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管理委員
會退休撫卹離職資遣相關業務注意事項
民國 110 年 9 月 30 日修正

壹、辦理原則
一、私立學校於辦理該校教職員之退休、撫卹、資遣及離職案件時，
應於私校退撫儲金管理系統核對申請人之資訊，如個人資訊、
儲金提撥資訊、學經歷等。
二、經核對申請人於私校退撫儲金管理系統之資訊無誤後，私立學
校須以函文檢附退休、撫卹、資遣及離職案件之相關證明文件，
送至儲金管理會（下稱本會）進行審定、核給作業。
三、私立學校教職員已領取離職、資遣給與之年資，嗣後再任公、
私立學校時，不得再行併計為退撫年資，亦不得申請繳回已領
取之年資。
四、辦理退休、撫卹、資遣及離職案件所須文件，私立學校應於私
校退撫儲金管理系統或本會之官方網站下載，交由申請人確認
後親簽。函送案件時，應確實核對申請人填寫於表單之「姓名」
、
「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居留證號」
、
「出生年月日」
，是否與戶籍資
料或身分證明文件相符。
五、辦理退休、撫卹、資遣及離職案件，私立學校函文檢附之相關
證明影本，均須加蓋「與正本相符」及核實人之職章。但存摺
影本不在此限。
六、辦理退休、撫卹、資遣及離職案件，私立學校函文檢附之相關
證明文件，本會於審定後不予歸還。
七、私立學校函送本會之相關證明文件，其年資及職稱均須一致且
不得超編。
八、辦理退休、撫卹及資遣案件之私立學校教職員，為公、私立學
校退休或資遣再任者，應檢附其退休或資遣核定函。
九、私立學校之教師於辦理退休、撫卹及資遣案件時，始得請領公
校未曾核給發之年資。申請人倘有 85 年 2 月 1 日後有公校年資
者，任職學校須向該公校查證，申請人之公務人員退撫基金繳
納情形及請領狀態。
十、專科以上學校校長或教授符合延長服務之規定，於辦理退休時
須檢附歷次延長服務證明。
十一、教育部介派之護理教師請至軍訓處辦理退休。
十二、教職員於申請退休、撫卹、資遣案時，倘有未曾請領之技工
或工友年資，應檢附工友或技工轉任時之薪點證明資料。
十三、案件文件請依序備齊，應以長尾夾等易拔除工具進行裝夾，
勿使用訂書機裝訂或黏貼等難以拆除之方式，進行裝訂。
貳、退休、撫卹、資遣及離職案件之主要文件說明

一、案件函文，私立學校應依下列事項註明相關內容：
(一） 申請人辦理之案件，於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
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之適用條款。
(二） 私立學校辦理退休、撫卹及資遣案時，應於文內敘明案件
當事人（即退休及資遣案之申請人、撫卹案之亡故教職員）
是否為私立學校編制內、專任、合格及有給之人員。
(三） 辦理技工、工友、駐衛警之案件，應敘明勞動基準法之適
用情形。
(四） 案件當事人（即退休及資遣案之申請人、撫卹案之亡故教
職員）取得學歷之求學時間，倘與任職年資重疊，應於函
文敘明重疊原因。
二、任職經歷及相關證明文件，私立學校應依下列事項，協助申請
人填寫並備妥送交本會：
(一） 申請人辦理退休、資遣、撫卹案件時，私立學校應協助申
請人填具事實表，說明如下：
1、申請人僅有私校年資者，填具事實表正本 1 份；申請人
之年資含公校年資，且公校年資皆為 85 年 1 月 31 日前
者，填具事實表正本 1 份；申請人之年資含公校年資，
且公校年跨 85 年 2 月 1 日前後者，填具事實表 1 份。
2、「任職學校」及「職稱」依年資順序接續，須與服務證
明或離職證明一致。
3、案件事實表填寫完畢後，申請人須簽名或蓋章，人事主
管、校長須簽名或蓋章。
(二） 相關身分證明之文件，私立學校應依下列事項，協助申請
人備妥文件送交本會：
1、退休、撫卹及資遣案件時，應檢附申請人或撫卹金領受
人之戶籍謄本或身分證等相關身分證明文件。
2、申請請領離職給與之離職案，應檢附申請人之雙證件影
本，雙證件其中之一須為身分證。
3、資遣或離職案件曾選擇暫不請領之人員倘於年滿六十歲
前亡故，其繼承人應檢附相關領受人之戶籍謄本，向本
會請領尚未核發之私校退撫儲金。
4、外籍人士應檢附護照或居留證。
5、撫卹案件或資遣、離職案件選擇暫不請領之人員，其遺
族為外國籍者，應檢附親屬關係相關證明文件及中文翻
譯本，中文譯文應經駐外單位驗證。
(三） 任用資格證明，私立學校協助申請人備妥以下文件送交本
會：

