陳先生來說，先後在大華、大中

汽車廠工作 22 年、今年也滿 47 歲，

當他再工作三年，就符合勞保條例第

四款，投保年資 25 年且年滿 50 歲的

請領條件，陳先生就可請領勞保老年

給付。 

　勞保老年給付的標準是依照投保勞

保年資，每滿一年按照平均月投保薪

資，發給一個月老年給付；保險年資

超過 15 年，超過部分每滿一年發給

兩個月老年給付。平均投保薪資是按

勞工退休當月起前三年的平均月投保

薪資。 

　月薪 6萬元的陳先生，投保薪資為

4.2 萬元，25 年投保年資，可獲得

35 個月投保

　薪資的勞保老年給付、即 147 萬

元。可以一次領走。 

　至於勞工退休金部分，舊制退休金

請領條件必須符合在同一公司工作

15 年且年滿 55 歲、或是在同一公司

服務滿 25 年。 

　陳先生在舊制時期的年資有22年，

再工作三年滿 50 歲退休。即使陳先

生工作年資滿 25 年，但因先後在大

中、大華兩家公司任職，都無法達到

舊制退休金的請領條件。 

　因此，陳先生在新制上路後即 48

歲時，改選新制，等到 50 歲時，他

的個人帳戶裡就有老闆兩年來提繳的

8萬 6,400 元。 陳先生 50 歲時，就

可先向勞保局請領 147 萬元的勞保老

年給付，等到 60 歲時，再領取個人

帳戶裡的金額。

　對一個工作者而言，最理想的工作

環境，他的退休金制度應該是不論勞

工保險、公務員保險、軍人保險、就

業保險等各類從業人員保險都應可併

計，始為友善的工作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