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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四地養老保險可携性政策研究 

香港研究報告 

引言 

香港的退休保障制度在兩岸四地中最為獨特。大陸、台灣及澳門均設有需要繳費

的固定給付退休保障計劃。香港的主要退休保障制度為無需繳費的社會保障制度

及公務員退休金。而需要繳費的則主要採取基金累積制的個人賬戶計劃。由於並

無繳費式的社會保險退休制度，因此可携性的問題與其餘三地不同。外地僱員，

無論打算在港永久居住與否，都享有個人賬戶的所有權益，只是領取時間有所限

制。港人到三地就業時在當地的繳款及有關賬戶均不能轉到香港的退休賬戶內。 

致於在退休時能否享受三地的退休給付則要視乎當地的安排。大致而言，僱員與

當地公司簽約，便需參與繳費。但退休能否領取固定給付的退休金，則三地有所

不同。不過，由於香港的有關退休繳款偏低，僱主如需派員到三地工作，盡可能

都會保留香港的僱傭合約，僱員只需參加港方的退休計劃。因此並無可携性的問

題。不過隨著更多港人自行到三地尋找工作機會，長遠而言，如無可携性的政策，

便不利於勞動人口的流動。 

 

香港推動和研究退休制度可携性的團體不多。近年主要有香港工會聯合會推動在

大陸退休的港人可無需居港便可領取高齡津貼（即俗稱生果金）。工聯會亦有為

已移居香港的國內居民，而在移居前已繳滿十五年養老保險金的長者爭取領取基

本養老金。近年國內多地亦已有相關安排。不過如參保時本身是香港居民，則一

般無法領取基本養老金。參保人士只能取回個人賬戶內的養老金，不過數額比基

本養老金少得多。政府方面，目前亦主要為在國內廣東及福建省退休而符合領取

社會保障的港人提供方便，使他們無需回港便可領取有關社會保障金額。估計政

府會續步將有關計劃擴展致其他省份，並將新設的長者生活津貼也提供相關安排。

除此以外，則未聞社會團體及政府部門對退休保障可携性的問題作出研究和推

動。 

香港狀況 

香港退休保障制度簡介 

香港的退休保障制度主要為零支柱的社會保障制度，主要保障計劃包括綜合社會

保障援助（簡稱「綜援」），及統稱為「社會福利金」項目的高齡津貼（俗稱「生

果金」）和今年開始實施的長者生活津貼（簡稱「長生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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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取「綜援」和「長生津」均必須接受入息和資產審查，自從推行了「長生津」

後，「生果金」便成為完全無需審查的計劃，所有七十歲合乎居留條件的長者都

可每月領取「生果金」。 

 

「綜援」是香港的安全網，與大陸「低保」性質一樣，為受助人提供基本的生活

金額及其他相關津貼。目前受惠人為四十多萬，當中六十歲以上長者佔一半左右。

「長生津」則為 65 歲或以上低收入及資產不多的長者提供生活津貼，金額為每

月二千二百元。金額比長者領取「綜援」的基本金額三千多元稍低。不過領取「綜

援」可同時獲得其他津貼如房屋、醫療、電話費用等津貼，而「長生津」則完全

沒有。當然，申請「長生津」的入息及資產審查較寬鬆。「生果金」則為七十歲

以上不願意申請或不符合「綜援」及「長生津」申請資格的長者提供每月一仟一

百多元的津貼。「長生津」的申請仍在辦理中，政府估計約有 40%的長者會領取

此津貼。實施「長生津」後，領取「生果金」的長者人數預計為 65 歲或以上的

長者的 16.2% 左右。此年齡的長者領取「綜援」者約佔 16.2%左右。三者合共

接近適齡長者的四份之三（71.1%）。其餘另有約 6.9%的長者則領取不設入息及

資產審查的傷殘津貼（每月為 1450 或 2900 元，視乎傷殘程度而定，當然長者如

符合資查可改為申請「綜援」或「長生津」，但不能同時領取「綜援」、「長生津」

或「生果金」）。有關各項目的申領人數及每月領取金額見下表﹕ 

 