1、任職期間之所有學歷證明。
2、任職期間之所有教師證書及試用教師證。
3、醫護人員之專業證照。
4、校長職位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備文。
5、專業技術人員應檢附聘用時人事評議委員會會議紀錄，
或相似之證明文件如敘薪名冊等。
(四） 申請人請領年資之服務證明書或離職證明等證明文件，私
立學校應協助申請人註明下列事項後，送予本會進行案件
審定，倘原始證件未符合者，應協助申請人向權責單位申
請重行核發或加註說明：
1、任職期間專任編制內之不同職稱應分段載明。
2、他校之離職證明，應加註是否曾請領本會或公校主管機
關核發之退休、離職或資遣金。
3、申請人曾任職之私立學校倘已廢校者，該離職證明未註
記是否曾領取本會核發之退休金、離職金或資遣費，須
檢附當事人之切結書，聲明未曾領取本會核發之退休、
離職或資遣金。
4、申請人曾任職之公立學校已廢校者，須向該公校之主管
機關查證是否未曾領取退休、離職或資遣金，並檢附查
證相關資料予本會。
三、申請人於填寫「私立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資遣給與領受人
員資料卡及給付收據」
、
「私立學校教職員離職給與領受資料卡」
或「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退撫給與領受人員資料卡」及「領
據」
（公校）時，任職學校應依下列說明核實無誤後送交本會：
(一） 申請人於辦理離職案時，應填寫「私立學校教職員離職給
與領受資料卡」1 份。
(二） 申請人於辦理退休、撫卹、資遣案件時，應填寫「私立學
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資遣給與領受人員資料卡及給付
收據」1 份。
(三） 「私立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資遣給與領受人員資料
卡及給付收據」、
「私立學校教職員離職給與領受資料卡」
或「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退撫給與領受人員資料卡」應
確實填寫金融機構存簿之總代號、分支代號及帳號。(分
支代號與分行別為不同之代號，請查明後填寫正確)，並
黏貼存摺封面影本，該影本應確認清晰無誤。
(四） 外籍人士須檢附在台灣之金融機構帳戶存摺影本。
(五） 辦理退休、撫卹、資遣案件時，倘申請人欲請領公校年資
者，應檢附之「私立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資遣給與領
受人員資料卡及給付收據」
、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退撫
給與領受人員資料卡」及「領據」（公校），說明如下：

