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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335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9年4月22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4414 號

案由：本院委員黃國書、張廖萬堅等 25 人，鑑於我國國營事業員工
多數兼具有公務員與勞工身分，但政府早年要求國營事業員
工加入公保人員保險，因機關改制，被保險人退休後卻無法
享有公保養老年金給付，過往執政者政府遺留問題須加以解
決。爰提出「公教人員保險法」第四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
以照顧退休者之老年經濟安全。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黃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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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教人員保險法第四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十八條 本法中華民國一
百零三年六月一日修正生效
之養老年金及遺屬年金給付
規定之適用，依下列規定：

第四十八條 本法中華民國一
百零三年六月一日修正生效
之養老年金及遺屬年金給付
規定之適用，依下列規定：

一、修正公教人員保險法第四
十八條。
二、因早期政策之故，國營事
業員工多半兼具公務員與勞

一、私立學校被保險人自中
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一
日適用之。
二、前款以外被保險人適用

一、私立學校被保險人自中
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一
日適用之。
二、前款以外被保險人適用

工身分者，被政府要求國營
事業員工加入公保人員保險
。然因機關改制，被保險人
退休後卻無法享有年金給付

之離退給與相關法令未定
有本法第十六條第四項第
三款所定月退休（職、伍
）給與，亦未定有優惠存
款制度者，自本法中華民
國一百零四年五月二十九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後適用
之。但法定機關編制內有
給之民選公職人員及政務
人員不適用之。
三、前二款以外之其他被保
險人，俟公務人員及公立
學校教職員適用之退撫法
律及本法修正通過後適用
之。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被
保險人符合下列情形者，得
溯及適用本法關於請領養老
年金給付之規定，並自符合
請領條件之日起，按月發給
，不受第五十一條規定限制
：
一、前項第一款被保險人於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一
日至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
三年六月一日修正生效前
，繳付本保險保險費滿十
五年以上而退保且符合養

之離退給與相關法令未定
有本法第十六條第四項第
三款所定月退休（職、伍
）給與，亦未定有優惠存
款制度者，自本法中華民
國一百零四年五月二十九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後適用
之。但法定機關編制內有
給之民選公職人員及政務
人員不適用之。
三、前二款以外之其他被保
險人，俟公務人員及公立
學校教職員適用之退撫法
律及本法修正通過後適用
之。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被
保險人符合下列情形者，得
溯及適用本法關於請領養老
年金給付之規定，並自符合
請領條件之日起，按月發給
，不受第五十一條規定限制
：
一、前項第一款被保險人於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一
日至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
三年六月一日修正生效前
，繳付本保險保險費滿十
五年以上而退保且符合養

。為解決過去政府所留之疑
難，照顧退休者之老年經濟
安全，爰提出公教人員保險
法第四十八條修正。

老給付請領條件及養老年
金給付之起支年齡條件。

老給付請領條件及養老年
金給付之起支年齡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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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項第二款被保險人於

二、前項第二款被保險人於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一
月一日修正生效後至本法
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五月
二十九日修正之條文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
六月一日修正生效後至本
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五
月二十九日修正之條文施

前，繳付本保險保險費滿
十五年以上而退保且符合
養老給付請領條件及養老
年金給付之起支年齡條件

行前，繳付本保險保險費
滿十五年以上而退保且符
合養老給付請領條件及養
老年金給付之起支年齡條

。
前項被保險人已領取一
次養老給付者，應於下列期
限內一次全數繳回承保機關

件。
前項被保險人已領取一
次養老給付者，應於下列期
限內一次全數繳回承保機關

，始得申請改領養老年金給
付；逾期不得再申請改領：
一、第一項第一款被保險人
應於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

，始得申請改領養老年金給
付；逾期不得再申請改領：
一、第一項第一款被保險人
應於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

三年六月一日修正生效後
六個月內，一次全數繳回
。
二、第一項第二款被保險人

三年六月一日修正生效後
六個月內，一次全數繳回
。
二、第一項第二款被保險人

應於本法中華民國○年○
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後
六個月內，一次全數繳回
。

應於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
四年五月二十九日修正之
條文施行後六個月內，一
次全數繳回。

第一項第一款被保險人
於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
六月一日修正生效前死亡者
，或同項第二款被保險人於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五
月二十九日修正之條文施行
前死亡者，不適用前二項規
定。
第一項前二款被保險人
因重複參加其他職域社會保
險而依規定選擇退出本保險
者，其依第二十六條規定請
領之養老年金給付，應依基
本年金率計給，並應受第六
項規定之限制。
第一項前二款被保險人
，其每月退休（職、伍）給

第一項第一款被保險人
於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
六月一日修正生效前死亡者
，或同項第二款被保險人於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五
月二十九日修正之條文施行
前死亡者，不適用前二項規
定。
第一項前二款被保險人
因重複參加其他職域社會保
險而依規定選擇退出本保險
者，其依第二十六條規定請
領之養老年金給付，應依基
本年金率計給，並應受第六
項規定之限制。
第一項前二款被保險人
，其每月退休（職、伍）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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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加計每月可領養老年金

與，加計每月可領養老年金

給付之總和，不得超過其最
後在職加保投保俸（薪）額
二倍之百分之八十；超過者
，應調降養老年金給付，不

給付之總和，不得超過其最
後在職加保投保俸（薪）額
二倍之百分之八十；超過者
，應調降養老年金給付，不

適用第十九條規定，或得選
擇不請領養老年金給付而請
領一次養老給付；一經領受
，不得變更。

適用第十九條規定，或得選
擇不請領養老年金給付而請
領一次養老給付；一經領受
，不得變更。

第一項前二款被保險人
養老年金及遺屬年金給付之
保險費率，應依第八條所定
精算機制，按年金所需費率

第一項前二款被保險人
養老年金及遺屬年金給付之
保險費率，應依第八條所定
精算機制，按年金所需費率

覈實釐定之。
第一項前二款被保險人
曾領取本保險年資補償金者
，於申請養老年金給付前，

覈實釐定之。
第一項前二款被保險人
曾領取本保險年資補償金者
，於申請養老年金給付前，

須將依原領取補償金法令所
定應繳回金額，一次全數繳
回相關權責機關或交由承保
機關繳還相關權責機關，始

須將依原領取補償金法令所
定應繳回金額，一次全數繳
回相關權責機關或交由承保
機關繳還相關權責機關，始

得依規定請領養老年金給付
。

得依規定請領養老年金給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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