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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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0944 號

案由：本院委員林淑芬等 23 人，為確保勞工老年經濟安全，年金制
度應提供適足性保障，設置最低老年年金給付，以避免低所
得者落入老年貧窮，爰提出「勞工保險條例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〆勞工保險（以下簡稱本保險）於九十八年一月一日施行年金給付制度後，對勞工及其遺屬長
期生活提供較完善之保障。茲因本保險開辦逾六十七年以來，保險費率長期採低收政策，
隨著我國人口結構快速老化及少子化之影響，未來領取年金給付者愈多，繳納保費者愈少
，將造成本保險財務龐大壓力，原有之制度設計已面臨相當程度之挑戰。惟經濟合作暨發
展組織 OECD 國家近年來雖致力於年金財務危機改革工作，亦注重適足性保障，透過保障
低所得者年金所得替代率和最低給付額度等方式，以減少年金改革對低所得者衝擊。甚至
採取所得替代率累退趨勢，低所得者提高較高的所得替代率保障，以保障低所得者基本生
活水準。基於照顧長年工作卻仍低所得之勞工，避免若入老年貧窮，應設置最低老年年金
給付之保障，爰擬具本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重點如下〆
一、增訂最低老年年金給付之保障〆以衛生福利部公告之台灣省最低生活費基準，若被保險人
年資滿二十年，屆齡六十五歲請領老年給付之總額低於此基準，其差額由中央主管機關負
擔。（修正第五十八條之一）
二、修訂月投保薪資調整，投保單位應於當月底通知保險人。（修正第十四條第二項）
三、逐年延長採計月投保薪資最高為一百二十個月〆鑑於實務上常發生投保單位或勞工平時未
覈實申報投保薪資，屆請領老年給付時始大幅調高，造成部分勞工繳納較低保險費卻領取
高額年金給付之不合理現象，影響制度之公平性。為完善投保薪資申報制度及兼顧屆退勞
工之給付權益，減緩對於勞工給付權益之衝擊，應逐年延長平均月投保薪資之計算期間方
式調整以增加至上限一百二十個月為限。（修正第十九條）
四、退休勞工再工作應強制加保職業災害保險〆鑑於近來發生數起職災意外事件，部分遭受災
害的勞工朋友，因係領過勞保老年給付後再從事工作，為加強保障中高齡勞工的工作安全
，增訂已領取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再從事工作者，其投保單位應為勞工辦理參加職業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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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修正第五十八條）
五、為利於被保險人於各社會保險間跨職域流動，保障其未來請領老年年金給付之權益，增訂
老年年金給付之年資併計及年金分計機制。（修正條文第七十四條之二）

提案人〆林淑芬
連署人〆蔣萬安

蘇治芬

黃昭順

徐榛蔚

簡東明

李彥秀

江永昌

姚文智

黃偉哲

邱泰源

黃秀芳

張廖萬堅

盧秀燕

吳焜裕

蔣乃辛

柯志恩

許毓仁

楊鎮浯

陳怡潔

洪慈庸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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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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及第三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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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鑑於事業單位申請工商憑
證即可線上作業辦理投保薪

薪資分級表之規定，向保險
人申報之薪資々被保險人薪

薪資分級表之規定，向保險
人申報之薪資々被保險人薪

資調整申報，為使月投保薪
資符合實際薪資變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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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改善現行可延至每年八月
或次年二月調整投保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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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爰提案修正第二項，經調整
時，投保單位應於當月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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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調整後之月投保薪資通知
保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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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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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

之。
被保險人之薪資，如經

被保險人之薪資，如在

調整時，投保單位應於當月
底前將調整後月投保薪資通

當年二月至七月調整時，投
保單位應於當年八月底前將

知保險人。其調整均自通知
之次月一日生效。

調整後之月投保薪資通知保
險人々如在當年八月至次年

第一項投保薪資分級表
，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報

一月調整時，應於次年二月
底前通知保險人。其調整均

請行政院核定之。

自通知之次月一日生效。
第一項投保薪資分級表
，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報
請行政院核定之。

