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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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0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1509 號

案由：本院委員陳怡潔等 21 人，鑑於社會情勢變遷，家庭結構改變
，單身無子女之勞工日益增加，單身勞工死亡後，僅遺有兄
弟姊妹，且多數未受被保險人扶養，故僅得請領喪葬津貼，
而未能請領遺屬津貼，有失公平原則，亦不符合當今社會現
況。爰擬具「勞工保險條例第六十三條、第六十三條之一及
第六十三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放寬遺屬津貼請領資格。
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現行勞工保險條例第六十三條之規定，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死亡時，除由支出殯葬費
之人請領喪葬津貼外，遺有配偶、子女、父母、祖父母、受其扶養之孫子女或受其扶養之
兄弟、姊妹者，得請領遺屬年金給付。意指單身勞工於被保險期間死亡時，其兄弟姊妹欲
請領遺屬年金，需有被保險人扶養之事實，該條件等於變相懲罰單身勞工，未符當代社會
趨勢。
二、為避免單身勞工過世後，其遺屬因資格不符，年金遭到充公，爰修正相關規定，放寬遺屬
津貼請領資格，以符社會現況與公平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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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保險條例第六十三條、第六十三條之一及第六十三條之二條
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第六十三條

條

文

被保險人在保險

現

行

第六十三條

條

文

說

明

被保險人在保險

一、第一項至第三項未修正。

有效期間死亡時，除由支出
殯葬費之人請領喪葬津貼外

有效期間死亡時，除由支出
殯葬費之人請領喪葬津貼外

二、被保險人於保險有效期間
死亡，其遺屬依規定得請領

，遺有配偶、子女、父母、
祖父母、受其扶養之孫子女

，遺有配偶、子女、父母、
祖父母、受其扶養之孫子女

遺屬年金。為保障年金制度
施行前，已有保險年資者既

或受其扶養之兄弟、姊妹者
，得請領遺屬年金給付。

或受其扶養之兄弟、姊妹者
，得請領遺屬年金給付。

有之一次給付權益，依現行
條文第三項規定，被保險人

前項遺屬請領遺屬年金
給付之條件如下：

前項遺屬請領遺屬年金
給付之條件如下：

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十
七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有保

一、配偶符合第五十四條之
二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

一、配偶符合第五十四條之
二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

險年資者，其遺屬除得依規
定請領年金給付外，亦得選

規定者。
二、子女符合第五十四條之

規定者。
二、子女符合第五十四條之

擇一次請領遺屬津貼。
三、因社會情勢變遷，家庭結

二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者。
三、父母、祖父母年滿五十

二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者。
三、父母、祖父母年滿五十

構改變，單身無子女之勞工
日益增加，外界迭有反映，

五歲，且每月工作收入未
超過投保薪資分級表第一

五歲，且每月工作收入未
超過投保薪資分級表第一

渠等勞工死亡後，僅遺有兄
弟姊妹，且多數未受被保險

級者。
四、孫子女符合第五十四條

級者。
四、孫子女符合第五十四條

人扶養，故僅得請領喪葬津
貼，而未能請領遺屬津貼。

之二第一項第三款第一目
至第三目規定情形之一者

之二第一項第三款第一目
至第三目規定情形之一者

為考量實務需求，爰增訂第
四項規定，被保險人於勞工

。
五、兄弟、姊妹符合下列條

。
五、兄弟、姊妹符合下列條

保險年金制度施行前有年資
者，在保險有效期間死亡，

件之一：
(一)有第五十四條之二第

件之一：
(一)有第五十四條之二第

未遺有第一項所定遺屬時，
得由未受其扶養之兄弟、姊

一項第三款第一目或
第二目規定情形。

一項第三款第一目或
第二目規定情形。

(二)年滿五十五歲，且每
月工作收入未超過投

(二)年滿五十五歲，且每
月工作收入未超過投

保薪資分級表第一級
。

保薪資分級表第一級
。

第一項被保險人於本條
例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十

第一項被保險人於本條
例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十

七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有保
險年資者，其遺屬除得依前

七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有保
險年資者，其遺屬除得依前

項規定請領年金給付外，亦
得選擇一次請領遺屬津貼，

項規定請領年金給付外，亦
得選擇一次請領遺屬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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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請領遺屬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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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前項條件之限制，經保
險人核付後，不得變更。

不受前項條件之限制，經保
險人核付後，不得變更。

前項被保險人未遺有第
一項所定遺屬時，未受其扶
養之兄弟、姊妹，得一次請
領遺屬津貼。
第六十三條之一 被保險人退
保，於領取失能年金給付或

第六十三條之一 被保險人退
保，於領取失能年金給付或

一、第一項、第二項未修正。
二、增訂第五項，被保險人於

老年年金給付期間死亡者，
其符合前條第二項規定之遺

老年年金給付期間死亡者，
其符合前條第二項規定之遺

勞工保險年金制度施行前有
年資者，於退保領取失能年

屬，得請領遺屬年金給付。
前項被保險人於本條例

屬，得請領遺屬年金給付。
前項被保險人於本條例

金給付或老年年金給付期間
死亡，如未遺有前條第一項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十七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有保險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十七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有保險