1、公校年資皆為 85 年 1 月 31 日前者：
「私立學校教職員工
退休/撫卹/資遣給與領受人員資料卡及給付收據」2 份、
「領據」（公校）1 份
2、公校年資為 85 年 2 月 1 日後：
「私立學校教職員工退休
/撫卹/資遣給與領受人員資料卡及給付收據」1 份、
「公
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退撫給與領受人員資料卡」1 份、
「領據」（公校）1 份。
3、公校年資跨 85 年 2 月 1 日前後者：「私立學校教職員工
退休/撫卹/資遣給與領受人員資料卡及給付收據」2 份、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退撫給與領受人員資料卡」1
份、「領據」（公校）2 份。
4、「領據」（公校）須蓋上最後服務學校之大章。
5、「領據」（公校）之金額及日期欄應保留空白。
參、退休案件
一、退休案之申請，私立學校須協助申請人，備妥學校公文、事實
表、任職經歷及相關證明文件、考核證明書（近三年）
、學歷證
書影本及教師證書影本(各級教師證書)送交本會審定。
二、申請人辦理退休案件，其私校年資超過 30 年以上，且有連續任
教公私立學校 20 年之資歷，而符合增加基數規定者，私立學校
應於公文、服務證明或其它相關之證明文件敘明。
三、申請人須檢附一吋照片 1 張(技工、工友、駐衛警應免附)，浮
貼於 A4 白紙上並註明校名、姓名、出生年月日、職稱及退休
生效日。
四、申請人未曾請領之私校年資，新舊制合計逾 15 年者，得填具退
休給與選擇書 1 式 2 份，選擇一次給付或定期給付，選擇定期
給付者，應於選擇書勾選年金保險或分期請請。
五、申請人欲辦理分期請領者，應填具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金與資
遣給與分期請領申請書。
肆、撫卹案件
一、撫卹案之申請，私立學校須協助申請人，備妥學校公文、事實
表、任職經歷及相關證明文件、考核證明書（近三年）
、學歷證
書影本、教師證書影本(各級教師證書)、亡故教職員之死亡證
明書（除戶資料亦可）
、教職員遺族領受人系統表及教職員遺族
領卹代表同意書送交本會審定。
二、亡故教員之私校年資超過 30 年以上，且有連續任教公私立學校
20 年之資歷，而符合增加基數規定者，應於公文、服務證明或
其它相關之證明文件註明。
三、撫卹案之教職員遺族領卹代表同意書，須全體領受人簽名蓋章。
四、亡故教職員未曾請領之私校年資，新舊制合計逾 15 年者，得填
具撫卹給與選擇書 1 式 2 份，選擇一次撫卹金或年撫卹金。

伍、資遣案件
一、資遣案之申請，任職學校須協助申請人，備妥學校公文、事實
表、任職經歷及相關證明文件、考核證明書、學歷證書影本及
教師證書影本(各級教師證書)及資遣給與選擇書送交本會審
定。
二、任職學校於辦理教師之資遣案，須檢附主管機關核准文。
三、任職學校於辦理職員資遣案，須檢附人事評議委員會會議紀錄
(如無人評會，則以全校性行政會議代之)。
六、申請人辦理資遣案，其私校年資超過 30 年以上，且有連續任教
公私立學校 20 年之資歷，而符合增加基數規定者，任職學校應
於公文、服務證明或其它相關之證明文件敘明。
四、資遣人員得選擇領取或不領取資遣給與之私校退撫儲金部份，
選擇經本會核定後不得以任何理由請求變更。選擇暫不領取者，
於年滿 60 歲之日起，本會將函請最後服務學校，通知領回未領
取之資遣給與本息，或得準用相關規定辦理年金保險。
五、經領取之資遣年資，嗣後當事人再任公、私立學校時，該部分
年資不得再行併計退撫年資，亦不得申請繳回已領取之資遣給
與。
六、申請人欲辦理分期請領者，應填具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金與資
遣給與分期請領申請書。
陸、離職案件
一、離職案申請人之離職金得選擇領取或不領取，該選擇經本會核
定後不得以任何理由請求變更。選擇暫不領取者，於年滿 60 歲
之日起，本會將函請最後服務學校，通知領回未領取之離職給
與本息，或得準用相關規定辦理年金保險。
二、非在職教職員於年滿 60 歲後，倘有未曾選擇之私校年資者，本
會將於其年滿 60 歲之日起，函請最後服務學校，通知領回其未
選擇之私校年資。
三、選擇暫不請領離職金之離職案件，任職學校須協助申請人，備
妥學校公文、離職給與選擇書正本及私立學校教職員離職給與
領受資料卡，函送本會予以審定。
四、選擇請領離職金之離職案件，私立學校須協助申請人，備妥學
校公文、離職給與選擇書正本、離職給與申請書正本、請領年
資之離職證明書、學歷證書影本、教師證書影本(各級教師證書)
及私立學校教職員離職給與領受資料卡，送交本會予以審定。
五、經領取之離職年資，嗣後再任公、私立學校時，該部分年資不
得再行併計為退撫年資，亦不得申請繳回已領取之離職給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