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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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0694 號

案由：本院委員王榮璋、李俊俋、林靜儀、楊曜等 16 人，有鑑於我
國勞工保險僅採計最高六十個月投保薪資，與其他國家多採
終身薪資為原則相較，難以反應實際情形。另身心障礙者因
提早老化，工作年資普遍較短，雖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訂
有身心障礙勞工提早退休機制，然該條文立法至今從未付諸
實行，導致身心障礙勞工依法繳納保費，卻未能在平等基礎
上獲得保障，有違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之保障意旨。
為合理調整勞工保險薪資採計期間，並落實保障身心障礙勞
工之權益，建立身心障礙勞工提早退休之機制，爰擬具「勞
工保險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王榮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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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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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署人：鍾孔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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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保險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我國勞工保險自 39 年實施以來，歷經多次修正，其中最重要之變革為 98 年實施年金制度，
新增老年年金、失能年金與遺屬年金等給付項目，提升對於勞工及其家庭之保障。截至 105 年底止
，共有 1,016 萬 5,434 人在保，為我國涵蓋人數最高的年金保險制度。然而長期以來勞工保險費率
過低、給付過高之情形，已使財務出現危機。尤其我國人口結構改變，高齡少子化影響年輕勞動人
口減少，對於基金財務衝擊更鉅。參酌其他國家採確定給付制之年金保險制度，我國勞工保險於投
保薪資採計期間顯然過短；且因職業別年金分立之設計，為成就請領老年年金之年資規定，勞工保
險之年資僅得與國民年金保險併計，無法與公教人員保險、軍人保險與農民健康保險併計，顯不利
於公私部門人才流動。
以及，我國身心障礙者已超過 117 萬人，依據 100 年度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各項需求評估調
查結果，每百位身心障礙者中約有 19.33 人參加勞工保險，較 95 年度調查結果 16.12 人增加。而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四十七條雖明訂：「為因應身心障礙者提前老化，中央勞工主管機關應建
立身心障礙勞工提早退休之機制，以保障其退出職場後之生活品質。」然該條文自 96 年 6 月 5 日
增訂以來，相關機制始終處於規劃階段，並未付諸實施。依據衛生福利部 101 年委託國家衛生研究
院進行之「身心障礙者提前老化及平均餘命基礎研究」，研究結論指出：100 年度身心障礙者平均
餘命，與非身心障礙者相較，在未滿 40 歲的部分短少 14%、40 至 64 歲短少 15%、65 歲以上短少
16%。在老化速度方面，身心障礙者平均為非身心障礙者的 1.06 倍。身心障礙者參加勞工保險人
數與比率持續增加，但現行制度設計並未符合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二十八條第二項（e）
款：「締約國應確保身心障礙者平等參加退休福利與方案。」，身心障礙勞工雖同樣繳交保費，但
往往因為年資不足，或無法持續工作到法定退休年齡，而淪為保費贊助戶，難以領取全額老年年金
給付。
爰擬具勞工保險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修正要點如下：
一、修正費率調整機制及月投保薪資採計期間（修正條文第十三條及第十九條）
二、建立身心障礙勞工提早退休機制（修正條文第五十八條）
三、明訂政府對勞工保險基金財務負最後支付責任（修正條文第六十六條及第六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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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保險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第十三條

條

文

本保險之保險費，

現

行

第十三條

條

文

說

明

本保險之保險費，

一、修正第二項。依據現行規

依被保險人當月投保薪資及
保險費率計算。

依被保險人當月投保薪資及
保險費率計算。

定，一零六年度勞工保險普
通事故費率為百分之九點五

普通事故保險費率，於
本條例中華民國○年○月○

普通事故保險費率，為
被保險人當月投保薪資百分

，爰規定本次修正條文施行
時，普通事故費率為百分之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時，定為
百分之十一，其後每年一月

