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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537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7年5月16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2082 號

案由：本院委員劉建國、楊曜、洪宗熠、陳曼麗、吳琪銘等 19 人，
鑑於目前規定，被保險人的勞保必須「累積」投保滿一年才
能領失業津貼、提早就業獎金、職訓津貼，而且還不是三者
可同時領。勞保「累積」只有半年年資者，一旦失業將沒有
任何政府的補助，此舉不利於初入社會的新鮮人。為了確保
年輕失業者可以得到最低的所得保障，以維持其失業期間經
濟生活的安定，因此，修正放寬至保險年資滿六個月即可申
請失業給付，另外，配合性別工作平等法第十六條將育嬰留
職停薪申請資格放寬為到職六個月，育嬰津貼之發放亦應配
合修正放寬至保險年資滿六個月即可申請育嬰津貼。再者，
有鑑於我國就業保險法之失業給付津貼等待期間為十四日，
我國等待期間實已過久，也不符合國際勞工組織第 168 號公
約之規定。爰此，特擬具「就業保險法第十一條及第十四條
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目前規定，被保險人的勞保必須「累積」投保滿一年才能領失業津貼、提早就業獎金、職
訓津貼，而且還不是三者可同時領。勞保「累積」只有半年年資者，一旦失業將沒有任何
政府的補助，此舉不利於初入社會的新鮮人。
二、辦理失業或就業保險國家，對於被保險人在領取失業給付均有等待期間的規定，從被保險
人失業開始到領取失業給付，中間須經過一段等待期。惟台灣的等待期為 14 日，險有過長
之餘，且不符合國際勞工組織第 168 號公約之規定。
三、性別工作平等法第十六條規定「受僱者任職滿六個月後，於每一子女滿三歲前，得申請育
嬰留職停薪，期間至該子女滿三歲止，但不得逾二年。」，但本法第四款仍規範須保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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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一年以上方可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其規範未配合性別工作平等法已放寬成六個月即
可辦理留職停薪之規定，故應將申請津貼之年資配合修正成六個月方為妥適。
四、現行規定，被保險人因傷病診療，持有證明或為參加職業訓練，需要變更現在住所，經認
定有困難而拒絕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之安排者，仍可領取失業給付。然而對於懷孕女性勞工
，可能因懷孕關係所造成身體不適而必須退出職場的保障似有不足。為確保育齡女性勞工
，不致因懷孕退出職場後，仍需面臨所得損失之經濟負擔及職業生涯中斷釀生之機會成本
，促使女性勞工免於恐懼因懷孕可能帶來之勞動條件上不利益，建議修正，以茲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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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保險法第十一條及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第十一條

條

文

本保險各種保險給

現

行

文

說

明

本保險各種保險給

一、目前規定，被保險人的勞

付之請領條件如下：
一、失業給付：被保險人於

付之請領條件如下：
一、失業給付：被保險人於

保必須「累積」投保滿一年
才能領失業津貼、提早就業

非自願離職辦理退保當日
前三年內，保險年資合計

非自願離職辦理退保當日
前三年內，保險年資合計

獎金、職訓津貼，而且還不
是三者可同時領。勞保「累

滿六個月以上，具有工作
能力及繼續工作意願，向

滿一年以上，具有工作能
力及繼續工作意願，向公

積」只有半年年資者，一旦
失業將沒有任何政府的補助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
職登記，自求職登記之日