之遺屬時，未受其扶養之兄
弟、姊妹得一次請領失能給

年資者，其遺屬除得依前項
規定請領年金給付外，亦得

年資者，其遺屬除得依前項
規定請領年金給付外，亦得

付或老年給付扣除已領年金
給付總額之差額；並增訂第

選擇一次請領失能給付或老
年給付，扣除已領年金給付

選擇一次請領失能給付或老
年給付，扣除已領年金給付

六項規定，被保險人已符合
一次請領老年給付之條件，

總額之差額，不受前條第二
項條件之限制，經保險人核

總額之差額，不受前條第二
項條件之限制，經保險人核

於未領取前死亡，如未遺有
前條第一項之遺屬時，未受

付後，不得變更。
被保險人保險年資滿十

付後，不得變更。
被保險人保險年資滿十

其扶養之兄弟、姊妹得一次
請領老年給付，理由同前條

五年，並符合第五十八條第
二項各款所定之條件，於未

五年，並符合第五十八條第
二項各款所定之條件，於未

說明三。

領取老年給付前死亡者，其
符合前條第二項規定之遺屬

領取老年給付前死亡者，其
符合前條第二項規定之遺屬

，得請領遺屬年金給付。
前項被保險人於本條例

，得請領遺屬年金給付。
前項被保險人於本條例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十七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有保險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十七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有保險

年資者，其遺屬除得依前項
規定請領年金給付外，亦得

年資者，其遺屬除得依前項
規定請領年金給付外，亦得

選擇一次請領老年給付，不
受前條第二項條件之限制，

選擇一次請領老年給付，不
受前條第二項條件之限制，

經保險人核付後，不得變更
。

經保險人核付後，不得變更
。

第二項被保險人未遺有
前條第一項所定遺屬時，未
受其扶養之兄弟、姊妹，得
一次請領失能給付或老年給
付，扣除已領年金給付總額
之差額。
委 177

立法院第 9 屆第 4 會期第 14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第四項被保險人未遺有
前條第一項所定遺屬時，未
受其扶養之兄弟、姊妹，得
一次請領老年給付。
第六十三條之二 前二條所定
喪葬津貼、遺屬年金及遺屬

第六十三條之二 前二條所定
喪葬津貼、遺屬年金及遺屬

一、配合增訂修正條文第六十
三條第四項規定，於第一項

津貼給付標準如下：
一、喪葬津貼：按被保險人

津貼給付標準如下：
一、喪葬津貼：按被保險人

第三款第一目增訂渠等人員
請領遺屬津貼之給付標準。

平均月投保薪資一次發給
五個月。但其遺屬不符合

平均月投保薪資一次發給
五個月。但其遺屬不符合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正。

請領遺屬年金給付或遺屬
津貼條件，或無遺屬者，

請領遺屬年金給付或遺屬
津貼條件，或無遺屬者，

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一次
發給十個月。

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一次
發給十個月。

二、遺屬年金：
(一)依第六十三條規定請

二、遺屬年金：
(一)依第六十三條規定請

領遺屬年金者：依被
保險人之保險年資合

領遺屬年金者：依被
保險人之保險年資合

計每滿一年，按其平
均月投保薪資之百分

計每滿一年，按其平
均月投保薪資之百分

之一點五五計算。
(二)依前條規定請領遺屬

之一點五五計算。
(二)依前條規定請領遺屬

年金者：依失能年金
或老年年金給付標準

年金者：依失能年金
或老年年金給付標準

計算後金額之半數發
給。

計算後金額之半數發
給。

三、遺屬津貼：
(一)參加保險年資合計未

三、遺屬津貼：
(一)參加保險年資合計未

滿一年，或依第六十
三條第四項規定請領

滿一年者，按被保險
人平均月投保薪資發

遺屬津貼者，按被保
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

給十個月。
(二)參加保險年資合計已

發給十個月。
(二)參加保險年資合計已

滿一年而未滿二年者
，按被保險人平均月

滿一年而未滿二年者
，按被保險人平均月

投保薪資發給二十個
月。

投保薪資發給二十個
月。

(三)參加保險年資合計已
滿二年者，按被保險

(三)參加保險年資合計已
滿二年者，按被保險

人平均月投保薪資發
給三十個月。

人平均月投保薪資發
給三十個月。

前項第二款之遺屬年金
給付金額不足新臺幣三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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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第二款之遺屬年金
給付金額不足新臺幣三千元

者，按新臺幣三千元發給。
遺屬年金給付於同一順

者，按新臺幣三千元發給。
遺屬年金給付於同一順

序之遺屬有二人以上時，每
多一人加發依第一項第二款

序之遺屬有二人以上時，每
多一人加發依第一項第二款

及前項規定計算後金額之百
分之二十五，最多加計百分

及前項規定計算後金額之百
分之二十五，最多加計百分

之五十。

之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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