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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經營績效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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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會為建立與參加基金之機關學校業務溝通及交
流互動機制，自九十年度開始以分期分區方式辦
理退撫基金業務座談會，企盼藉由座談方式來加強聯繫
與溝通，俾增進各機關學校對基金管理會業務之了解與
支持，以提升基金整體行政效能。本（九十三）年將賡
續辦理基隆市政府（含連江縣政府）、桃園縣政府、新竹
市政府（含新竹縣政府）、苗栗縣政府、台中市政府（含
台中縣政府）、彰化縣政府（含南投縣政府）、宜蘭縣政
府、花蓮縣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共計八場基金業務座談會。
本年度基金業務座談會將於十月十一日至十一月十日止辦
理，每一場次為半日，期透過座談會方式進行雙向溝通，主動發掘問題，解決問
題，建置基金管理會與各機關學校業務溝通及交流互動機制，以增進各機關學校對
基金管理會業務之了解與支持。座談之對象為基隆市政府、桃園縣政府、新竹縣政
府、新竹市政府、苗栗縣政府、台中縣政府、台中市政府、彰化縣政府、南投縣政
府、宜蘭縣政府、花蓮縣政府、連江縣政府等機關及所屬，每一參加機關學校指派
實際辦理本基金業務之人員一人參加，預計將有二、六五九人參加本年度之座談
會。
基金業務座談會之辦理方式為先由主持人致詞，再由主講人員以簡報系統宣導
座談主題內容，次由與會人員發言，並由基金管理會人員就所提問題加以說明。其
議題包含：
1. 基金收支、管理及運用情況。
2. 依精算結果調整退撫基金提撥費率之說明。
3. 退撫基金收繳及撥付作業及疑義說明。
4. 宣導支領定期退撫給與人員資格異動（再任、死亡、再婚等）之即時通報。
5. 基金繳納作業系統操作使用說明。
基金管理會為建置與各機關學校業務溝通及交流互動機制並兼顧人力及預算經
費負擔考量，九十二年度已擇先辦理台灣省南部各縣市、台東縣、澎湖縣、金門
縣、台北縣市等十三縣市及軍事單位之基金業務座談，茲以辦理情形普受肯定，且
對基金管理會業務推展甚具正面效益，本年度賡續辦理其餘縣市及中央機關之基金
業務座，鑑於中央機關承辦退撫基金業務者，多為專任之人事人員，於處理基金繳
費之配合度高，且錯誤甚少，另為避免辦理業務座談之人力調度致影響基金管理會
內部業務運作情形，本次除建請緩辦中央機關之業務座談，及將相鄰之部分縣市合
併辦理，以減少辦理場次外，並請參加本次座談之各縣市機關均指派一人參加，以
達業務座談溝通、交流及兼顧基金管理會業務正常運作，預算有效運用等多重目
標，敬請各機關惠予支持本基金業務座談會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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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組織條例及
基金管理條例施行細則規定，本會得依精算結
果提出調整費率之建議案，經軍、公、教退撫主管機
關國防部、銓敘部及教育部分別陳報行政院及考試院
核定同意，自九十一年一月一日起依本基金第一次精算結果，軍、公、教人員退撫
基金提撥費率自八％調整為八．八％；嗣因立法院於九十二年一月十日審查三讀通
過之「九十二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時，作成主決議，以及立法院法制、預算及決
算委員會聯席會議於九十一年十一月七日審查「本基金九十二年度收支預算案」
時，作成附帶決議：「請銓敘部會同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國防部及教育部等相關機
關於九十二年三月底前，就公務人員、軍職人員及教育人員之退休撫卹基金提撥
率，檢討調整至一○％至一二％之間，俾使基金財務健全穩固」，銓敘部爰遵照上
開主決議及附帶決議事項，擬具處理方案，邀請各主管機關召開會議研商後，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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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險基金概述