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
登記，自求職登記之日起

，此舉不利於初入社會的新
鮮人。

起七日內仍無法推介就業
或安排職業訓練。

十四日內仍無法推介就業
或安排職業訓練。

二、辦理失業或就業保險國家
，對於被保險人在領取失業

二、提早就業獎助津貼：符
合失業給付請領條件，於

二、提早就業獎助津貼：符
合失業給付請領條件，於

給付均有等待期間的規定，
從被保險人失業開始到領取

失業給付請領期間屆滿前
受僱工作，並參加本保險

失業給付請領期間屆滿前
受僱工作，並參加本保險

失業給付，中間須經過一段
等待期。所謂等待期間的作

三個月以上。
三、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被

三個月以上。
三、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被

用在於，給予保險人在一定
時間對失業者進行給付資格

保險人非自願離職，向公
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

保險人非自願離職，向公
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

條件的調查與甄選，以確定
申請保險給付確實具有受益

登記，經公立就業服務機
構安排參加全日制職業訓

登記，經公立就業服務機
構安排參加全日制職業訓

資格條件或取消失業期間之
給付；同時利用等待期間為

練。
四、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被

練。
四、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被

失業者媒合適當工作，協助
其在就業。然依國際勞工組

保險人之保險年資合計滿
六個月以上，子女滿三歲

保險人之保險年資合計滿
一年以上，子女滿三歲前

織於 1988 年 6 月 21 日通過
第 168 號公約，又稱就業促

前，依性別工作平等法之
規定，辦理育嬰留職停薪

，依性別工作平等法之規
定，辦理育嬰留職停薪。

進與失業保護公約第十八條
規定：「如果成員國的立法

被保險人因定期契約屆

被保險人因定期契約屆
滿離職，逾一個月未能就業

規定，在全失業的情況下，
只有在等待期滿後才能開始

滿離職，逾一個月未能就業
，且離職前一年內，契約期

，且離職前一年內，契約期
間合計滿六個月以上者，視

支付津貼時，這一等待期不
得超過七天。」而美國大多

間合計滿六個月以上者，視
為非自願離職，並準用前項

為非自願離職，並準用前項
之規定。

數州之等待期間亦為七日，
英國則為三日，目前等待期

之規定。
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

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
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

之規定在多數已實施失業保
險或就業保險的國家中，均

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
、遷廠、休業、解散、破產

、遷廠、休業、解散、破產
宣告離職；或因勞動基準法

有逐步縮短等待期之趨勢，
甚至取消等待期間之規定。

宣告離職；或因勞動基準法

第十一條、第十三條但書、

險有過長之餘，且不符合國

。

第十一條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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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第十三條但書、
第十四條及第二十條規定各

第十四條及第二十條規定各
款情事之一離職。

款情事之一離職。

際勞工組織第 168 號公約之
規定。
三、性別工作平等法第十六條
規定「受僱者任職滿六個月
後，於每一子女滿三歲前，
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期間
至該子女滿三歲止，但不得
逾二年。」但本法第四款仍
規範須保險年資一年以上方
可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其規範未配合性別工作平等
法已放寬成六個月即可辦理
留職停薪之規定，故應將申
請津貼之年資配合修正成六
個月方為妥適。

第十四條

申請人對公立就業

第十四條

申請人對公立就業

一、現行規定，被保險人因傷

服務機構安排之就業諮詢或
職業訓練，有下列情事之一

服務機構安排之就業諮詢或
職業訓練，有下列情事之一

病診療，持有證明或為參加
職業訓練，需要變更現在住

而不接受者，仍得請領失業
給付：

而不接受者，仍得請領失業
給付：

所，經認定有困難而拒絕公
立就業服務機構之安排者，

一、因傷病診療或懷孕期間
，持有證明而無法參加。

一、因傷病診療，持有證明
而無法參加者。

仍可領取失業給付。然而對
於懷孕女性勞工，可能因懷

二、為參加職業訓練，需要
變更現在住所，經公立就

二、為參加職業訓練，需要
變更現在住所，經公立就

孕關係所造成身體不適而必
須退出職場的保障似有不足

業服務機構認定顯有困難
。

業服務機構認定顯有困難
者。

。
二、為確保育齡女性勞工，不

申請人因前項各款規定
情事之未參加公立就業服務

申請人因前項各款規定
情事之未參加公立就業服務

致因懷孕退出職場後，仍需
面臨所得損失之經濟負擔及

機構安排之就業諮詢或職業
訓練，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在

機構安排之就業諮詢或職業
訓練，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在

職業生涯中斷釀生之機會成
本，促使女性勞工免於恐懼

其請領失業給付期間仍得擇
期安排。

其請領失業給付期間仍得擇
期安排。

因懷孕可能帶來之勞動條件
上不利益，建議修正，以茲
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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