第十九條 被保險人於保險效
力開始後停止前，發生保險

第十九條 被保險人於保險效
力開始後停止前，發生保險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正。
二、查本保險係屬社會保險，

事故者，被保險人或其受益
人得依本條例規定，請領保

事故者，被保險人或其受益
人得依本條例規定，請領保

被保險人繳納之保險費與領
取給付間頇符合權利義務對

險給付。
以現金發給之保險給付

險給付。
以現金發給之保險給付

等原則。現行條文第三項規
定有關平均月投保薪資之計

，其金額按被保險人平均月
投保薪資及給付標準計算。

，其金額按被保險人平均月
投保薪資及給付標準計算。

算，於年金給付及老年一次
金給付係採被保險人加保期

被保險人同時受僱於二個以
上投保單位者，其普通事故

被保險人同時受僱於二個以
上投保單位者，其普通事故

間最高六十個月之月投保薪
資平均計算。鑑於實務上常

保險給付之月投保薪資得合

保險給付之月投保薪資得合

發生投保單位或勞工平時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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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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覈實申報投保薪資，屆請領
老年給付時始大幅調高，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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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部分勞工繳納較低保險費
卻領取高額年金給付之不合

前項平均月投保薪資之
計算方式如下〆

前項平均月投保薪資之
計算方式如下〆

理現象，影響制度之公平性
。為完善投保薪資申報制度

一、年金給付及老年一次金
給付〆按被保險人加保期

一、年金給付及老年一次金
給付之平均月投保薪資〆

及兼顧屆退勞工之給付權益
，減緩對於勞工給付權益之

間最高六十個月之月投保
薪資予以平均計算，但自

按被保險人加保期間最高
六十個月之月投保薪資予

衝擊，爰修正第三項第一款
，定明平均月投保薪資之計

本條例中華民國○年○月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之次

以平均計算々參加保險未
滿五年者，按其實際投保

算期間採逐年增加之方式調
整，並自本次修正之條文施

年一月一日起，按最高七
十二個月平均計算，其後

年資之平均月投保薪資計
算。但依第五十八條第二

行之次年一月一日起，當年
度申請年金給付及老年一次

每年一月一日起增加十二
個月至上限一百二十個月

項規定選擇一次請領老年
給付者，按其退保之當月

金給付者，按最高七十二個
月之月投保薪資平均計算，

々參加保險未滿所定平均
月投保薪資計算期間者，

起前三年之實際月投保薪
資平均計算々參加保險未

其後每年一月一日起，其平
均月投保薪資採計期間均增

按其實際投保年資之平均
月投保薪資計算。

滿三年者，按其實際投保
年資之平均月投保薪資計

加十二個月，並以增加至上
限一百二十個月為限。另考

二、第五十八條第二項所定
一次請領老年給付〆按被

算。
二、其他現金給付之平均月

量現行條文第三項第一款但
書規定內容非本文之例外規

保險人退保之當月起前三
年之實際月投保薪資平均

投保薪資〆按被保險人發
生保險事故之當月起前六

定，且為平均月投保薪資計
算方式之一，爰另移列為第

計算々參加保險未滿三年
者，按其實際投保年資之

個月之實際月投保薪資平
均計算々其以日為給付單

二款規範，現行第二款配合
遞移至第三款，並酌作文字

平均月投保薪資計算。
三、其他現金給付〆按被保

位者，以平均月投保薪資
除以三十計算。

修正。
三、配合年金給付及老年一次

險人發生保險事故之當月
起前六個月之實際月投保

第二項保險給付標準之
計算，於保險年資未滿一年

金給付之平均月投保薪資計
算期間調整，為明確其給付

薪資平均計算々其以日為
給付單位者，以平均月投

者，依其實際加保月數按比
例計算々未滿三十日者，以

計算方式之認定時點及考量
保險給付之公平性，爰增訂

保薪資除以三十計算。
前項第一款年金給付及

一個月計算。
被保險人如為漁業生產

第四項定明以請領人向保險
人申請給付之時點為準，並

老年一次金給付平均月投保
薪資之計算方式，以申請日

勞動者或航空、航海員工或
坑內工，除依本條例規定請

為明確已申請年金給付者，
其後繼續發給年金之計算方

為準々其已申請而繼續發給
之年金給付，以原申請日為

領保險給付外，於漁業、航
空、航海或坑內作業中，遭

式，不受本次修正平均月投
保薪資計算期間採逐年調整

準。
第二項保險給付標準之

遇意外事故致失蹤時，自失
蹤之日起，按其平均月投保

之影響，併予定明繼續發給
之年金以原申請時之平均月

計算，於保險年資未滿一年
者，依其實際加保月數按比

薪資百分之七十，給付失蹤
津貼々於每滿三個月之期末

投保薪資計算發給。
四、針對修正條文第三項及第

委 44

立法院第 9 屆第 4 會期第 1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例計算々未滿三十日者，以
一個月計算。

給付一次，至生還之前一日
或失蹤滿一年之前一日或受

四項之適用，舉例說明如下
〆假設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

被保險人如為漁業生產
勞動者或航空、航海員工或

死亡宣告判決確定死亡時之
前一日止。

日為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
則平均月投保薪資自施行之

坑內工，除依本條例規定請
領保險給付外，於漁業、航

被保險人失蹤滿一年或
受死亡宣告判決確定死亡時

次年即一百零八年一月一日
起，採最高七十二個月計算

空、航海或坑內作業中，遭
遇意外事故致失蹤時，自失

，得依第六十四條規定，請
領死亡給付。

，之後每年一月一日起增加
十二個月至上限一百八十個

蹤之日起，按其平均月投保
薪資百分之七十，給付失蹤

月。如被保險人於一百零七
年三月離職退保，符合請領

津貼々於每滿三個月之期末
給付一次，至生還之前一日

老年年金給付之年齡及年資
條件，其於一百零七年三月

或失蹤滿一年之前一日或受
死亡宣告判決確定死亡時之

申請老年年金給付時，平均
月投保薪資之計算仍按最高

前一日止。
被保險人失蹤滿一年或

六十個月計算發給，嗣後繼
續發給之給付亦不受修正條

受死亡宣告判決確定死亡時
，得依第六十四條規定，請

文第三項逐年調整平均月投
保薪資之影響。另其如於一

領死亡給付。

百零八年三月申請老年年金
給付時，增給百分之四之展
延老年年金給付，其平均月
投保薪資之計算，適用當年
度規定採加保期間最高七十
二個月之月投保薪資平均計
算，嗣後繼續發給之給付亦
不受修正條文第三項逐年調
整之影響。