之七點五至百分之十三；本
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

十、含就業保險費率為百分
之十一。由於勞工保險基金

一日起調高百分之零點五，
最高至百分之十三。

十七日修正之條文施行時，
保險費率定為百分之七點五

面臨支出大於收入的財務困
境，因此在費率上限不變動

前項費率於調高至百分
之十三時，依第六十九條第

，施行後第三年調高百分之
零點五，其後每年調高百分

的前提下，加速費率之調高
，由每兩年調高百分之零點

二項規定檢討財務，經精算
結果保險基金餘額不足以支

之零點五至百分之十，並自
百分之十當年起，每兩年調

五修正為每年調高。
二、增訂第三項。配合本次修

應未來二十年保險給付時，
再檢討費率調整。

高百分之零點五至上限百分
之十三。但保險基金餘額足

正條文增訂第六十九條第二
項，明訂費率應依據精算結

職業災害保險費率，分
為行業別災害費率及上、下

以支付未來二十年保險給付
時，不予調高。

果調整。
三、項次調整，原條文第三項

班災害費率二種，每三年調
整一次，由中央主管機關擬

職業災害保險費率，分
為行業別災害費率及上、下

至第六項，調整為第四項至
第七項。

訂，報請行政院核定，送請
立法院查照。

班災害費率二種，每三年調
整一次，由中央主管機關擬

僱用員工達一定人數以
上之投保單位，前項行業別

訂，報請行政院核定，送請
立法院查照。

災害費率採實績費率，按其
前三年職業災害保險給付總

僱用員工達一定人數以
上之投保單位，前項行業別

額占應繳職業災害保險費總
額之比率，由保險人依下列

災害費率採實績費率，按其
前三年職業災害保險給付總

規定，每年計算調整之：
一、超過百分之八十者，每

額占應繳職業災害保險費總
額之比率，由保險人依下列

增加百分之十，加收其適
用行業之職業災害保險費

規定，每年計算調整之：
一、超過百分之八十者，每

率之百分之五，並以加收
至百分之四十為限。

增加百分之十，加收其適
用行業之職業災害保險費

二、低於百分之七十者，每
減少百分之十，減收其適

率之百分之五，並以加收
至百分之四十為限。

用行業之職業災害保險費
率之百分之五。

二、低於百分之七十者，每
減少百分之十，減收其適

前項實績費率實施之辦

用行業之職業災害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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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職業災害保險之會計，
保險人應單獨辦理。

率之百分之五。
前項實績費率實施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職業災害保險之會計，
保險人應單獨辦理。

