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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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0893 號

案由：本院委員張宏陸等 16 人，鑑於極重度及重度身心障礙者老化
年齡與平均餘命皆較一般合理正常人為早為短，且因身心功
能之退化而退出職場，退休後的生活卻難以獲得勞工保險老
年給付之充分保障。茲為落實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四十
七條建立身心障礙者提早退休機制之立法精神，爰提案修正
「勞工保險條例」第五十八條條文，增列極重度及重度身心
障礙者退休年齡得提早至五十五歲。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經查，民國 105 年 11 月 30 日新修正國民年金法第五十三條，已將原住民平均餘命與全體
國民平均餘命之差距作為認定請領年齡標準（55 歲）之立法體例。大法官解釋第 578 號曾
作出解釋：「國家為改良勞工之生活，增進其生產技能，應制定保護勞工之法律，實施保
護勞工之政策，憲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項定有明文，勞動基準法即係國家為實現此一基
本國策所制定之法律。至於保護勞工之內容與方式應如何設計，立法者有一定之自由形成
空間，惟其因此對於人民基本權利構成限制時，則仍應符合憲法上比例原則之要求。」
二、行政院衛生福利部辦理之「身心障礙者提前老化及平均餘命基礎研究」報告指出，身心障
礙者老化年齡較一般人提早，尤其極重度與重度身障者分別提早老化 7.7 與 7.5 歲，幅度更
是明顯。依據勞動部「身心障礙者勞動狀況調查報告」顯示，身心障礙者失業的主要原因
中，「個人健康因素」與「體力無法勝任」分別佔 14.7%、8.5%；有工作者，不滿意目前工
作的主要原因中，「體力無法勝任」也佔 9.6%。另根據勞動部報告指出，身心障礙者平均
退休的年齡也較全體提早 7.9 歲。上開說明顯示身心障礙者提早老化問題嚴重，造成退休身
心障礙勞工經濟安全的漏洞；現行法要求其與一般勞工適用同樣的退休年齡，更會對其造
成極大的身體負擔。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四十七條亦特別明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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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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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復查，「身心障礙者提前老化及平均餘命基礎研究」報告指出，60 歲到 64 歲『極重度』及
『重度』身心障礙者的平均餘命，較一般民眾減少 5.4、5.3 歲，即表示若比照一般勞工的
退休年齡，『極重度』及『重度』身心障礙者可領取的年金給付相對較少，與保障勞工退
休生活的立法本旨相違，不符平等原則。同樣繳交保費，『極重度』及『重度』身心障礙
者因為平均餘命較短，可能「領不到」或「領比較少」，事實上產生「身心障礙者繳保費
給一般人領取年金」之不合理現象。
四、現行勞工保險條例雖設有失能給付制度，但並不足以作為身心障礙者提早退休之機制。失
能給付係以「經評估為終身無工作能力者」為要件，與身心障礙者因身體功能退化無法負
荷或勝任原有工作而需要提早退休無涉，且後者尚未達到終身無工作能力之狀態。其次，
一般人年滿 60 歲申請退休並不需要經過任何評估，身心障礙者提早退休卻需要被評估，恐
有歧視之嫌。第三，失能給付僅限於「投保期間發生的事故」始得請領，對於先天性的身
障者，以及因逐漸衰老體力不堪負荷被迫離開職場者，並無法全部涵蓋。
五、「勞工保險普通事故保險費率精算及財務評估」資料顯示，若極重度及重度身障者年資滿
15 年及年滿 55 歲得請領全額年金，其給付增加金額相較於全體身障者均得請領者，僅佔約
5%─13%，對於勞保整體財務影響相對較小。配合本條第五項「請領老年給付年齡遞延」
之規定，極重度及重度身障者提早退休導致之財務影響有限，卻能保障身障者晚年生活經
濟安全，殊有其必要。
六、茲為落實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四十七條建立身心障礙者提早退休機制之立法精神，爰
提案修正勞工保險條例第五十八條條文增列極重度及重度身心障礙者退休年齡得提早至五
十五歲有保險年資符合規定者，依法請領老年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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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保險條例第五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第五十八條