 

 2013/14 

65 歲或以上長者（總人數為 101.8 萬） 每月金額 (港幣) 

 預計領取人數 百份比 

「綜援」 164,637 16.2% 3,500*元 

公共福利金    

「長生津」 407,000 40.0% 2,200 元 

「生果金」** 152,000 14.9% 1,135 元 

傷殘津貼 65,000 6.9% 1,450/2,900**元 

*不包括房屋津貼；**70 歲或以上才能領取 ;普通傷殘津貼為 1,450 元，高額傷殘津貼為

2,900 元 

 

香港退休保障的第一支柱為公務員及司法人員的退休金（俗稱「公務員長俸」）。

這計劃為 2000 年 6 月前受聘的公務員提供每月領取的長俸。長俸與最後月薪掛

鈎，退休後終身領取。目前有近十二萬退休公務員領取。人數在未來數十年不斷

增加。2013/14 預計開支為 250 億元，比零支柱的估計 210 億元更多1。 

 

第二支柱為強制性公積金（簡稱「強積金」）及職業退休保障計劃。強積金於 2000

                                                      
1 2013/14 年財政預算案預算 http://www.budget.gov.hk/2013/chi/pdf/chead120.pdf 

http://www.budget.gov.hk/2013/chi/pdf/chead1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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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實施是由政府強制僱主為僱員開設的私人基金投資計劃。計劃由雙方每

月供款合共入息的百份之十。計算供款人息設上、下限，目前有二百五十多萬僱

員及自僱人士參與，有 19 間私人信托公司提供 41 個計劃讓僱主為僱員選擇。目

前強積金累積資金總額（Net Asset Value, NAV）為 4,553.3 億元（當中包括僱員

自願增加的額外供款）。職業退休保障計劃多為在推出強積金前已設立的私人退

休計劃，當中主要為公積金計劃，僱主承擔的供款比例較高。從事教育及社會服

務機構的舊制顧員多參與這些計劃。目前總共有四十多萬人是這些計劃的成員，

積資金總額為 2,615.5 億元。2 

 

強積金計劃是完全可携的。員工轉換工作時，可全數將累積資金轉移到新僱主為

其開立的新強積金賬戶。僱員亦可將舊有賬戶保留，待退休時提取。 

 

退休長者跨境領取「綜援」及「生果金」的安排 

香港退休保障制度的零支柱主要為香港居民而設，而且在申請時必須是居港七年

的永久居民，成功申領後，每年亦有要大部份時間在港居住。由於很多長者退休

後回鄉生活，於 1997 年政府在「綜援」計劃下設立廣東計劃及於 2005 年擴展，

進一步設立福建計劃，讓長居兩省的六十歲或以上長者可領取「綜援」。今年政

府進一步為長居廣東省的長者安排高齡津貼的廣東計劃，讓居於廣東省的七十歲

或以上長者亦可領取「生果金」。新計劃「長生津」則暫未有類似安排。本地領

取「綜援」及社會福利津貼的長者每年須在港居住最少 300 日。跨境退休計劃的

申請人，每年要向香港駐當地辦事處登記，以確實申領人仍然在生。 

 

至於已移民的長俸制退休公務員，仍可如常每月領取長俸，但仍須按要求證明仍

然在生。 

 

海外來港工作僱員的安排 

海外僱員持工作簽証來港工作少於十三個月（外籍家庭傭工無須參加強積金計劃）

或在海外已參加退休金計劃，便可以獲得豁免，不用參加強積金計劃。由於強積

金計劃全為個人賬戶，累算權益全屬僱員的個人資產，一般到 65 歲時可全數取

出。不過海外僱員如打算離港以後不再回來工作，便可申請全數領取累算權益。

不過若之後又再來港工作，新累積的資金必須在 65 歲時才可取出。但如果海外

僱員為港人移民，但仍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則不獲任何豁免，必須參加強

積金供款。 

 

