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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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3月27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3074 號

案由：本院委員劉建國、鄭寶清、邱志偉等 16 人，鑑於身心障礙者
老化年齡較早，平均餘命亦較一般人低，又「身心障礙者權
益保護法」第四十七條要求主管機關應建立身心障礙者提前
退休機制，爰新增極重度、重度身心障礙者退休年齡得提早
至五十五歲之規定，並排除極重度、重度身心障礙者老年給
付請領年齡之限制。再者，根據最新勞保財務精算報告指出
，勞保基金財務持續惡化，破產年限將由 2027 年提前到 2026
年，一旦勞保破產，全國多數勞工屆退休年齡時，恐有請領
不到勞保年金之虞，影響層面甚鉅，又「國民年金法」第四
十九條規定：政府負擔最後支付責任，爰新增勞工保險如有
財務虧損，應由中央政府負擔最後支付責任，並定明中央主
管機關應逐年依據基金之收支、運用情形及積存數額撥補之
。爰此，特擬具「勞工保險條例第五十八條、第六十六條及
第六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根據衛福部統計，身心障礙人口持續增加，迄 107 年 9 月 30 日止，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的人
數多達 117 萬 318 人，對於身心障礙者的權益保障，現行的體制仍有一些需求仍待改善。
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四十七條：「為因應身心障礙者提前老化，中央主管機關應該建
立身心障礙勞工提早退休之機制，以保障其退出職場後之生活品質」。蓋因身心殘障者先
天或後天障礙，其肢體老化與智力的退化速度比一般人快，且在慢性病醫療復健上的花費
較一般人多，復健起始時間也比一般人早。鑒於身心障礙者提前老化現象，為落實身心殘
障者權益保障法第四十七條精神，有必要修正「勞工保險條例」讓身心障礙者有合法提早
退休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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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根據最新勞保財務精算報告指出，勞保基金財務持續惡化，破產年限將由 2027 年提前到
2026 年，一旦勞保破產，全國多數勞工屆退休年齡時，恐有請領不到勞保年金之虞，影響
層面甚鉅，又「國民年金法」第四十九條規定：政府負擔最後支付責任，爰修正「勞工保
險條例」第六十九條勞工保險如有財務虧損，應由中央政府負擔最後支付責任，並定明中
央主管機關應逐年依據基金之收支、運用情形及積存數額撥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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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保險條例第五十八條、第六十六條及第六十九條條文修正草
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五十八條 年滿六十歲或極
重度、重度身心障礙者年滿
五十五歲有保險年資者，得
依下列規定請領老年給付：

第五十八條 年滿六十歲有保
險年資者，得依下列規定請
領老年給付：
一、保險年資合計滿十五年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四十
七條：「為因應身心障礙者提
前老化，中央主管機關應該建
立身心障礙勞工提早退休之機

一、保險年資合計滿十五年
者，請領老年年金給付。
二、保險年資合計未滿十五
年者，請領老年一次金給

者，請領老年年金給付。
二、保險年資合計未滿十五
年者，請領老年一次金給
付。

制，以保障其退出職場後之生
活品質」。蓋因身心殘障者先
天或後天障礙，其肢體老化與
智力的退化速度比一般人快，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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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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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參加保險之年資合計滿
一年，年滿六十歲、女性
被保險人年滿五十五歲或
極重度、重度身心障礙者
年滿五十五歲之被保險人
退職者。
二、極重度、重度身心障礙
者年滿五十五歲，且參加
保險之年資合計滿十五年
者。
三、參加保險之年資合計滿
十五年，年滿五十五歲退
職者。
四、在同一投保單位參加保
險之年資合計滿二十五年
退職者。
五、參加保險之年資合計滿
二十五年，年滿五十歲退
職者。
六、擔任具有危險、堅強體
力等特殊性質之工作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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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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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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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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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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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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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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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不受第三十條規定之限
制。

且在慢性病醫療復健上的花費
較一般人多，復健起始時間也
比一般人早。鑑於身心障礙者
提前老化現象，為落實身心殘
障者權益保障法第四十七條精
神，有必要修正「勞工保險條
例」讓身心障礙者有合法提早
退休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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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五年，年滿五十五歲或

第一項老年給付之請領

極重度、重度身心障礙者
年滿五十五歲退職者。
依前二項規定請領老年
給付者，應辦理離職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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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歲，其後每二年提高一歲

被保險人請領老年給付
者，不受第三十條規定之限
制。
第一項老年給付之請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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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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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歲，其後每二年提高一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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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歲，並辦理離職退保者，

，以提高至六十五歲為限。
但極重度、重度身心障礙者
，不適用之。
被保險人已領取老年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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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項第五款及前項具

付者，不得再行參加勞工保
險。
被保險人擔任具有危險
、堅強體力等特殊性質之工

有危險、堅強體力等特殊性
質之工作，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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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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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質之工作，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第一項、第二項第一款
、第二款、第六款之規定，
於極重度、重度身心障礙者
未滿五十五歲因提早老化無
法繼續工作時亦適用之。
第六十六條 勞工保險基金之
來源如下：
一、創立時政府一次撥付之
金額及其後政府撥補之金
額。
二、當年度保險費及其孳息
之收入與保險給付支出之

第六十六條 勞工保險基金之
來源如左：
一、創立時政府一次撥付之
金額。
二、當年度保險費及其孳息
之收入與保險給付支出之
結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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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保險財務採部分提存準
備，隨著我國人口結構快速
老化及少子化趨勢爰於第一
項第一款將政府撥補之金額
納入本保險基金之來源，並
就第一項序文酌作文字修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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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餘。
三、保險費滯納金。
四、基金運用之收益。
前項政府撥補之金額，
於本條例中華民國○年○月

三、保險費滯納金。
四、基金運用之收益。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後，由
中央主管機關逐年依據基金
之收支、運用情形及積存數
額撥補之。
第六十九條 勞工保險之財務
，由中央政府負最後支付責
任。

二、在少子女化及老化的背景
之下，考量勞保長遠之發展
，政府撥補之金額，應兼顧
本保險財務需求，爰增訂第
二項，定明由中央主管機關
逐年依據基金之收支、運用
情形及積存數額撥補之。

第六十九條 勞工保險如有虧
損，在中央勞工保險局未成

根據最新勞保財務精算報告指
出，勞保基金財務持續惡化，

立前，應由中央主管機關審
核撥補。

破產年限將由 2027 年提前到
2026 年，一旦勞保破產，全
國多數勞工屆退休年齡時，恐
有請領不到勞保年金之虞，影
響層面甚鉅，爰參考「國民年
金法」第四十九條規定：政府
負擔最後支付責任，爰修正「
勞工保險條例」第六十九條，
勞工保險之財務，由中央政府
負擔最後支付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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