五、現行第四項至第六項內容
未修正，項次配合第四項之
增訂遞移為第五項至第七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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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至第三項未修正。

險年資者，得依下列規定請
領老年給付〆

險年資者，得依下列規定請
領老年給付〆

二、鑑於近來發生數起職災意
外事件，部分遭受災害的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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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朋友，因係領過勞保老年
給付後再從事工作，為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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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障中高齡勞工的工作安全
，爰修正第四項，增訂已領

付。
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七

付。
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七

取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再從
事工作者，其投保單位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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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工辦理參加職業災害保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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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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一次請領老年給付，經
保險人核付後，不得變更〆

選擇一次請領老年給付，經
保險人核付後，不得變更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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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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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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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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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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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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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者。
五、擔任具有危險、堅強體

職者。
五、擔任具有危險、堅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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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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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再從事工作，投保單
位應為其辦理參加職業災害

險。

保險。
被保險人擔任具有危險

、堅強體力等特殊性質之工
作合計滿十五年，年滿五十

、堅強體力等特殊性質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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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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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保險人擔任具有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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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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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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質之工作，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第五十八條之一 老年年金給
付，依下列方式擇優發給〆

第五十八條之一 老年年金給
付，依下列方式擇優發給〆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查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一、保險年資合計每滿一年
，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之