                                                      
2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統計摘要 2013 年 3 月 

http://www.mpfa.org.hk/eng/information_centre/statistics/mpf_schemes_statistical_digest/files/Mar
%202013%20Issue.pdf 

http://www.mpfa.org.hk/eng/information_centre/statistics/mpf_schemes_statistical_digest/files/Mar%202013%20Issue.pdf
http://www.mpfa.org.hk/eng/information_centre/statistics/mpf_schemes_statistical_digest/files/Mar%202013%20Issu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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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僱主強制性供款或僱員本身供款部份的累算權益，毋須繳納薪俸稅。至於源

自僱主自願性供款部份的累算權益，如果是在僱員退休、喪失工作能力或身故時

發放，毋須繳納薪俸稅；但如果是在僱員離職時發放，則須就超出稅務條例有關

「合乎比例利益」的款額課稅，如僱員已服務滿十年則可全數免稅。 

 

港人被派往外地的強積金供款安排 

港人被派往外地，若僱員的僱傭合約仍與在港僱主簽訂，有關僱主及僱員必須繼

續為強積金戶口供款。但如果被派駐外地的僱員在當地重新簽約，則無須再為強

積金供款。 

 

港人在中國大陸、台灣及澳門的情況 

中國大陸 

中國的養老金制度沿著城鎮與農村兩條路線發展，現行城鎮養老保險體系是由三

個層次的養老保險計劃組成，第一層為由政府主導並負責管理的基本養老保險，

包括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城工保」）、機關事業單位人員退休保障，以及城

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城居保」）；第二層為由企業自主發展的企業年金（原稱

補充養老保險），團體或個人自願購買的商業性人壽保險則構成第三層次。 

 

一般在職人士所參與的為「城工保」，所有僱主都要為正規就業的職工參加保險。

按「社會保險法」的要求僱主須為僱員作出繳款，繳款率為工資的 20%左右（包

括養老及醫療等保險），各省市稍有不同，此部份繳款稱為社會統籌部份。供款

金額由地方政府統籌，職工到達退休年齡時可按月領取養老金，終身領取。金額

與當地職工平均工資、個人工資與及供款年期掛鈎。此部份養老金稱為基礎養老

金。另外職工亦須每月按工資的 8%繳款。款額記入個人賬戶，到退休時將個人

賬戶儲存額除以發放月數（如 120 個月，視乎年齡而定），按月發放。這部份稱

為個人賬戶養老金。每月與基本養老金一起發放，兩部份合稱養老金。 

 

香港居民到國內工作並與國內註冊企業簽約，有關企業便須替他／她參保。但根

據 2005 年「台灣香港澳門居民內地就業管理規定」，由企業調派往內地工作的台

港澳人士，如果沒有簽訂內地的勞動合約，便毋須繳交社會保險。一般來說僱員

在內地終止僱員身份時可一次性提取個人賬户儲存額，社會統籌部分的情況較含

糊，部份城市容許港澳台居民供款年期符合十五年的要求，便可領取養老金，但

要按規定按年提交仍然生存的證明。 

 

港人到國內長期工作的人數不詳，按香港統計處 2010 年發表的 57 號報告書的資

料顯示，2010 年 7 月至 9 月進行的住戶訪問期間，推算有十七萬五千人曾在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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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前一年在國內工作，而絶大部份仍須回內地工作 （十七萬人）。這數目不包括

訪問期間在國內工作的人士。報告亦反映有關人數已從 2004 年廿四萬人的高峰

回落。不過，訪問期間正在國內工作的人士有否增減則無法估計。這些在國內工

作的人士，有多少參與「城工保」甚或領取養老金則不得而知。 

 

有關港人在國內工作參保及退休的具體情況如下﹕ 

 

