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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578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7年4月18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1878 號

案由：本院委員黃秀芳等 16 人，鑑於國民年金保險老年年金給付係
為確保國民老年基本經濟安全，為避免國保開辦初期被保險
人無法累積足夠年資，年金給付金額較少，致老年經濟保障
不足，故本法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一款提供基本保障金額之制
度設計，並由中央主管機關負擔其財源，但現行規定可能導
致部分民眾藉短暫加保以領取高額基本保障金額，或已領有
軍、公、教人員、公營事業人員一次退休（職、伍）金且辦
理優惠存款、月休（職、伍）金或月撫卹（慰）金等相關定
期性給付，老年經濟安全已獲得適足保障者，仍可領取國保
老年年金給付之基本保障金額之不合理現象。為使本法老年
年金給付更趨於公平、合理，爰擬具「國民年金法第三十條
及第五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重點如下：一、鑑於
老年年金給付之基本保障，具有津貼之性質，增列設籍、居
住國內期間及領取軍、公、教人員、公營事業人員一次退休
（職、伍）金且辦理優惠存款、月休（職、伍）金或月撫卹
（慰）金等限制，以符合公平原則。（修正條文第三十條）
二、本法第三十條第二項第二款、第三款有關設籍及居住國
內期間之限制，影響被保險人給付權益，爰訂定緩衝期，俾
民眾知悉及遵循相關規定。（修正條文第五十九條）。是否
有當？敬請公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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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年金法第三十條及第五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第三十條

條

文

請領老年年金給付

現

行

第三十條

條

文

說

明

請領老年年金給付

一、為銜接原敬老福利生活津

，依下列方式擇優計給：
一、月投保金額乘以其保險

，依下列方式擇優計給：
一、月投保金額乘以其保險

貼（本保險開辦後，改為老
年基本保證年金），並避免

年資，再乘以百分之零點
六五所得之數額加新臺幣

年資，再乘以百分之零點
六五所得之數額加新臺幣

本保險開辦初期，被保險人
無法累計足夠年資，以獲得

三千元。
二、月投保金額乘以其保險

三千元。
二、月投保金額乘以其保險

適足保障，爰本條第一項第
一款訂有基本保障金額之規

年資，再乘以百分之一點
三所得之數額。

年資，再乘以百分之一點
三所得之數額。

定，且該給付金額與依保險
年資計算之給付金額間之差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
得選擇前項第一款之計給方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
得選擇前項第一款之計給方