第十九條

被保險人於保險效

第十九條

被保險人於保險效

一、修正第三項第一款。有鑑

力開始後停止前，發生保險
事故者，被保險人或其受益

力開始後停止前，發生保險
事故者，被保險人或其受益

於 OECD 國家採確定給付
制之年金保險，多數以採計

人得依本條例規定，請領保
險給付。

人得依本條例規定，請領保
險給付。

終身薪資為原則，普遍高於
我國勞工保險目前僅採計最

以現金發給之保險給付
，其金額按被保險人平均月

以現金發給之保險給付
，其金額按被保險人平均月

高五年之投保薪資。爰明訂
年金給付及老年一次金給付

投保薪資及給付標準計算。
被保險人同時受僱於二個以

投保薪資及給付標準計算。
被保險人同時受僱於二個以

之平均月投保薪資計算期間
，逐年延長至被保險人加保

上投保單位者，其普通事故
保險給付之月投保薪資得合

上投保單位者，其普通事故
保險給付之月投保薪資得合

期間最高一百八十個月之月
投保薪資予以平均計算。

併計算，不得超過勞工保險
投保薪資分級表最高一級。

併計算，不得超過勞工保險
投保薪資分級表最高一級。

二、新增第四項。配合第三項
第一款之修正，明訂月投保

但連續加保未滿三十日者，
不予合併計算。

但連續加保未滿三十日者，
不予合併計算。

薪資之計算方式以申請日為
準。

前項平均月投保薪資之
計算方式如下：

前項平均月投保薪資之
計算方式如下：

三、項次調整，原條文第四項
至第六項，調整為第五項至

一、年金給付及老年一次金
給付之平均月投保薪資：

一、年金給付及老年一次金
給付之平均月投保薪資：

按被保險人加保期間最高
六十個月之月投保薪資予

按被保險人加保期間最高
六十個月之月投保薪資予

以平均計算，但自本條例
中華民國○年○月○日修

以平均計算；參加保險未
滿五年者，按其實際投保

正之條文施行之次年一月
一日起，按最高七十二個

年資之平均月投保薪資計
算。但依第五十八條第二

月平均計算，其後每年一
月一日起增加十二個月至

項規定選擇一次請領老年
給付者，按其退保之當月

上限一百八十個月；但依
第五十八條第二項規定選

起前三年之實際月投保薪
資平均計算；參加保險未

擇一次請領老年給付者，
按其退保之當月起前三年

滿三年者，按其實際投保
年資之平均月投保薪資計

之實際月投保薪資平均計
算；參加保險未滿所定平

算。
二、其他現金給付之平均月

均月投保薪資計算期間者
，按其實際投保年資之平

投保薪資：按被保險人發
生保險事故之當月起前六

均月投保薪資計算。
二、其他現金給付：按被保

個月之實際月投保薪資平
均計算；其以日為給付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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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人發生保險事故之當月
起前六個月之實際月投保

位者，以平均月投保薪資
除以三十計算。

薪資平均計算；其以日為
給付單位者，以平均月投

第二項保險給付標準之
計算，於保險年資未滿一年

保薪資除以三十計算。
前項第一款年金給付及

者，依其實際加保月數按比
例計算；未滿三十日者，以

老年一次金給付平均月投保
薪資之計算方式，以申請日

一個月計算。
被保險人如為漁業生產

為準；其已申請而繼續發給
之年金給付，以原申請日為

勞動者或航空、航海員工或
坑內工，除依本條例規定請

準。
第二項保險給付標準之

領保險給付外，於漁業、航
空、航海或坑內作業中，遭

計算，於保險年資未滿一年
者，依其實際加保月數按比

遇意外事故致失蹤時，自失
蹤之日起，按其平均月投保

例計算；未滿三十日者，以
一個月計算。

薪資百分之七十，給付失蹤
津貼；於每滿三個月之期末

被保險人如為漁業生產
勞動者或航空、航海員工或

給付一次，至生還之前一日
或失蹤滿一年之前一日或受

坑內工，除依本條例規定請
領保險給付外，於漁業、航

死亡宣告判決確定死亡時之
前一日止。

空、航海或坑內作業中，遭
遇意外事故致失蹤時，自失

被保險人失蹤滿一年或
受死亡宣告判決確定死亡時

蹤之日起，按其平均月投保
薪資百分之七十，給付失蹤

，得依第六十四條規定，請
領死亡給付。

津貼；於每滿三個月之期末
給付一次，至生還之前一日
或失蹤滿一年之前一日或受
死亡宣告判決確定死亡時之
前一日止。
被保險人失蹤滿一年或
受死亡宣告判決確定死亡時
，得依第六十四條規定，請
領死亡給付。
第五十八條

年滿六十歲有保

第五十八條

年滿六十歲有保

一、新增本條第七項。身心障

險年資者，得依下列規定請
領老年給付：

險年資者，得依下列規定請
領老年給付：

礙者權益保障法第四十七條
規定，為因應身心障礙者提

一、保險年資合計滿十五年
者，請領老年年金給付。

一、保險年資合計滿十五年
者，請領老年年金給付。

前老化，中央勞工主管機關
應建立身心障礙勞工提早退

二、保險年資合計未滿十五
年者，請領老年一次金給

二、保險年資合計未滿十五
年者，請領老年一次金給

休之機制，以保障其退出職
場後之生活品質。考量身心

付。
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七

付。
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七

障礙被保險人因提前老化無
法繼續工作，有提早退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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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七月十七日修正之條文施
行前有保險年資者，於符合