基金管理會修正公營事業人員轉任軍、公、教人員
補繳曾任年資應繳基金費用計算標準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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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基金監理會及考試院審議通過並經行政院同意，軍公教人員退撫基金提撥率自九
十三年一月一日起，分三年調整至十二％（第一年自八．八％調整為九．八％，第
二年自九．八％調整為一○．八％，第三年自一○．八％調整為一二％）。因此，
九十四年一月一日起退休撫卹基金提撥率將調整為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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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會成立之後，為建立各項財務投資制度化作業程序，以確保預期投資
目標之達成，在兼顧安全性與收益性之原則下，業針對各項投資標的訂有相
關作業規範，以資遵循。鑒於金融情勢瞬息萬變，為使基金相關
財務內部作業規範更為周延，基金管理會均會配合各項投資
標的實際執行狀況適時加以檢討研修，以使基金之運用更臻
透明化、制度化及效率化。
為確保資產安全，退撫基金自行投資國外資產，自九
十三年三月起，由花旗銀行擔任保管銀行，由於該部分之
交割及保管作業方式變動及配合實務作業，爰修正「公務
人員退休撫卹基金財務管理作業要點」之相關條文，且為配
合上述要點之修正，爰併同修正「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上
市（上櫃）公司股票及指數股票型基金投資作業規定」，並配合實
際運作情形，就相關條文予以修正。另由於退撫基金之規模日益增加，為使國內、
外受益憑證之投資更具規模效益及買進程序更為周全，故配合實務作業，修正「公
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國內開放型受益憑證投資作業規定」及「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
金國外受益憑證投資作業規定」中相關作業程序。上開四種作業規範業於九十三年
八月二日，提請基金管理會第六十九次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實施。
此外，由於退撫基金之規模日益擴增，及近幾年來資金浮濫，致金融機構拒收
大額定期存款，故退撫基金除積極尋求其他投資項目外，在定期存款項目併考量安
全性及收益性下，爰修正「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定期存款作業規定」，將金融機
構之長期債信限制酌為放寬，並輔以其他條件限制。另近年來銀行業為強化資本結
構，提升資本適足率，多增加「次順位金融債券」之發行數量，故為擴大退撫基金
國內債券之投資範圍，爰修正「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國內外債券投資作業規
定」，取消「次順位金融債券」不得投資之限制，並明訂「次順位金融債券」之選
擇標準。上開二種作業規範業於九十三年九月十日，提請基金管理會第七十次委員
會議審議修正通過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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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十三條規定：各機關
公立學校軍事單位應按月撥繳之基金費用，於當月十五日前彙繳
基金管理會委託辦理之金融機構，如遇星期日及例假順延之。逾期未
繳，致參加本基金人員或其遺族權益受損時，由服務機關、學校、軍事
單位負責。基金管理會應俟本基金費用繳清後，始予辦理各項給與。準
此，現行基金管理法規中，對於機關逾期繳費，並未訂有罰則，基金管
理會為督促各機關及時繳費，於實務作業上，均分別於每月十八日及次
月一日寄發催繳及再次催繳通知單，如仍有未繳，於次月十日正式行文
責成機關儘速繳納，同時副知主管機關。又若各該欠費機關內有參加基
金人員或其遺族請領各項新制退撫給與者，基金管理會除依上開細則後
段規定暫不核撥外，並即函知該機關及副知當事人以維其權益。基金管
理會為利基金費用能按時順利收繳，俾發揮基金運用之最大效益，以保
障全體參加基金人員權益，嗣後將於本通訊登載連續兩個月以上，經三
次通知後仍未依規定繳納之機關名稱。

理財用心．服務熱心．業務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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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退撫基金人數

退撫基金國內委託經營績效統計表
單位：元；%

截至九十三年九月底止，參加基金之機關學校總數為七、七六一個，參加之
總人數為六○二、○六八人，各身分別人數及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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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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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人員
199,126人
(33.07%)

公務人員
284,585人
(47.27%)

總人數：602,068人

ਊۜᖞ!