額，係由政府籌措財源支應
，故具有津貼之性質。

式：
一、有欠繳保險費期間不計

式：
一、有欠繳保險費期間不計

二、考量原敬老福利生活津貼
及本法第三十一條之老年基

入保險年資情事。
二、未在國內設有戶籍。

入保險年資情事。
二、領取相關社會福利津貼

本保證年金均訂有相關設籍
及居住國內期間之限制，為

三、最近三年內每年居住國
內未滿一百八十三日；持

。
三、已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

符合公平原則，爰第二項比
照老年基本保證年金規定，

外國護照入境期間不列入
居住國內期間計算。

年給付。但第七條第二款
及第三款規定之被保險人

增列第二款及第三款設有戶
籍及居住國內期間之限制，

四、領取相關社會福利津貼
。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
此限：

原第二款移列第四款。
三、另考量領取軍人、政務人

五、領取軍人、政務人員、
公教人員、公營事業人員

(一)僅領取勞工保險老年
給付者。

員、公教人員、公營事業人
員一次退休金且辦理優惠存

一次退休（職、伍）金，
且辦理政府優惠存款，或

(二)已領取公教人員保險
養老給付、軍人保險

款者，及領取相關社會保險
年金給付者，已獲得政府資

領取軍人、政務人員、公
教人員、公營事業人員月

退伍給付者，自年滿
六十五歲當月起以新

源之妥善照顧，為避免政府
資源之重複配置，爰增列第

退休（職）金、月撫卹（
慰）金。

臺幣三千元按月累計
達原領取給付總額。

五款及第六款規定；原第三
款移列第七款規定，並配合

六、領取相關社會保險年金
給付。

被保險人於發生保險事
故前一年期間之保險費或利

第七條及前款規定酌作文字
修正，以臻明確。

七、已領取相關社會保險一
次性老年給付。但領取給

息有欠繳情形，經保險人以
書面限期命其繳納，逾期始

四、增訂第三項，明定本條修
正施行前已領取老年年金給

付時有第七條第一項第二
款及第三款規定情形，且

為繳納者，其依法得領取之
前三個月老年年金給付，按

付者，其後發給之給付，仍
應依修正施行後之規定核給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不
在此限：

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計算之。
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請

，以符公平；原第三項移列
第四項。

(一)僅領取勞工保險老年

領老年年金給付者，其數額

五、一百年六月二十九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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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者。
(二)已領取公教人員保險

與第二款計算所得數額之差
額，由中央主管機關負擔。

條文已放寬發生保險事故前
一年有欠繳保險費情形者，

養老給付、軍人保險
退伍給付者，自年滿

老年年金給付，自符合
條件之當月起按月發給至死

不得擇優領取本條第一項第
一款之老年年金給付的期間

六十五歲當月起以新
臺幣三千元按月累計

亡當月止。
依第三十三條規定請領

，僅限前三個月之老年年金
給付，為鼓勵被保險人繳納

達原領取給付總額。
中華民國一百零○年○

身心障礙年金給付者，於年
滿六十五歲時，得改請領老

保險費，並避免被保險人選
擇性繳納不同期間之保險費

月○日修正條文施行前請領
老年年金給付者，其後發給

年年金給付，其請領身心障
礙年金前之保險年資，得併

所衍生之爭議，原第三項（
移列第四項）酌作文字修正

之給付，適用前項修正後之
規定。

入本條之保險年資計算。

。
六、基於信賴保護原則，為保

被保險人於發生保險事
故前之保險費或利息有欠繳

障本法修正前已年滿六十五
歲者之給付權益，爰增列第

情形，經保險人以書面限期
命其繳納，逾期始為繳納者

五項規定，以下項次依序遞
移。

，其依法得領取之前三個月
老年年金給付，按第一項第

七、原本條第五項，有關老年
年金給付核發起始及終止月

二款規定計算之。
中華民國一百零○年○

份，於第十八條之一已有規
定，為避免重複規定，爰予

月○日修正條文施行前已年
滿六十五歲者，其請領老年

刪除。

年金給付仍適用前項修正前
之規定。
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請
領老年年金給付者，其數額
與第二款計算所得數額之差
額，由中央主管機關負擔。
依第三十三條規定請領
身心障礙年金給付者，於年
滿六十五歲時，得改請領老
年年金給付，其請領身心障
礙年金前之保險年資，得併
入本條之保險年資計算。
第五十九條 本法自中華民國
九十七年十月一日起施行。

第五十九條 本法自中華民國
九十七年十月一日起施行。

本法第三十條第二項第二款、
第三款有關設籍及居住期間之

本法修正條文除中華民
國一百年六月十三日修正之

本法修正條文除中華民
國一百年六月十三日修正之

限制，影響被保險人給付權益
，爰配合居住期間需最近三年

第七條第二款、第三款及第
三十條第二項第三款，自九

第七條第二款、第三款及第
三十條第二項第三款，自九

內每年居住滿一百八十三天之
期間，訂定三年之緩衝期，除

十七年十月一日施行；第六
條第四款、第十三條第一項

十七年十月一日施行；第六
條第四款、第十三條第一項

給予被保險人足夠時間累積居
住期間外，並加強宣導，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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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三項修正條文之施行日
期由行政院定之者外，自公

及第三項修正條文之施行日
期由行政院定之者外，自公

布日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年○年

布日施行。

○日修正之第三十條，除第
二項第二款、第三款自公布
後三年施行外，自公布日施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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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知悉相關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