年七月十七日修正之條文施
行前有保險年資者，於符合

需求，爰增訂第七項，被保
險人為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

下列規定之一時，除依前項
規定請領老年給付外，亦得

下列規定之一時，除依前項
規定請領老年給付外，亦得

法所定之身心障礙者，其依
第五十四條之一所定標準評

選擇一次請領老年給付，經
保險人核付後，不得變更：

選擇一次請領老年給付，經
保險人核付後，不得變更：

估為終身無工作能力（包含
被保險人失能狀態符合「勞

一、參加保險之年資合計滿
一年，年滿六十歲或女性

一、參加保險之年資合計滿
一年，年滿六十歲或女性

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附表
所定失能狀態列有「終身無

被保險人年滿五十五歲退
職者。

被保險人年滿五十五歲退
職者。

工作能力」者，或經個別化
專業評估機制符合請領失能

二、參加保險之年資合計滿
十五年，年滿五十五歲退

二、參加保險之年資合計滿
十五年，年滿五十五歲退

年金給付者），保險年資合
計滿十五年，並辦理離職退

職者。
三、在同一投保單位參加保

職者。
三、在同一投保單位參加保

保者，得請領老年年金給付
，且不適用第一項退休年齡

險之年資合計滿二十五年
退職者。

險之年資合計滿二十五年
退職者。

、第五項請領老年年金給付
年齡逐步提高、第五十八條

四、參加保險之年資合計滿
二十五年，年滿五十歲退

四、參加保險之年資合計滿
二十五年，年滿五十歲退

之二有關展延及減給老年年
金之規定。

職者。
五、擔任具有危險、堅強體

職者。
五、擔任具有危險、堅強體

二、現行條文第七項及第八項
內容未修正，項次配合第七

力等特殊性質之工作合計
滿五年，年滿五十五歲退

力等特殊性質之工作合計
滿五年，年滿五十五歲退

項之增訂，遞移為第八項及
第九項。

職者。
依前二項規定請領老年

職者。
依前二項規定請領老年

給付者，應辦理離職退保。
被保險人請領老年給付

給付者，應辦理離職退保。
被保險人請領老年給付

者，不受第三十條規定之限
制。

者，不受第三十條規定之限
制。

第一項老年給付之請領
年齡，於本條例中華民國九

第一項老年給付之請領
年齡，於本條例中華民國九

十七年七月十七日修正之條
文施行之日起，第十年提高

十七年七月十七日修正之條
文施行之日起，第十年提高

一歲，其後每二年提高一歲
，以提高至六十五歲為限。

一歲，其後每二年提高一歲
，以提高至六十五歲為限。

被保險人已領取老年給
付者，不得再行參加勞工保

被保險人已領取老年給
付者，不得再行參加勞工保

險。

險。
被保險人為身心障礙者

被保險人擔任具有危險

權益保障法所定之身心障礙
者，依第五十四條之一所定

、堅強體力等特殊性質之工
作合計滿十五年，年滿五十

標準經評估為終身無工作能
力，保險年資合計滿十五年

五歲，並辦理離職退保者，
得請領老年年金給付，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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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辦理離職退保者，得請
領老年年金給付，不適用第

適用第五項及第五十八條之
二規定。

一項、第五項及第五十八條
之二規定。

第二項第五款及前項具
有危險、堅強體力等特殊性

被保險人擔任具有危險
、堅強體力等特殊性質之工

質之工作，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作合計滿十五年，年滿五十
五歲，並辦理離職退保者，
得請領老年年金給付，且不
適用第五項及第五十八條之
二規定。
第二項第五款及前項具
有危險、堅強體力等特殊性
質之工作，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第六十六條

勞工保險基金之

勞工保險基金之

一、修正第一款。政府對於勞

來源如下：
一、創立時政府一次撥付之

來源如左：
一、創立時政府一次撥付之

工保險基金之撥付，除創立
時一次撥付外，新增其後撥

金額及其後政府撥補之金
額。

金額。
二、當年度保險費及其孳息

付之金額為基金來源。
二、增訂第二項。配合第一項

二、當年度保險費及其孳息
之收入與保險給付支出之

之收入與保險給付支出之
結餘。

第一款之修正，明訂政府撥
補金額每年不得低於新臺幣

結餘。
三、保險費滯納金。

第六十六條

三、保險費滯納金。
四、基金運用之收益。

二百億元。

四、基金運用之收益。
前項政府撥補之金額，
於本條例中華民國○年○月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後，由
中央主管機關撥補之，每年
撥補金額不得低於新臺幣二
百億元。
第六十九條