1) 內地有關養老保險供款的規定 

 居住及工作年期規定 

2005 年發佈的「台灣香港澳門居民內地就業管理規定」訂明在內地工

作的台港澳人員如與內地公司簽訂勞動合同，便需要繳付社會保險金，

但沒有說明領取養老金的規定。具體安排由各地方政府負責單位規定，

據我們從香港工會聯合會方面了解，很多地方政府並未就有關規定訂出

相關指引。深圳則將港人按人按外籍人士有關規定作出安排，不過其他

廣東地方則暫無明確指引。一般來說僱員在內地終止僱員身份時可一次

性提取個人賬户儲存額，社會統籌部分的情況較含糊，近年部份城市容

許已移居港澳台及已供款十五年的原戶籍居民（不過移居香港成為港人

後已取消原戶籍），領取養老金，但要按規定按年提交仍然生存的證明。 

 強積金供款安排 

在內地工作的港人分為兩種，一是與在香港註冊的公司簽約，被派往內

地工作；二是與在內地註冊的公司簽約而在內地工作。如屬前者，僱主

需安排僱員參加強積金計劃，但後者則不受此限。不過由於內地社會保

險供款比例高，而且僱員將來亦很難獲得有關的基本艱老金，所以香港

僱主一般都不會為派駐內地的香港僱員在內地簽訂僱員合約。 

 僱傭合約訂立地對養老保險供款安排之分別 

根據「台灣香港澳門居民內地就業管理規定」，由企業調派往內地工作

的台港澳人士，如果沒有簽訂內地的勞動合約，便毋須繳交社會保險。 

 支薪地對養老保險供款安排之分別 

「台灣香港澳門居民內地就業管理規定」只說明受僱於在內地註冊登記

的僱主之僱員須為社會保險金供款，沒有簽訂內地的勞動合約的則毋須

繳交社會保險。沒有對支薪地安排加以規定。 

 僱員和自僱人士的分別 

「社會保險法」第 60 條規定，無僱主的個體工商戶、未在用人單位參

加社會保險的非全日制從業人員以及其他靈活就業人員，可以直接向社

會保險費徵收機構繳納社會保險費。。 

 

2) 退休前離開內地之提取養老金安排 

一般來說港人僱員在內地終止僱員身份離境時可取消賬户，一次性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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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賬户儲存額，不包括社會統籌部分。也有地方如天津市和東莞市採

取較彈性做法，港澳台僱員在離境時，其社會保險個人賬户可予以保留，

再次前往內地時可繼續使用。 

3) 退休後提取養老金安排 

港人僱員在內地終止僱員身份而回港時可取消賬户，一次性提取個人賬

户儲存額，不能享有社會統籌部分的待遇。按「國務院辦公廳關於轉發

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財政部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關係轉移接續

暫行辦法的通知」（國辦發〔2009〕66 號）規定，養老金領取的總原則

是「戶籍優先」- 養老金由領取人的戶籍所在地支付。因港人在內地一

般並沒有任何地方户籍，因此退休後在內地也應未能領取養老金，除非

能透過當局運用的酌情權批准入籍內地。不過，要獲取國內戶籍，申請

人必須放棄其他國家及地區的居留權，而香港並沒有放棄港人身份的程

序，因此暫未得悉有成功案例。而且退休人士獲取地方戶籍會同時獲得

有關地方的福利，一般地方政府都極為審慎。 

 

 

澳門 

澳門的社會保障制度中的「養老金」及其他退休保障福利（「敬老金」及「自願

性公積金」）只為澳門永久居民而設。僱主聘用外地僱員，仍須就每名實際受聘

的外地僱員向社保基金繳納聘用費。每名外地僱員每月澳門幣 200 元（本節同），

全數由僱主支付（僱員無需繳款），但外地僱員無論工作多久，都不能領取「養

老金」及其他退休福利。不過，如外地（包括香港）獲聘人所具備的學歷、專業

資格及經驗被視為特別有利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管理人員及具備特別資格的技

術人員，可申請成為澳門居民。如成功的話可獲得「居留許可憑單」（即「居留

憑單」），並辦領澳門居民身份證；在澳門通常居住連續七年以上便可申請成為澳

門永久居民。以澳門居民身份成為僱員，退休時如已在澳門通常居住至少 7 年或

成為永久居民便可領取「養老金」及其他退休保障福利。 

 

