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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468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6年4月26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0654 號

案由：本院委員李彥秀等 16 人，有鑑於我國少子化趨勢持續加重，
新生兒出生率已屬全球倒數前三名，勞動人口每年減少人口
老化速度增加，導致勞工保險基金收支失衡日益嚴重，勞工
保險基金之改革勢在必行，故擬具「勞工保險條例第十四條
、第五十八條之一及第六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針對投保
薪資上限規定、年金給付下限以及政府撥補責任等規定進行
修正。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投保薪資上限規定：
依照 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之退休所得計算標準上限平均設定為該國平均
薪資 1.8 倍，剔除極端國家數字後約為平均薪資 1.5 倍，查我國勞保現行投保上限為 4 萬
5,800 元，而依行政院主計總處所公布之 105 年每人每月平均薪資為 3 萬 8,858 元，投保薪
資上限遠低於平均薪資 1.5 倍，根據勞工退休金「個人帳戶」提撥統計顯示，目前薪資超過
投保薪資上限 45,800 元的勞工有 133 萬 5 千餘人，佔勞保被保險人的 13.14%，且投保薪資
人數多集中於「基本工資」與「投保上限」兩端，而投保至「投保上限」之人數約占勞保
總人數百分之二十，顯見我國之投保上限制度確有改革之必要，考量投保薪資上限之規定
與勞工退休後所能獲得之老年給付相關，為有效提升勞工退休後之所得替代率，並因應勞
保年資採計期延長後請領年金金額可能下降之情況，自應機動調整投保薪資上限之金額，
以達到勞保年金照顧勞工退休生活之目的。爰擬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所公布之平均薪資為
基準，勞保之投保上限不得低於該基準之 1.5 倍方能實際反映勞工薪資，並應每三年或前一
年度平均薪資變動達原最高投保薪資基準幅度達百分之三以上時調整修正。
二、最低給付標準：
由於我國並無完善之基礎年金制度，大多數人仍係依賴勞保年金作為老年生活之保障
，考量勞保年金之目的係為保障勞工老年後有尊嚴及保障之生活，故其勞保年金之最低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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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金額自不應少於行政院主計總處所統計之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支出，蓋平均消費支出實屬
一般民眾所需之生活費用，為顧及老年生活經濟安全自應使老年退休民眾擁有基本之消費
支出年金數額方為妥適。
考量現今青年進入就業市場年齡偏晚，薪資亦以凍漲十餘年，縱使青年不斷自我學習
進修導致延後進入就業市場，亦難以反映在實質薪資中，故考量前述情況，宜認凡保險年
資滿 25 年，勞保均應保障其年金之樓地板不低於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支出，方能顧及到青年
日後之生活保障，且該數額亦應比照投保上限之規定每三年或平均消費支出漲幅達原有基
礎百分之三時修正調整之。
三、政府撥補責任：
我國各式年金保險制度均採完全準備制，按完全準備制之目的係希冀基金之規模足以
負擔所有預估之潛藏債務，但容易出現提撥費率與精算結果差異過大、報酬率不如預期及
人口結構變遷等因素造成潛藏債務過大，準備金額不足以支撐潛藏債務等情形，導致勞保
基金財務困窘。
考量我國現行基礎年金制度仍未建立，勞保年金需承擔部分基礎年金之功能，而世界
各國又多以稅收制建立基礎年金，故政府應撥補勞保基金因承擔基礎年金功能致使額外支
出之金額方為妥適。
考量過去提撥之費率以與精算結果相差甚遠及國家財政負擔等因素，新設之撥補金額
應不得低於新台幣三百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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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五十八條之一及第六十六條條文修正
草案對照表
修