勞工保險之財務

第六十九條

勞工保險如有虧

一、修正第一項。參考國民年

，由中央政府負最後支付責
任。

損，在中央勞工保險局未成
立前，應由中央主管機關審

金法第四十九條、公務人員
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第八

本條例中華民國○年○
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後，

核撥補。

條，及公教人員保險法等相
關規定，明訂中央政府對於

中央主管機關應至少每五年
檢討本保險財務。

勞工保險財務之責任。
二、增訂第二項。明訂勞工保
險之財務應定期檢討。

第七十四條之二

本條例中華

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

第七十四條之二

本條例中華

一、修正第一項。現行條文規

民國九十七年七月十七日修

定勞工保險之年資可與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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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施行後，被保險人之保險
年資未達十五年，不符合第

正之條文施行後，被保險人
符合本保險及國民年金保險

年金保險合併計算，以符合
請領老年年金給付之年資條

五十八條規定請領老年年金
給付條件，在併計公教人員

老年給付請領資格者，得向
任一保險人同時請領，並由

件。為促進公私部門之人才
流動，爰規定勞保年資可與

保險、軍人保險、農民健康
保險（以下簡稱其他職域社

受請求之保險人按其各該保
險之年資，依規定分別計算

公保、軍保、農保等併計，
以成就請領老年年金給付之

會保險）或國民年金保險之
保險年資後，滿十五年且年

後合併發給；屬他保險應負
擔之部分，由其保險人撥還

十五年年資規定。
二、新增第二項。配合第一項

滿六十五歲，於各該保險均
已退保者，得向保險人請領

。
前項被保險人於各該保

之修訂，明訂若被保險人已
請領老年給付，則保險年資

老年年金給付，並由保險人
依第五十八條之一第二款規

險之年資，未達請領老年年
金給付之年限條件，而併計

不得併計。
三、新增第三項。配合第一項

定發給。但參加其他職域社
會保險或國民年金保險之保

他保險之年資後已符合者，
亦得請領老年年金給付。

之修訂，規定已領取月退休
金者，包括依公務人員退休

險年資，不計給本保險老年
年金給付。

被保險人發生失能或死
亡保險事故，被保險人或其

法、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
警察人員人事條例、法官法

被保險人參加本保險或
其他職域社會保險之保險年

遺屬同時符合國民年金保險
給付條件時，僅得擇一請領

、交通部郵電事業人員退休
撫卹條例，與陸海空軍軍官

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
併計前項老年年金給付年資

。

士官服役條例，不適用年資
併計之規定。

：
一、已請領本保險老年給付

四、新增第四項。本次修正條
文施行前，被保險人之勞工

。
二、已請領公教人員保險或

保險與國民年金保險合計年
資已達十五年者，既有權益

軍人保險之養老、退伍給
付或退費。

不受影響。
五、項次調整，原條文第一項

三、已請領本保險或其他職
域社會保險年資之補償金

部分內容及第三項，分別移
列至第五項及第六項。

。
四、已請領老年農民福利津
貼。
被保險人已依離退給與
相關法令領取月退休（職、
伍）給與者，不適用第一項
併計年資之規定。
被保險人於本條例中華
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
文施行前退保，於併計國民
年金保險之保險年資後，符
合第五十八條規定請領老年
年金給付之條件者，其老年
年金給付之給付標準，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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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年○月○日修正之條
文施行前之規定辦理。
被保險人符合本保險及
國民年金保險老年年金給付
請領條件時，得向任一保險
人同時請領，並由受請求之
保險人按各該保險之年資，
依規定分別計算後合併發給
。
被保險人發生失能或死
亡保險事故，被保險人或其
遺屬同時符合國民年金保險
給付條件時，僅得擇一請領
。
第七十九條
施行。

本條例自公布日

第七十九條
施行。

本條例自公布日

一、為配合年金改革之整體時
程，並使制度變革有充分調

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七
年七月十七日修正條文施行

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七
年七月十七日修正條文施行

整因應與作業時間，爰明訂
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由

日期，除另定施行日期者外
，由行政院定之。

日期，除另定施行日期者外
，由行政院定之。

行政院訂定。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年
四月八日修正之第十五條及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年
四月八日修正之第十五條之

○年○月○日修正之條文，
其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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