1) 澳門有關養老保險供款的規定 

 居住及工作年期規定 

《社會保障制度》法例訂明旨在為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提供基本的社會

保障，特別是養老保障。具僱傭關係的僱員及僱主需向社會保障基金進

行強制性供款（僱主 30 元，僱員 15 元，僱主可從僱員之工資中扣除僱

員應繳納之供款），而符合法律規定的其他居民3可自行申請登錄任意性

制度進行供款(每月澳門幣 45 元)。 

                                                      
3 1. 與僱主為配偶關係或具事實婚姻關係或同膳宿且屬第二親等內親屬的僱員；2.  根據學徒培訓合同或

融入就業市場的職業培訓制度建立關係的僱員；3.  已在退休及撫卹制度登記的在職公共行政工作人員；

4.  其他成年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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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積金個人帳戶》於 2012 年 10 月 15 日生效。設立公積金個人帳戶

旨在處理由公帑向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居民作出的撥款(包括鼓勵性基

本款項及預算盈餘特別分配)。鼓勵性基本款項為一項單一的金錢給付，

金額為澳門幣一萬元。 

 

第 6/99/M 號法令《設立私人退休基金之新法律制度》，通過稅務優惠，

鼓勵私人企業設立退休金制度。僱主有權決定其退休金計劃內的規條。

包括計劃的種類(確定供款/確定利益/綜合計劃)、供款方式(供款式-僱主

及僱員共同供款；非供款式-僅由僱主供款)、供款率。僱員獲僱主批准

後，便可參加。並根據僱主所訂定的規例提取退休金權益。 

 

 強積金供款安排 

在澳門工作的港人分為兩種，一是與在香港註冊的公司簽約，被派往澳

門工作；二是與在澳門註冊的公司簽約而在澳門工作。如屬前者，僱主

需安排僱員參加強積金計劃，但後者則不受此限。 

 

 僱傭合約訂立地對養老保險供款安排之分別 

《社會保障制度》及《公積金個人帳戶》分別為澳門居民及澳門永久居

民提供保障。赴澳工作人士一日未取得澳門居民身份，便不能參與此兩

項福利。 

 

私人退休金制度由澳門私人企業僱主建立，赴澳工作人士受聘的公司如

已建立私人退休金計劃，僱員在獲得僱主批准後便可參加。供款安排乃

根據僱主所訂的規例。 

 

 支薪地對養老保險供款安排之分別 

外地僱員在未獲澳門居民身份前不合資格參加社會保障或開立公積金

個人帳戶。 

 

《設立私人退休基金之新法律制度》沒有對支薪地安排加以規定。但《聘

用外地僱員法》規定外地僱員報酬的支付，僅可存入以僱員名義開立的

澳門特別行政區銀行帳戶。故獲僱主批准參加私人退休金計劃的外地僱

員只可以在澳門支薪。而供款安排則根據僱主所訂定的規例 

 

 港人僱員入籍當地的可能性 

根據《聘用外地僱員法》獲聘往澳門工作的港人可申請「外地僱員身份

認別證」。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及居留權法律》，以非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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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身份在澳門逗留，不屬在澳門居住。故此，持「外地僱員身份認別

證」港人僱員，不論在澳門工作的年期多久，也不會獲發澳門居民身份

證。 

 

港人透過《投資者、管理人員及具特別資格技術人員臨時居留制度》申

請澳門居留許可而獲批者，可憑「居留許可憑單」辦領澳門居民身份證。

而在澳門通常居住連續七年以上可申請成為永久性居民。 

 

 僱員和自僱人士的分別 

《社會保障制度》規定具僱傭關係的僱員及僱主需向社會保障基金進行

強制性供款。而自僱人士可自行申請登錄任意性制度進行供款。 

社會保障基金負責為所有年滿 18 歲的澳門居民開立《公積金個人帳戶》，

不論僱員或自僱人士，市民無需辦理任何手續。 

私人退休金計劃的參與法人為向退休基金提供資金的企業。只有受聘於

已建立私人退休計劃的企業的僱員方可有機會參與。 

 