退撫基金收支情形
累計至九十三年九月底止，累計收入總金額為294,114,407,316元，累計撥付總
金額為65,099,452,157元，各身分別人員收入、撥付金額及撥付佔收入比率如下圖

18,926,102,832
(13.22%)

25,501,093,069
(23,66%)

公務人員

教育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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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5.88
-1.88

42,754,372,990

422,861,336

20,448,706,934
(47.83%)

223,549,322
(52.87%)

軍職人員

政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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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計各身分別撥付佔收入比率
107,795,10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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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538,940 -96,508,868

附註：政務人員自九十三年一月一日起依法不再參加退撫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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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00,000 5,055,254,686

9,999,807

45,254,879

55,254,686

1.11

5,000,000,000 5,131,957,555

-14,039,255

145,996,810

131,957,555

2.64

5,000,000,000 5,065,699,921

-40,479,743

106,179,664

65,699,921

1.31

5,000,000,000 5,060,281,603

5,394,131

54,887,472

60,281,603

1.21

-100,037,828 1,151,151,344 1,051,113,516

3.50

30,000,000,000 31,051,113,516

附註：1.九十年度第一次委託經營續約，同期間大盤報酬率為9.55％。九十年度第二次
委託經營續約，同期間大盤報酬率為-5.05％。九十二年度第三次委託經營，同
期間大盤報酬率為-0.41％。
2.九十二年度委託經營業務，係採投資股票及債券平衡式辦理，因非屬股票型委
託，大盤報酬率僅供參考，不宜做為績效衡量及比較之指標。

退撫基金國外委託經營績效統計表
單位：美元；%

■累計撥付金額（元） ■累計收入金額（元）

附註：政務人員自九十三年一月一日起依法不再參加退撫基金，故九十三年
已無收入。但撥付部分仍須辦理。

退撫基金資產明細圖
截至九十三年九月底止，基金結餘數合計為25,235,620萬元，基金運用概況如下圖
單位：萬元；%

債券
2,201,286
8.72%

短票及庫券
5,892,351
23.35%

受益憑證
637,683
2.53%

國內外委託經營
5,551,563
22.00%

外幣存款
487,464
1.93%

台幣存款
5,944,375
23.55%

退撫基金歷年基金淨值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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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89年度為88年7月1日至89年12月31日止。
2. 93年度計算至93年9月30日止。
3. 基金淨值含應收應付基金收支及運用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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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1.05%
-0.68%
0.76%
3.71%
2.91%
3.31%
1.78%

單位：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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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撫基金九十三年一月至九月份已實現收益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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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1.若以新台幣計算（92/12/21匯率為34.2389；93/9/30匯率為33.988）之總收益金額
為176,823,705元，報酬率為1.03%。
2.平衡型委託之指定為百分之六十摩根士丹利全球已開發國家指數，百分之四十
摩根大通全球政府債券指數。其同期間報酬率為3.96%。
3.指數股票型委託之指定指標為摩根士丹利全球已開發國家指數。其同期間報酬
率為4.93%。

預付款項
9,316
0.04%

信託財產
16,524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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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款項
92,308
0.37%

股票
4,402,750
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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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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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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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863

298,646

46,025

252,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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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0,834

314,646

846,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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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險基金概述

