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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20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7年10月24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2443 號

案由：本院委員蔡培慧、呂孫綾等 21 人，鑑於農業領域長期面臨缺
工問題，希望媒合身強體壯之退伍國軍得加入從農領域，以
補充農業勞動力不足之困境。然本條例之退伍給付，凡加保
滿五年即可領取，不論金額或年資多寡，長期以來均遭其他
社會保險制度歸納為「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之一，造成
領取微薄退伍給付之軍人，在退伍轉職後被排除在農民健康
保險之外，缺乏從農保障，亦無法全心投入農業工作。為照
顧軍人退伍轉職之相關權益，及明確區分退伍轉職與退伍養
老給付屬性之不同，讓退伍軍人成為台灣農業勞動力的補充
人力及達到精實人力再就業之目標，爰擬具「軍人保險條例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增列退伍轉職給付為保險項目之一，及核定相關內涵。（修正條文第三條、第五條、第六
條、第十條、第十三條、第十六條）
二、明確本保險之財務責任修正施行生效時間。（修正條文第五條、第六條、第十條）
三、明定本條例施行細則訂定之權責。（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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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人保險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第三條 本保險包括死亡、殘
廢、退伍轉職（以下簡稱為
轉職）、退伍、育嬰留職停
薪及眷屬喪葬六項。

現

行

條

文

第三條 本保險包括死亡、殘
廢、退伍、育嬰留職停薪及
眷屬喪葬五項。

說

明

一、文字調整。
二、本條例規定之退伍給付，
凡保險滿五年者即符合領取
資格，惟軍人之職業特殊性
，具有年齡之相關限制，且
經由退伍領取給付之數據資
料顯示，102 年度自 106 年
度以來，退伍領取平均金額
少於 6 萬元之人數為 4,275
人，顯示該給付與公務人員
保險之養老給付及勞工保險
之老年給付性質並不同。然
長年以來均遭其他社會保險
制度歸納為「相關社會保險
老年幾付」之一種，造成領
取微薄退伍給付之軍人，被
排除在農民健康保險或國民
年金保險之外。為照顧軍人
退伍轉職之相關權益，新增
退伍轉職一項，明確區分退
伍轉職與退伍養老給付屬性
之不同。

第五條 本保險財務收支結餘
，全部提列為保險準備金；
其管理事宜，經本會保險監
理委員會及本保險主管機關
同意後，得委託經營。
本保險準備金之管理及
運用辦法，由主管機官定之
。
承保機構辦理本保險所
需事務費，由中央政府編列
預算撥付，其金額不得超過
年度保險費總額百分之三點
五。
本保險之財務責任，屬
於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五
年一月一日以前之保險年資

第五條 本保險財務收支結餘
，全部提列為保險準備金；
其管理及運用辦法，由主管
機關定之。
承保機構辦理本保險所
需事務費，由中央政府編列
預算撥付，其金額不得超過
年度保險費總額百分之三點
五。
本保險之財務責任，屬
於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二
年五月三十一日修正之條文
施行前之保險年資應計給之
退伍給付未提存保險責任準
備金額，由中央政府審核撥
補；屬於本條例一百零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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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正第一項，參酌公教人
員保險法第五條規定，為因
應金融商品多樣性及增加本
保險準備金收益率，明定本
保險準備金之運用得委託經
營；其委託對象之選定、委
託經營方式、範圍、經費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等，將應本
條授權訂定之軍人保險準備
金管理及運用辦法中規定。
二、原第一項文後段文字，授
權由本保險主管機關訂定本
保險準備金及運用辦法，移
列為第二項，並酌作文字調
整。
三、原第二項，改列為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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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計給之退伍給付、轉職給

五月三十一日修正之條文施

付未提存保險責任準備金額
，由中央政府審核撥補；屬
於本條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
日以後之虧損，除戰爭、武

行後之虧損，除戰爭、武裝
衝突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應
計給之給付金額由中央政府
審核撥補外，應調整費率挹

裝衝突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
應計給之給付金額由中央政
府審核撥補外，應調整費率
挹注。

注。

。
四、原第三項改列為第四項，
並配合本保險財務責任屬於
一百零二年五月三十一日修
正之條文，係於一百零四年
十二月三十日奉總統公佈，
並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起
施行，爰為明確施行生效時
間，修正相關文字。

第六條 轉職給付、退伍給付
、殘廢給付、育嬰留職停薪

第六條 退伍給付、殘廢給付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及眷屬

一、配合第三條之修正，新增
轉職給付。

津貼及眷屬喪葬津貼，以被
保險人本人為受益人；死亡
給付依序由下列親屬為受益
人領受之：
一、配偶。
二、子女。
三、父母。
四、祖父母。
五、兄弟姊妹。
被保險人於本條例中華
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以
前，已指定死亡給付之受益

喪葬津貼，以被保險人本人
為受益人；死亡給付依序由
下列親屬為受益人領受之：
一、配偶。
二、子女。
三、父母。
四、祖父母。
五、兄弟姊妹。
被保險人於本條例中華
民國一百零二年五月三十一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指
定死亡給付之受益人者，依