2) 退休前離開澳門之提取「養老金」安排 

私人退休金計劃的參與者由僱主訂定的規例決定提取退休金權益的安排。

僱主可訂立以下情況作為僱員領取金錢給付的條件，包括：年老退休、

提前退休、死亡、長期無工作能力、患嚴重疾病、長期失業、永久離開

澳門特別行政區、終止僱傭關係、其他獲澳門金融管理局批准的清況 

 

一般而言，《社會保障制度》及《公積金個人帳戶》均須在年滿 65 歲時

方可提出申領。 

 

3) 退休後提取「養老金」安排 

申請《社會保障制度》「養老金」者須年滿 65 歲，在澳門通常居住至少

7 年，及已向社會保障制度供款最少 60 個月。而申請人必須提供澳門

居民身份證、載有住址的文件，以及申請人的個人或聯名的澳門幣銀行

帳戶資料。在居住年期方面施加的限制，使養老金申請人在達到法定申

請年齡前已屬合資格領取澳門永久居民身份人士。只是，申請人不一定

要選擇申請永久居民身份證才可申領養老給付。 

 

《公積金個人帳戶》擁有人於年滿 65 歲方可提取其帳戶所記錄的全部

或部分款項，但每年只可以申請提取一次。 

 

參加私人退休金計劃者，依僱主訂立的規例提取權益。在任何情況下，

僱員將可領取自己供款部分的 100%，而僱主供款部份的既得利益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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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將根據僱主所訂的退休金計劃所規限。 

 

台灣 

 

台灣的退休保障主要為一般市民及就業人士而設的「國民年金保險」（簡稱「國

民年金」、「勞工保險」（簡稱「勞保」）、「勞工退休金」（簡稱「勞退」）等項目及

為軍公教人員而設的退休計劃。由於國民年金主要為台灣非在職人士而設的供款

保障計劃，外地在台就業人士不會參與。「勞退」則只為本國籍勞工而設、所以

亦不包括外籍勞工，軍公教人員的退休計劃亦不適要於外籍勞工，因此只有「勞

保」一項可供外籍勞工參與。除非外籍勞工成功申請入籍台灣，否則都不可以參

加前幾項退休計劃。  

 

一般到台工作的人士都是透過《就業服務法》前往台灣工作。他們需要由台灣的

僱主向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申請工作許可。並以僱主為投保單位，參加勞保。由於

香港居民亦須透過台灣公司申請入台工作及作為投保單位，即使他已受聘於香港

公司，期後借調或派往台灣分公司工作，仍必須直接與在台灣註冊的分公司簽署

合約。因此亦須參與「勞保」供款。 

 

除少部份工種設有總簽約年限，其他外籍勞工供款十五年或以上便可按月領取年

金給付。而供款少於十五年者則可以申領老年一次金給付。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

則第 94 條亦有規定：「依本條例規定請領年金給付，未於國內設有戶籍者，應檢

附身分及相關證明文件，並應每年重新檢送保險人查核。」 

 

有關外籍人士到台灣工作參保的詳情如下﹕ 

 

 

1) 台灣有關養老保險供款的規定 

 居住及工作年期規定 

國民年金及勞退均為台灣籍國民而設的保障。國民年金保險者，於年滿

65 歲時，不論國保年資有幾年，均可請領老年年金給付。 

 

勞退為台灣籍勞工而設，勞工年滿 60 歲，工作年資滿 15 年以上者，得

請領月退休金；而工作年資未滿 15 年者，則請領一次退休金。 

 

在台灣工作的勞工，包括外國籍員工均為《勞工保險條例》下強制保險

的被保險人。香港僱員參加勞保，在達法定年齡(2017 年前為 60 歲，期

後逐歲增加至最高 65 歲)，保險年資合計滿 15 年者，得請領老年年金

給付；而保險年資合計未滿 15 年者，得請領老年一次金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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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積金供款安排 

在台灣工作的港人大致可分為兩種，一是與在香港註冊的公司簽約，被

派往台灣工作；二是與台灣當地公司簽約而在台灣工作。如屬前者，僱

主需安排僱員參加強積金計劃，但後者則不受此限。 

 