（群益投信提供）

什麼是避險基金

避

金融櫥窗
股價指數期貨入門（About Futures）

險基金(Hedge Fund)有人翻譯成對沖基金，也有人管

【上】

叫套利基金，到底什麼是避險基金？顧名思義，避險

基金是不是能避掉所有的投資風險？如果真是如此，那豈不是

股

穩賺不賠嗎！世界上真的有這麼好的事嗎？當然不可能！投資的金科玉律就是

經理人一個良好的避險管道，使其能更廣泛地參與股票市場。

價指數期貨是1980年代發展出的新衍生性金融商品，由於低交易成
本、 高財務槓桿、高流動性的交易環境，它提供了股票投資人、基金

風險與報酬成正比，凡有投資報酬，就一定有投資風險，避險基金因為有賺錢

股價指數期貨顧名思義即是將所編製之「股價指數」當作一項商品，加以

的機會，當然會有風險，只不過，避險基金利用一些金融工具來規避大部分市
場風險，只留下它所追求的特殊風險。避險基金與一般基金有以下幾點差異，

合約規格標準化來進行期貨交易。簡而言之，股價指數期貨是以特定股票市場

首先避險基金是以報酬率之絕對值來衡量操作績效，與一般基金利用某一市場

未來某時點的指數（例如三個月或六個月後的發行量加權股價指數）為交易標

指標來衡量操作績效不同，再來，一般基金依基金淨值收取固定比例的管理

的物之期貨合約，交易人買賣指數的盈虧是由進場到出場兩個時點的指數差來

費，避險基金則是由操作績效利潤中賺取管理費，因此，避險基金的經理人有
強烈的動機為客戶賺取利潤，相對的風險也高，雖然不同種類的避險基金面臨

衡量。由於股價指數是反映股票組合價值的指標，因此交易人買賣一張（口）
股價指數期貨合約，相當於買賣由計算指數的股票所組成的投資組合。

的風險與報酬率不同，但相同的是，避險基金與市場走勢的關聯不大，股票市
場也許漲漲跌跌，但是由於避險基金所受的限制較少，可以利用衍生性金融商
品不同的組合，來決定暴露在市場的風險有多高，因此它的風險不是來自市
場，而是來自於本身的投資策略，相對於一般的共同基金，漲跌大部分取決於
市場走勢，避險基金與市場走勢關聯不大的特色十分鮮明。

避險基金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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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元1949年，美國人Alfred Winslow Jones，號稱避險基金之父，在他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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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內同時融資做多﹝借錢買股票﹞與融券放空﹝借股票來賣﹞，是為

避險基金的濫觴。他原始的想法很簡單，市場中的股票有些貴有些便宜，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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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為什麼不同時買便宜的也賣貴的呢？市場若上漲，便宜的股票自然跟著
上漲，而貴的股票已經貴了，跟著上漲的機率就較小，搞不好還下跌，所以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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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策略有賺錢的機會；同理，市場若下跌，貴的股票大概會摔的鼻青臉腫，而
便宜的股票則應該跌的較少，甚至還上漲，所以這個策略還是有賺錢的機會。
用這個策略來投資，看起來不管市場怎麼走都有機會賺錢﹝在現在避險基金種
類中，叫做市場中立策略﹞，而Alfred的操作績效的確大幅超過了其他共同基
金，使得投資界開始注意這類基金的發展。時至今日，全球避險基金已超過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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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的投資人較難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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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險基金的投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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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支，市場規模達到接近九千億美金，每年仍成長20%，參與的投資人甚至擴
及退休基金，可以說是投資界的全民運動。可惜的是，各國金融管理單位對這
種另類投資訂有嚴格的門檻，只限於法人或大戶，以私募的方式投資，目前一

了上述的市場中立策略外，避險基金還有許多不同分類，大家較為耳
熟能詳的索羅斯量子基金，其以全球總經趨勢為投資策略，這類的避

險基金，是研判一個大的趨勢，並且多數利用融資，因此風險極高，但相對的
潛在報酬也驚人。另外，還有各種以套利為目的的避險基金，強調破解不同市
場或商品之間的價格不合理性，例如台積電在台灣的股價與在美國的股價有價
差，透過金融操作一買一賣，避險基金就有機會獲利；或者台積電與聯電之間

退撫基金小百科
平倉（offset）
係指期貨市場或遠期外匯市場中，利用相反的契約將已成交的期貨契

的價差，有一定的區間，價差過大或過小，都代表市場有可能價格判斷有問

約部位加以結束的交易。例如期貨契約為賣出期貨時，則相反契約為抵銷

題，套利型避險基金就會考慮進場佈局，只要價差回復正常，利潤空間就出現

買入（offsetting purchase）；若期貨契約為買入期貨，則相反契約便是抵銷

了。限於篇幅，我們難以介紹所有避險基金的種類，不過整體而言，避險基金
是非常有彈性的，而且非常仰賴經理人的專業操作技術以及經驗，是未來國內

賣出（offsetting sale）。即結清或沖銷原先部位（position），將買賣單了結的
動作，例如買入一口合約（為買賣契約的標準規格，如台股期貨契約每口
合約為200元乘以台股指數），而將之賣出即稱為平倉。