二、為明確施行生效時間，修
正第二項前段文字。

人者，依其指定辦理。

其指定辦理。

第十條 本保險之保險費率，
為被保險人每月保險基數金
額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二。
前項費率，由承保機構
聘請精算師或委託精算機構
定期精算，並由主管機關評
估保險實際收支情形及精算
結果，報請行政院覈實釐定
，並應送立法院備查；費率
調整時，亦同。但精算時，
屬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
月一日以前之保險年資應計
給之退伍給付、轉職給付未
提存保險責任準備金額，不
計入本保險之保險費率。
第一項所稱每月保險基
數金額，依被保險人月支本
俸為準。

第十條 本保險之保險費率，
為被保險人每月保險基數金
額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二。
前項費率，由承保機構
聘請精算師或委託精算機構
定期精算，並由主管機關評
估保險實際收支情形及精算
結果，報請行政院覈實釐定
，並應送立法院備查；費率
調整時，亦同。但精算時，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
五月三十一日修正之條文施
行前之保險年資應計給之退
伍給付未提存保險責任準備
金額，不計入本保險之保險
費率。
第一項所稱每月保險基
數金額，依被保險人月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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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項、第三項、第五項
及第六項均未修正。
二、配合第三條增列「轉職給
付」項目、第五條第四項修
正明確本保險財務責任施行
生效時間，爰修正第二項相
關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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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役軍官、士官每月

俸為準。

保險基數金額，比照志願役
軍官、士官同階一級辦理；
士兵、軍事學校軍費學生每
月保險基數金額，比照志願

義務役軍官、士官每月
保險基數金額，比照志願役
軍官、士官同階一級辦理；
士兵、軍事學校軍費學生每

役下士一級辦理。
本保險之保險費，按月
繳付，由被保險人自付百分
之三十五，政府補助百分之

月保險基數金額，比照志願
役下士一級辦理。
本保險之保險費，按月
繳付，由被保險人自付百分

六十五。但義務役軍官、士
官及士兵之保險費，全額由
政府負擔。
前項由政府補助或負擔

之三十五，政府補助百分之
六十五。但義務役軍官、士
官及士兵之保險費，全額由
政府負擔。

之保險費，由被保險人所屬
機關分別編列預算，逐月撥
付承保機構。

前項由政府補助或負擔
之保險費，由被保險人所屬
機關分別編列預算，逐月撥
付承保機構。

第十三條 死亡給付規定如下
：
一、作戰死亡：給付四十八
個基數。
二、因公死亡：給付四十二
個基數。

第十三條 死亡給付規定如左
：
一、作戰死亡：給付四十八
個基數。
二、因公死亡：給付四十二
個基數。

三、因病或意外死亡：給付
二十六個基數。
前項死亡給付，如低於
其應得之退伍或轉職給付時
，得擇優發給。

三、因病或意外死亡：給付
二十六個基數。
前項死亡給付，如低於
其應得之退伍給付時，得按
退伍給付發給。

第十六條 退伍給付、轉職給
付，其性質區分如下：
一、退伍給付：指被保險人
於符合陸海空軍軍官服役
條例之規定，按月給與退
休俸終身，或依志願給與
退休金，具有社會保險老
年給付性質之本保險給付
。
二、轉職給付：指被保險人
參加保險滿五年，且未符
合前款領取退伍給付規定
給付性質之本保險給付。
退伍給付、轉職給付規

第十六條 退伍給付規定如下
：
一、保險滿五年者，給付五
個基數。
二、保險超過五年者，自第
六年起至第十年，每超過
一年，增給一個基數。
三、保險超過十年者，自第
十一年起至第十五年，每
超過一年，增給二個基數
。
四、保險超過十五年者，自
第十六年起，每超過一年
，增給三個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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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項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二項配合修正條文第三
條保險範圍增列「轉職給付
」，爰作文字修正。

一、為明確區分退伍給付、轉
職給付之性質，增訂第一項
。凡被保險人符合陸海空空
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規定按
月給與退休俸終身，或依志
願給與退休金者，具有社會
保險老年給付性質，本保險
發給「轉職給付」，參加本
保險滿五年，未符合領取退
伍給付資格者，因屬短期性
一次給付，僅供被保險人於
離退後，銜接轉職過程，穩
定其經濟需求之過渡，並未
具社會保險老年給付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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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如下：

五、保險滿二十年者，每超

本保險發給「轉職給付」，

一、保險滿五年者，給付五
個基數。
二、保險超過五年者，自第
六年起至第十年，每超過

過一年增給一個基數，最
高以四十五個基數為限。
保險未滿五年，未曾領
受殘廢給付、育嬰留職停薪

爰不應排除其參加其他社會
保險之資格。

一年，增給一個基數。
三、保險超過十年者，自第
十一年起至第十五年，每
超過一年，增給二個基數

津貼或眷屬喪葬津貼者，照
最後月份繳費標準，退還其
以往自付部分保險費。

。
四、保險超過十五年者，自
第十六年起，每超過一年
，增給三個基數。
五、保險滿二十年者，每超
過一年增給一個基數，最
高以四十五個基數為限。
保險未滿五年，未曾領
受殘廢給付、育嬰留職停薪
津貼或眷屬喪葬津貼者，照
最後月份繳費標準，退還其
以往自付部分保險費。
第二十四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
，由國防部定之。

第二十四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
，由行政院定之。

委 201

明定本條例施行細則之訂定，
權責改為主管機關。

立法院第 9 屆第 6 會期第 6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2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