 僱傭合約訂立地對養老保險供款安排之分別 

根據《就業服務法》外國人需經僱主向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申請許可後，

始得在台灣地區工作4。而據《勞工保險條例》的規定，勞工應以其僱

主或所屬團體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

所以，港人赴台工作，須與當地註冊的公司簽訂聘僱契約並參加勞保。 

勞保分為普通事故保險及職業災害保險，而老年給付由普通事故保險承

保。普通事故保險費由被保險人負擔 20%，投保單位負擔 70%，其餘

10%由政府負擔。 

 

國民年金適用於年滿 25 歲、未滿 65 歲，在台灣設有戶籍者，且沒有參

加勞保、農保、公教保、軍保的國民。2013 年起月投保金額為 17,280

新台幣，保險費率為 7.5%，由被保險人及政府負擔(比率如下表)。國民

年金不涉及僱傭合約問題。 

 

被保險人補助身分 被保險人自付比率  

(每月自付金額) 

新台幣 

政府負擔比率  

(每月負擔金額) 

新台幣 

一般民眾 60%(778元) 40%(518元) 

低收入戶 0 100%(1,296元) 

所得未達一

定標準者 

未達當年度最低

生活費 1.5倍 

30%(389元) 70%(907元) 

未達當年度最低

生活費 2倍 

45%(583元) 55%(713元) 

身心障礙者 重度以上 0元 100%(1,296元) 

中度 30%(389元) 70%(907元) 

輕度 45%(583元) 55%(713元) 

 

                                                      
4根據《就業服務法》僱主聘僱外國人工作須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但有下列情形之一，不

須申請許可： 

一、各級政府及其所屬學術研究機構聘請外國人擔任顧問或研究工作者。 

二、外國人與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且獲准居留者。 

三、受聘僱於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大學進行六個月內之短期講座、學術研究經教育部認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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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退適用於台灣籍勞工，一般而言僱傭合約於當地簽訂，供款率由僱主

負擔提繳不得少於勞工每月工資 6%。勞工則可自願提繳不高於 6%的

工資。而實際從事勞動之僱主則可自願提繳。款項存在勞工的個人退休

專戶中。勞工所享的退休金主要為退休金專戶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退

休金的投資收益設有最低保證，不得低於當地銀行 2年定期存款利率，

如有不足由國庫補足。 

 

 支薪地對養老保險供款安排之分別 

受聘在台灣地區工作的勞工（國民或外國籍員工）依法均須參加勞保，

保險費透過當地公司向勞公保險局繳納。有關法例對支薪地並無特別說

明。 

 

 港人僱員入籍當地的可能性 

根據「香港澳門居民進入台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第十七及三十

條，一般而言港人透過《就業服務法》經僱主申請進入台灣工作者只可

於當地居留，但不能申請入籍台灣定居。 

 

具特殊或專業能力、財富的港人可依據「香港澳門居民進入台灣地區及

居留定居許可辦法」第十七條自行提出申請在台灣地區居留5，但需持

有台灣戶籍者作保證人。由此申請得台灣居留證的港人，於連續居留滿

一年或連續居留滿二年且每年居住 270 日以上，可申請定居並登記戶籍。

從而可參與國民年金、勞工退休金、及勞工保險的保障 

 

 僱員和自僱人士的分別 

港人如根據《就業服務法》由僱主申請往台灣工作，只能透過僱主以僱

員身分參加勞保。 

 

根據「香港澳門居民進入台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申請得台灣居

留的港人，如受僱則透過僱主參加勞保。如自僱，依《勞工保險條例》

第六條第一項第七款在台灣實際從事本業工作並以所獲報酬維生之無

一定僱主勞工或自營作業者，可由所屬本業職業工會申報參加勞工保險。

如港人於台灣設立事業並成為僱主，《勞工保險條例》第八條第一項第

三款，實際從事勞動之僱主，應與其受僱員工，以同一投保單位參加勞

工保險 

                                                      
5「香港澳門居民進入台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第十七條第三款，在特殊領域之應用工程