條

文

年滿六十歲或極

現

行

文

說

明

年滿六十歲有保

一、按衛生福利部委託辦理之

重度、重度身心障礙者年滿
五十五歲有保險年資者，得

險年資者，得依下列規定請
領老年給付：

「身心障礙者提前老化及平
均餘命基礎研究」報告指出

依下列規定請領老年給付：
一、保險年資合計滿十五年

一、保險年資合計滿十五年
者，請領老年年金給付。

，極重度與重度身心障礙者
老化年齡明顯較一般人提早

者，請領老年年金給付。
二、保險年資合計未滿十五

二、保險年資合計未滿十五
年者，請領老年一次金給

。另根據勞動部報告指出，
身心障礙者平均退休的年齡

年者，請領老年一次金給
付。

付。
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七

也較全體提早 7.9 歲，顯示
身心障礙者提早老化問題嚴

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七
年七月十七日修正之條文施

年七月十七日修正之條文施
行前有保險年資者，於符合

重，造成退休身心障礙勞工
經濟安全的漏洞；現行法要

行前有保險年資者，於符合
下列規定之一時，除依前項

下列規定之一時，除依前項
規定請領老年給付外，亦得

求其與一般勞工適用同樣的
退休年齡，更會對其造成極

規定請領老年給付外，亦得
選擇一次請領老年給付，經

選擇一次請領老年給付，經
保險人核付後，不得變更：

大的身體負擔。
二、其次，根據「身心障礙者

保險人核付後，不得變更：
一、參加保險之年資合計滿

一、參加保險之年資合計滿
一年，年滿六十歲或女性

提前老化及平均餘命基礎研
究」報告指出，60 歲到 64

一年，年滿六十歲或女性
被保險人年滿五十五歲退

被保險人年滿五十五歲退
職者。

歲『極重度』及『重度』身
心障礙者的平均餘命，較一

職者。
二、參加保險之年資合計滿

二、參加保險之年資合計滿
十五年，年滿五十五歲退

般民眾減少 5.4、5.3 歲，即
表示若比照一般勞工的退休

十五年，年滿五十五歲退
職者。

職者。
三、在同一投保單位參加保

年齡，『極重度』及『重度
』身心障礙者可領取的年金

三、在同一投保單位參加保
險之年資合計滿二十五年

險之年資合計滿二十五年
退職者。

給付相對較少，不但與保障
勞工退休生活的立法本旨相

退職者。
四、參加保險之年資合計滿

四、參加保險之年資合計滿
二十五年，年滿五十歲退

違，更違反平等原則甚明。
三、再者，本法雖另有失能給

二十五年，年滿五十歲退
職者。

職者。
五、擔任具有危險、堅強體

付制度，但仍不足以作為身
心障礙者提早退休之機制。

五、擔任具有危險、堅強體
力等特殊性質之工作合計

力等特殊性質之工作合計
滿五年，年滿五十五歲退

為落實《身心障礙者權益保
障法第四十七條》提早退休

滿五年，年滿五十五歲退
職者。

職者。
依前二項規定請領老年

機制的立法意旨，同時考量
極重度及重度身障者年資滿

依前二項規定請領老年
給付者，應辦理離職退保。

給付者，應辦理離職退保。
被保險人請領老年給付

15 年及年滿 55 歲得請領全
額年金，對勞保財務影響有

被保險人請領老年給付
者，不受第三十條規定之限

者，不受第三十條規定之限
制。

限，爰提案修正勞工保險條
例第五十八條條文，新增極

第一項老年給付之請領

重度及重度身心障礙者退休

制。

第五十八條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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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老年給付之請領
年齡，於本條例中華民國九

年齡，於本條例中華民國九
十七年七月十七日修正之條

十七年七月十七日修正之條
文施行之日起，第十年提高

文施行之日起，第十年提高
一歲，其後每二年提高一歲

一歲，其後每二年提高一歲
，以提高至六十五歲為限。

，以提高至六十五歲為限。
被保險人已領取老年給

被保險人已領取老年給
付者，不得再行參加勞工保

付者，不得再行參加勞工保
險。

險。
被保險人擔任具有危險

被保險人擔任具有危險
、堅強體力等特殊性質之工

、堅強體力等特殊性質之工
作合計滿十五年，年滿五十

作合計滿十五年，年滿五十
五歲，並辦理離職退保者，

五歲，並辦理離職退保者，
得請領老年年金給付，且不

得請領老年年金給付，且不
適用第五項及第五十八條之

適用第五項及第五十八條之
二規定。

二規定。
第二項第五款及前項具

第二項第五款及前項具
有危險、堅強體力等特殊性

有危險、堅強體力等特殊性
質之工作，由中央主管機關

質之工作，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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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得提早至五十五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