資產管理業者十分重要的發展方向。

理財用心．服務熱心．業務創新

第 4 版 ● ĺሤቢϹ߹შĻ

動態報導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月

紙上叩應

資應繳基金費用計算標準對照表，嗣於本（九十三）年五月再針對公

Q：公立學校教職員於九十二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前辦理留職停薪借調行政機關
擔任政務人員，於政務人員退職撫卹
條例公佈施行後辦理退職並回任教職
者，其於九十三年一月一日以後未領取
公提離職儲金之政務人員年資，得否申請
補繳學校教職員退撫基金費用本息，併計教職員退休
年資？

務人員部分，增訂經濟部所屬事業人員分類職位第四、五職等合於採計為公務人員

A：依教育部本九十三年七月二日台人（三）字第０九三００八三二四０號函規

退休年資之對照標準，並修正表頭名稱為「公營事業人員轉任公務人員補繳曾任年

定，公立學校教職員於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辦理留職停薪借調行政機關

資應繳基金費用計算標準對照表」
，送各機關學校配合辦理在案。

擔任政務人員，於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公佈施行後辦理退職並回任教職或於

基金管理會修正公營事業人員轉任軍、
公、教人員補繳曾任年資應繳基金費用計
算標準對照表

基

金管理會為辦理公營事業人員轉任人員補繳曾任年資應繳
納退撫基金費用事宜，前分別於八十五、八十六年編製並

於八十九年三月修正公營事業人員轉任軍、公、教人員購買曾任年

茲據銓敘部九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部退三字第○九三二三七三三七四號書函規
定略以，請基金管理會刪除公務人員對照表說明二、(四)規定：「公營事業人員最
後所支之薪點對照於公務人員之俸點，其高於轉任後所敘俸點之年資，均以其所敘
之俸點為標準計算應繳之基金費用，其餘年資則依歷任實際所支薪點所對照之俸點
計算之。」，另有關教育人員對照表及軍職人員對照表，請基金管理會洽請主管機

政務人員任內在職亡故者，其所具於九十三年一月一日以後之政務人員年資，
如經政務人員或遺族選擇不領取公提儲金本息，得由服務之行政機關轉送基金
管理機關，按其借調擔任政務人員前所敘學校教職員之薪級及其所補繳政務人
員年資之各該年度待遇標準，對照學校教職員繳費標準換算複利終值之總和，
通知服務之行政機關轉知政務人員或遺族一次繳入學校教職員退撫基金帳戶
後，併計教職員退休、撫卹年資。

關釋示後，再據以辦理。另查公務人員對照表說明二、(三)規定：「公營事業人員
其最後所支之薪點，對照於公務人員之俸點，如低於其轉任後之所敘定俸點，均以
其擬補年資歷任薪點所實際對照本表之俸點為標準計算之。」因與二、(四)互為相
關，爰經基金管理會再建請銓敘部同意併同刪除，並經該部同意在案。
針對銓敘部前開囑咐事項，基金管理會爰擬具教育人員對照表修正初稿及軍職
人員對照表修正初稿，分別函請教育部及國防部表示意見，案經教育部及國防部參

Q：公立學校教職員任職年資超過退休年資採計上限者，
各縣市政府之教育主管機關，應否於退休核定函敘明
未併計退休之新制繳費年資？
A：依教育部九十三年七月十二日台人（三）字第號○九三○○八八八二六函規
定，有關公立學校教職員任職年資超過退休年資採計上限者，其退撫新制施行
後未併計核給退休金之任職（繳費）年資（實際繳費年資扣除已給付退休金之