一、保險年資合計每滿一年
，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之

OECD 國家近年來雖致力於
年金財務危機改革工作，亦

百分之零點七七五計算，
並加計新臺幣三千元。

百分之零點七七五計算，
並加計新臺幣三千元。

注重適足性保障，透過保障
低所得者年金所得替代率和

二、保險年資合計每滿一年
，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之

二、保險年資合計每滿一年
，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之

最低給付額度等方式，以減
少年金改革對低所得者衝擊

百分之一點五五計算。
被保險人保險年資合計

百分之一點五五計算。

。
三、為保障勞工老年經濟安全

滿二十年，並年滿六十五歲
者，依前項請領年金給付，

，增訂第二項明定被保險人
勞保年資合計滿二十年，屆

應享有最低老年年金給付總
額之保障，且不得低於衛生

齡六十五歲請領老年給付時
，應享有最低保障年金，不

福利部公告台灣省最低生活
費。但符合下列條件者，不

得低於衛生福利部公告台灣
省最低生活費。惟衡量資源

適用之々
一、最近一年度個人綜合所

有限，爰參照老農津貼排富
條款，增訂第二項第一款及

得總額，包含利息所得、
股利所得、租金所得、財

第二款，應審查個人綜合所
得總合，包含利息所得、股

產交易所得等合計新臺幣
五十萬元以上。

利所得、租金所得、財產交
易所得等超過一定金額以上

二、個人所有土地公告現值
及房屋評定標準價格，合

以及所持有的土地公告現值
與房屋評定標準價格超過五

計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
但個人所有實際居住之唯

百萬上者。但考量居住需求
，因此個人所有實際居住之

一房屋，該房屋評定標準
價格及其土地公告現值合

唯一房屋得有條件予以排除
。

計未超過新臺幣四百萬元
者得予以排除々超過者，

四、鑑於目前年金制度採職業
分立，被保險人可能同時兼

以扣除新臺幣四百萬元為
限。

有不同的年金給付，故參酌
公教人員保險法第十七條第

前項最低年金給付總額
應併計算公教人員保險、軍

四項第一款，於第二項中將
總額明訂為「每月所有支（

人保險或國民年金保險之老
年年金給付，以及支（兼）

兼）領之月退休各項退休金
與老年給付」。所稱月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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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之月退休（職、伍）給付
或類此之非一次性離退給付

（職、伍）金係指依學校教
職員退休條例、公務人員退

。但勞工退休金條例之月退
金及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

休法、交通部郵電事業人員
退休撫卹條例、原政務人員

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
遣條例之定額給付不在此限

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陸海
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或類

。
依第二項規定請領老年

此之退休法令規定，請領或
兼領之月退休金、月退職酬

年金給付者，其數額與最低
年金給付總額之差額，由中

勞金、退休俸、月補償金等
非一次性離退給與。至所稱

央主管機關負擔。

「類此之非一次性離退給與
」，係考量被退休人員所適
用之離退給與制度如嗣後變
更為得請領類似上開非一次
性給與時（如經濟部所屬事
業機構），該非一次性給與
自應依本項規定納入每月退
休給與計算，爰增訂第三項
。
五、為強化政府照顧責任，增
列第四項，明定老年年金給
付與最低年金給付總額之差
額，由中央主管機關負擔。