正

第十四條

條

文

前條所稱月投保薪

現

行

第十四條

條

文

說

明

前條所稱月投保薪

一、依照勞保局之勞保精算報

資，係指由投保單位按被保
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

資，係指由投保單位按被保
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

告，勞保年金將於民國 109
年收支產生逆差，意即當年

薪資分級表之規定，向保險
人申報之薪資；被保險人薪

薪資分級表之規定，向保險
人申報之薪資；被保險人薪

度保費收入將不足以支付當
年度給付，而勞保年金恐於

資以件計算者，其月投保薪
資，以由投保單位比照同一

資以件計算者，其月投保薪
資，以由投保單位比照同一

118 年破產，造成廣大勞工
對於勞保基金之信心大幅衰

工作等級勞工之月薪資總額
，按分級表之規定申報者為

工作等級勞工之月薪資總額
，按分級表之規定申報者為

退，導致勞工急於提早退休
或申請一次請領退休金，反

準。被保險人為第六條第一
項第七款、第八款及第八條

準。被保險人為第六條第一
項第七款、第八款及第八條

而使勞保基金壓力大幅增加
，形成惡性循環，也影響勞

第一項第四款規定之勞工，
其月投保薪資由保險人就投

第一項第四款規定之勞工，
其月投保薪資由保險人就投

工規劃日後退休生活之保障
。

保薪資分級表範圍內擬訂，
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適用

保薪資分級表範圍內擬訂，
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適用

二、依照 OECD（經濟合作暨
發展組織）國家之退休所得

之。

之。
前項投保薪資分級表之

被保險人之薪資，如在

計算標準上限設定為該國平
均薪資 1.8 倍，剔除極端國

最高月投保薪資，不得低於
行政院主計總處前一年度平

當年二月至七月調整時，投
保單位應於當年八月底前將

家數字後約為 1.5 倍，查我
國勞保現行投保上限為 4 萬

均薪資一點五倍，並於每三
年或前一年平均薪資數變動

調整後之月投保薪資通知保
險人；如在當年八月至次年

5,800 元，而依行政院主計
總處所公布之 105 年每人每

達原最高月投保薪資計算基
準百分之三以上時調整之。

一月調整時，應於次年二月
底前通知保險人。其調整均

月平均薪資為 3 萬 8,858 元
，投保薪資上限遠低於平均

被保險人之薪資，如在
當年二月至七月調整時，投

自通知之次月一日生效。
第一項投保薪資分級表

薪資 1.5 倍。
三、考量投保薪資上限之規定

保單位應於當年八月底前將
調整後之月投保薪資通知保

，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報
請行政院核定之。

與勞工退休後所能獲得之老
年給付相關，為有效提升勞

險人；如在當年八月至次年
一月調整時，應於次年二月

工退休後之所得替代率，並
因應勞保年資採計期延長後

底前通知保險人。其調整均
自通知之次月一日生效。

請領年金金額可能下降之情
況，自應機動調整投保薪資

第一項投保薪資分級表
，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報

上限之金額，以達到勞保年
金照顧勞工退休生活之目的

請行政院核定之。

。

第五十八條之一

老年年金給

付，依下列方式擇優發給：
一、保險年資合計每滿一年

第五十八條之一

老年年金給

付，依下列方式擇優發給：
一、保險年資合計每滿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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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增第三款。
二、由於我國並無完善之基礎
年金制度，大多數人仍係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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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之
百分之零點七七五計算，

，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之
百分之零點七七五計算，

賴勞保年金作為老年生活之
保障，考量勞保年金之目的

並加計新臺幣三千元。
二、保險年資合計每滿一年

並加計新臺幣三千元。
二、保險年資合計每滿一年

係為保障勞工老年後有尊嚴
及保障之生活，故其勞保年

，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之
百分之一點五五計算。

，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之
百分之一點五五計算。

金之最低給付金額自不應少
於行政院主計總處所統計之

三、保險年資合計滿二十五
年者保障最低給付金額，

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支出，蓋
平均消費支出實屬一般民眾

該金額不得低於每人月平
均消費支出，並應每三年

所需之生活費用，為顧及老
年生活經濟安全自應使老年

或前一年平均月消費支出
變動達原標準百分之三以

退休民眾擁有基本之消費支
出年金數額方為妥適。

上時調整之。

三、考量現今青年進入就業市
場年齡偏晚，薪資亦以凍漲
十餘年，縱使青年不斷自我
學習進修導致延後進入就業
市場，亦難以反映在實質薪
資中，故考量前述情況，宜
認凡保險年資滿 25 年，勞
保均應保障其年金之樓地板
不低於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支
出，方能顧及到青年日後之
生活，且該數額亦應比照投
保上限之規定每三年或平均
消費支出漲幅達原有基礎百
分之三時修正調整之。

第六十六條 勞工保險基金之
來源如下：

第六十六條 勞工保險基金之
來源如左：

一、我國各式年金保險制度均
採完全準備制，按完全準備

一、創立時政府一次撥付之
金額及其後政府撥補之金

一、創立時政府一次撥付之
金額。

制之目的係希冀基金之規模
足以負擔所有預估之潛藏債

額。
二、當年度保險費及其孳息

二、當年度保險費及其孳息
之收入與保險給付支出之

務，但容易出現提撥費率與
精算結果差異過大、報酬率

結餘。
三、保險費滯納金。

不如預期及人口結構變遷等
因素造成潛藏債務過大，準

四、基金運用之收益。

備金額不足以支撐潛藏債務
等情形，導致勞保基金財務

之收入與保險給付支出之
結餘。
三、保險費滯納金。
四、基金運用之收益。
前項政府撥補之金額應
以相當於本基金依第五十八

困窘。
二、考量我國現行基礎年金制

條之一第三款額外支出之數
額為計算基準。本條例中華

度仍未建立，勞保年金需承
擔部分基礎年金之功能，而

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
文施行後，由中央主管機關

世界各國又多以稅收制建立
基礎年金，故政府應撥補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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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補之，但每年撥補金額不
得低於新臺幣三百億元。

保基金因承擔基礎年金功能
致使額外支出之金額方為妥
適。
三、考量過去提撥之費率以與
精算結果相差甚遠及國家財
政負擔等因素，新設之撥補
金額應不得低於新台幣三百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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