技術上有成就者；第四款：具有專業技術能力，並已取得香港或澳門政府之執業證書或在學術、

科學、文化、新聞、金融、保險、證券、期貨、運輸、郵政、電信、氣象或觀光專業領域有特殊

成就者；五款：在臺灣地區有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之投資；六款：匯入等值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

並存款滿一年；七款：在國外執教、研究新興學術或具有特殊技術與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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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退休前離開台灣之提取養老金安排 

國民年金的法定申請年齡為 65歲，而勞退及勞保的法定申請年齡於 2017

前為 60 歲，期後逐步增加至最高 65 歲。港人須於達到法定年齡時提出

申請。 

 

3) 退休後提取養老金安排 

國民年金被保險人年滿 65 歲即可請領老年給付，符合條件者可按月獲

發老年年金至死亡止。年金只能匯到申請人指定的台灣境內金融機構帳

戶或郵局帳戶。 

 

參加勞退勞工年滿 60 歲(2017 年後逐步增加至最高 65 歲)，工作年資滿

15 年以上者，得請領月退休金。但工作年資未滿 15 年者，則請領一次

退休金。請領月退休金者，定期發給之退休金為勞工個人之退休金專戶

本金及累積收益，依據年金生命表，以平均餘命及利率等基礎計算所得

之金額。一次領取者則為勞工個人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申請

人如僑居外國，可透過台灣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外交部

授權機構請領勞退金。月退休金可滙入申請人指定的台灣境內或其他國

家的申請人個人帳戶內。 

 

勞保方面，一般而言被保險人年滿 60 歲(2017 年後逐步增加至最高 65

歲)，保險年資合計滿十五年者，請領老年年金給付。而保險年資合計

未滿十五年者，請領老年一次金給付。年金給付會匯入申請人指定的金

融機構帳戶。在台灣或其他地方均可，唯匯至台灣以外地方，申請人需

額外負擔滙款手續費，並需承受滙率風險。 

 

總結 

目前，港人到大陸、台灣和澳門工作，如與當地僱主簽約，都需要在當地參保，

除澳門全數由僱主繳交社保供款外，大陸和台灣都會由僱主及僱員共同繳款。在

澳門就業，除了僱主提供的個別退休計劃（如在大學工作），政府統籌的退休保

險不會惠及外地僱員。在大陸，情況有點複雜，個人賬戶部份，可在離職時一次

過領取，但由僱主供款的社會統籌部份，由於設有最低繳款年限（十五年），大

部份港人都無法享受。就算繳款滿十五年，也不肯定能在退休時領取基本養老金，

視乎各省市的有關安排。台灣方面則比較合理，參與勞保十五年以上，可按月領

取退休金，不足者則可領取一次過的退休款項。總結而言，由於目前大部份港人

都不會長期在三地工作，因此在澳門和大陸工作，基本上不會獲得政府任何退休

保障。台灣安排較好，可以領取一次過的退休金，當中包括僱主的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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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地就業時，如果與當地僱主重新簽約，就算該僱員原先是由香港僱主派往三

地的，也無需在香港作強積金供款，因此香港僱主原應繳交百份之五的強積金供

款也會喪失。除非到外地工作的工資或待遇較高，否則對僱員會造成不利。 

 

對僱員來說，最理想是可按供款年期獲得工作當地所提供的退休保障。例如在澳

門，僱主已為他們在社保基金供款，僱員應可按供款年期，享受退休保障。但由

於澳門的養老金，政府承擔很多，如果要為外地勞工提供相同的補貼，相信十分

困難。較為合理的安排是僱主為外地勞工設立約滿酬金，讓僱員離職時，也可有

多一份保障。在大陸工作的香港僱員，如能一次性領取社會統籌部份的全部或部

份僱主供款。保障會比只能領取個人賬戶累計金額為佳。另外，大陸由中央部門

訂立的規定和指引都要在地方訂立相關規定才能執行，這會令流動性較高的外地

僱員在轉換工作地區時，因地方政府未訂出相關政策而失去有關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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