謀本部人事參謀次長室前開書函同意在案，惟國防部參謀本部人事參謀次長室以軍

新制核定年資），請於退休核定函敘明「○○○未併計退休之新制繳費年資○

官之官階並未包含准尉，建議准尉階部分應予以刪除。有關本次各對照表修正重點

年○月○天，其原自繳之基金費用本息，另由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

說明如下：

會計算，一併發還」，以利基金管理會據以計算發還退休教職員所繳之基金費

(一)公務人員部分：刪除說明二、(三)及二、(四)規定。

用。

(二)教育人員部分：
1. 增訂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人員分類職位第四職等補繳基金年資對照標準（按
第五職等原已有對照標準）
。
2. 修正表頭名稱為「公營事業人員轉任教育人員補繳曾任年資應繳基金費用計
算標準對照表」。
3. 刪除說明二、(三)及二、(四)規定。
(三)軍職人員部分：
1. 增訂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人員分類職位第四、五職等補繳基金年資對照標
準。
2. 修正表頭名稱為「公營事業人員轉任軍職人員補繳曾任年資應繳基金費用計
算標準對照表」。
3. 刪除准尉官階。
4. 刪除說明二、(三)及二、(四)規定。
上開修正對照表均自本函發文日（九十三年九月九日）開始實施，各機關學校
函送之公營事業人員轉任人員補繳曾任年資者，自是日起依新修正對照表辦理。基
金管理會前檢送之相關對照表配合停止適用。

全新的退撫基金財務研究團隊

Ｑ：因病停役人員曾於高級中等（含高職）以上學校修習
且成績合格之軍訓課程及大專集訓年資能否申請補繳
退撫基金費用，以併計退休、撫卹年資？
Ａ：依銓敘部九十三年八月九日部退三字第○九三二三九四四七五號函規定，因病
停役人員之軍訓課程及大專集訓年資，雖未辦理義務役役期之折抵，惟上開年
資得折抵義務役役期，殆無疑義。為與其他曾服現役人員之軍訓課程及大專集
訓年資，得補繳退撫基金費用據以併計公務人員退休年資取得衡平，該部均依
國防部歷次函釋同意是類人員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申請補繳折抵役期之軍訓
課程及大專集訓年資之退撫基金費用，併計公務人員退休年資。復查教育部同
年月十六日台人（三）字第○九三○一○六七三九號書函以，基於公教人員向
為一致規定，教育人員亦比照辦理。
準此，有關因病停役人員申請補繳是類年資之相關規定如下：
（一）因病停役並於九十三年八月十六日以後取得參加本基金資格或復職復薪
者，應於取得參加本基金資格之日或復職復薪之日起三個月內（以機關
學校申請函發文日為準）提出申請。
（二）前揭以外，合於補繳折抵義務役軍職、替代役役期之軍訓課程年資及大
專集訓年資之因病停役現職人員（申請補繳軍訓課程折抵役期年資人
員，需合於八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營或其後徵集服役，並依兵役法
第十六條、兵役法施行法第五十二條規定折抵應徵入伍或替代役期者），

金管理會新任主任委員朱武獻先生自本年六月接任以來，即積極投入並特

基

應於九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以前（依教育部九十三年八月十六日台人三

別注重研究團隊之實際運作情形，研究團隊目前計有六位研究人員，除定

字第○九三○一○六七三九號書函之發文日加計三個月）提出申請。另

時於每日早上８：３０由副主任委員陳文彬先生親自召開投資執行小組會議，就總

於銓敘部及教育部前開函釋前，因病停役人員原已提出申請補繳折抵義

體經濟分析、國際股市、市場動態分析、產業分析、個股研究、訪廠報告、投術分
析、外資投資策略動向、其他法人機構投資動向及未來市場展望等層面提出報告與
投資建議外，並於每週投資策略小組會議（由主任委員或副主任委員召集）中提出

務役軍職、替代役役期之軍訓課程年資及大專集訓年資，惟未經核准
者，請一併於上開期限內重行提出申請。
逾上開期限提出申請者，應依規定加計遲延利息，但自前開規定申請日起已逾
五年者，比照請領退休金之權利經五年不行使而消滅之規定，不得再申請補繳

個股推薦名單、投資組合建議及預期操作利益金額預估等報告，經奉核可後，則交

年資。各參加基金機關（學校）請務必通知所屬因病停役具有補繳前開折抵義

付投資執行小組視股票市場狀況進行交易，以充分掌握獲利先機，並期藉由積極、

務役軍職、替代役役期之軍訓課程年資及大專集訓年資資格人員，儘速提出申

主動之投資佈局操作，達成提昇基金經營績效之最終目標。

請，以維權益。

★ 親愛的讀者，本刊物係採免費贈閱，若您想取消此項服務或對本通訊有任何批評與指教，歡迎來信賜教

理財用心．服務熱心．業務創新

★（E-mail信箱：service@mail.fund.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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