第七十四條之二

本條例中華

第七十四條之二

本條例中華

一、查現行條文第二項已定有

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
文施行後，被保險人之保險

民國九十七年七月十七日修
正之條文施行後，被保險人

被保險人之本保險年資未滿
十五年，經併計國民年金保

年資未達十五年，不符合第
五十八條規定請領老年年金

符合本保險及國民年金保險
老年給付請領資格者，得向

險年資後滿十五年者，得於
六十五歲時請領本保險年資

給付條件，在併計公教人員
保險、軍人保險、農民健康

任一保險人同時請領，並由
受請求之保險人按其各該保

部分之老年年金給付。鑑於
國家年金改革規劃各社會保

保險（以下簡稱其他職域社
會保險）或國民年金保險之

險之年資，依規定分別計算
後合併發給々屬他保險應負

險採年資併計、年金分計之
政策方向，且本保險之被保

保險年資後，滿十五年且年
滿六十五歲，於各該保險均

擔之部分，由其保險人撥還
。

險人可能於不同職域保險間
互為流動，具有不同社會保

已退保者，得向保險人請領
老年年金給付，並由保險人

前項被保險人於各該保
險之年資，未達請領老年年

險之年資，為保障是類人員
未來年老退休時請領老年年

依第五十八條之一第二款規
定發給。但參加其他職域社

金給付之年限條件，而併計
他保險之年資後已符合者，

金給付權益，增訂第一項定
明，被保險人之本保險年資

會保險或國民年金保險之保
險年資，不計給本保險老年

亦得請領老年年金給付。
被保險人發生失能或死

，經併計公保、軍保及農保
等相關職域保險或國民年金

年金給付。
被保險人參加本保險或

亡保險事故，被保險人或其
遺屬同時符合國民年金保險

保險年資後滿十五年且年滿
六十五歲，並於各該保險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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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職域社會保險之保險年
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

給付條件時，僅得擇一請領
。

已退保時，得請領本保險老
年年金給付。又考量制度公

併計前項老年年金給付年資
〆

平性及財務負擔，保險人應
按被保險人之本保險年資部

一、已請領本保險老年給付
。

分計給老年年金給付，屬於
其他社會保險之年資，仍應

二、已請領公教人員保險或
軍人保險之養老、退伍給

由各社會保險依其規定分別
給付。至於年金給付之標準

付或退費。
三、已請領本保險或其他職

，保險人應依第五十八條之
一第二款所定年資給付率百

域社會保險年資之補償金
。

分之一點五五發給，不適用
該條第一款加計新臺幣三千

四、已請領老年農民福利津
貼。

元之規定。另現行條文第二
項規定已納入修正條文第一

被保險人已依離退給與
相關法令領取月退休（職、

項規範，爰予刪除。
二、考量社會保險保障適當性

伍）給與者，不適用第一項
併計年資之規定。

及公平性，爰增訂第二項定
明被保險人於不同社會保險

被保險人於本條例中華
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

年資如有已領取老年給付、
退伍給付等情形，其保險年

文施行前退保，於併計國民
年金保險之保險年資後，符

資已結清，不得重複併計年
資。又被保險人如已請領老

合第五十八條規定請領老年
年金給付之條件者，其老年

年農民福利津貼者，其農保
年資亦不得併計。

年金給付之給付標準，依本
條例○年○月○日修正之條

三、基於被保險人已依離退給
與相關法令領取月退休金者

文施行前之規定辦理。
被保險人符合本保險及

，其老年經濟生活已受相當
保障，爰增訂第三項定明是

國民年金保險老年年金給付
請領條件時，得向任一保險

類人員不適用第一項年資併
計之規定。有關月退休金之

人同時請領，並由受請求之
保險人按各該保險之年資，

範圍，以一百零四年十二月
二日修正公布之公教人員保

依規定分別計算後合併發給
。

險法第十七條第四項第一款
規定之內涵為準（包含依公

被保險人發生失能或死
亡保險事故，被保險人或其

務人員退休法、學校教職員
退休條例、警察人員人事條

遺屬同時符合國民年金保險
給付條件時，僅得擇一請領

例、法官法、交通部郵電事
業人員退休撫卹條例或陸海

。

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等法
規所定按月領取之退休金）
。至被保險人係依勞工退休
金條例規定領取月退休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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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得適用併計年資之規定
。
四、為保障被保險人於本條例
本次修正之條文施行前之既
有權益不受影響，爰增訂第
四項定明本次修正之條文施
行前，被保險人併計國民年
金保險之年資後已符合請領
老年年金給付之條件者，仍
由保險人依第五十八條之一
規定擇優發給。
五、配合第一項至第四項之增
訂，現行第一項及第三項分
別移列至第五項及第六項，
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七十九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

第七十九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

本保險年金制度改革，涉及全

施行。
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七

施行。
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七

體投保單位及被保險人權益，
需有一段期間之行政作業籌備

年七月十七日修正條文施行
日期，除另定施行日期者外

年七月十七日修正條文施行
日期，除另定施行日期者外

及宣導，爰修正第三項，增訂
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由

，由行政院定之。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年

，由行政院定之。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年

行政院定之。

四月八日修正之第十五條及
○年○月○日修正之條文，

四月八日修正之第十五條之
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其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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