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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9年5月6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4614 號

案由：本院委員林奕華等 22 人，有鑑於重度以上身心障礙者老化年
齡與平均餘命與一般正常人相較之下較早且較短，故重度或
極重度身心障礙者之勞動能力退化較為迅速，退休後之生活
卻未能獲得充分保障，且考量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之相關
規定，亦含括身心障礙者提早退休之精神；為確保身心障礙
者之權益，增列重度與極重度身心障礙者退休年齡得提早至
五十五歲，且得全額領取養老年金，爰擬具「公教人員保險
法第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依 106 年修正通過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十七條與三十一條之規定，重度以上身心障
礙者可提前於五十五歲請領全額退休金，故為落實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建立身心障礙者
提早退休機制之精神，公教人員保險法亦應配合修正，使重度以上身心障礙者得提早至五
十五歲領取全額養老年金給付。
二、依衛生福利部委託辦理之「身心障礙者提前老化及平均餘命基礎研究」報告指出，身心障
礙者老化年齡較一般人為早，重度與極重度身障者分別提早 7.5 歲及 7.7 歲老化；勞動部之
「身心障礙者勞動狀況調查報告」亦指出，身心障礙者平均退休年齡較全體提早 7.9 歲，顯
見身心障礙者提早老化問題嚴重，故方有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四十七條之規定「為因
應身心障礙者提前老化，中央勞工主管機關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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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七項規定「國家對於身心障礙者之保險與就醫、無障礙環境之建構
、教育訓練與就業輔導及生活維護與救助，應予保障，並扶助其自立與發展。」，可見保
障身心障礙者屬之權益屬於我國之基本國策，查「身心障礙者提前老化及平均餘命基礎研
究」報告指出，60 歲到 64 歲「重度」與「極重度」身心障礙者之平均餘命較一般民眾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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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歲及 5.4 歲，導致身心障礙者或因平均餘命較短而領取較少之年金，明顯未符合保障身
心障礙者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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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教人員保險法第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八條 被保險人擔任具有
危險及勞力等特殊性質職務
而屆齡退休者，其繳付本保
險保險費滿十五年以上，可
請領養老年金給付，不受第
十六條第三項各款年齡之限
制。
被保險人因公傷病致不

第十八條 被保險人擔任具有
危險及勞力等特殊性質職務
而屆齡退休者，其繳付本保
險保險費滿十五年以上，可
請領養老年金給付，不受第
十六條第三項各款年齡之限
制。
被保險人因公傷病致不

一、依衛生福利部委託辦理之
「身心障礙者提前老化及平
均餘命基礎研究」報告指出
，身心障礙者老化年齡較一
般人為早，重度與極重度身
障者分別提早 7.5 歲及 7.7
歲老化；勞動部之「身心障
礙者勞動狀況調查報告」亦

堪勝任職務而命令退休者，
或符合第十三條所定失能標
準之全失能，且經評估為終
身無工作能力而退休（職）
或資遣者，其請領養老年金
給付，不受第十六條第三項
各款加保年資及年齡之限制
；其加保年資未滿十五年者

堪勝任職務而命令退休者，
或符合第十三條所定失能標
準之全失能，且經評估為終
身無工作能力而退休（職）
或資遣者，其請領養老年金
給付，不受第十六條第三項
各款加保年資及年齡之限制
；其加保年資未滿十五年者

指出，身心障礙者平均退休
年齡較全體提早 7.9 歲，顯
見身心障礙者提早老化問題
嚴重，故方有身心障礙者權
益保障法第四十七條之規定
「為因應身心障礙者提前老
化，中央勞工主管機關應建
立身心障礙勞工提早退休之

，以十五年計。
被保險人未符合第十六
條第三項所定養老年金給付
請領年齡者，得選擇至年滿
養老年金給付起支年齡之日
起領取（以下簡稱展期養老
年金給付）；一經領受，不
得變更。
法定機關（構）編制內
之有給專任人員經本保險主
管機關同意得參加勞工保險
，嗣因原機關（構）依法律
整併或改制（隸）者，除其
他法律另有規定外，應改參
加本保險；其加保年資未達
第十六條第三項所定請領養
老年金給付之加保年資條件
，應併計於原機關（構）參
加勞工保險之保險年資，以
符合養老年金給付請領條件

，以十五年計。
被保險人未符合第十六
條第三項所定養老年金給付
請領年齡者，得選擇至年滿
養老年金給付起支年齡之日
起領取（以下簡稱展期養老
年金給付）；一經領受，不
得變更。
法定機關（構）編制內
之有給專任人員經本保險主
管機關同意得參加勞工保險
，嗣因原機關（構）依法律
整併或改制（隸）者，除其
他法律另有規定外，應改參
加本保險；其加保年資未達
第十六條第三項所定請領養
老年金給付之加保年資條件
，應併計於原機關（構）參
加勞工保險之保險年資，以
符合養老年金給付請領條件

機制，以保障其退出職場後
之生活品質。」。
二、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七
項規定「國家對於身心障礙
者之保險與就醫、無障礙環
境之建構、教育訓練與就業
輔導及生活維護與救助，應
予保障，並扶助其自立與發
展。」，可見保障身心障礙
者屬之權益屬於我國之基本
國策，查「身心障礙者提前
老化及平均餘命基礎研究」
報告指出，60 歲到 64 歲「
重度」與「極重度」身心障
礙者之平均餘命較一般民眾
減少 5.3 歲及 5.4 歲，導致
身心障礙者或因平均餘命較
短而領取較少之年金，明顯
未符合保障身心障礙者之要
求。

；該參加勞工保險之保險年
資不計給本保險養老年金給

；該參加勞工保險之保險年
資不計給本保險養老年金給

三、另查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
撫卹法第十七條與三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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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付。

之規定，重度以上身心障礙

具有任期之公職被保險
人於任期屆滿，依法退職時
，其加保年資未達第十六條
第三項所定請領養老年金給

具有任期之公職被保險
人於任期屆滿，依法退職時
，其加保年資未達第十六條
第三項所定請領養老年金給

者可提前於五十五歲請領全
額退休金，故為落實身心障
礙者權益保障法建立身心障
礙者提早退休機制之精神，

付之加保年資條件者，得併
計退職前曾參加國民年金保
險或得領取其他性質相近給
付之保險年資，以成就請領

付之加保年資條件者，得併
計退職前曾參加國民年金保
險或得領取其他性質相近給
付之保險年資，以成就請領

公教人員保險法亦應配合修
正，使重度以上身心障礙者
得提早至五十五歲領取全額
養老年金給付。

本保險養老年金給付之條件
。但併計本保險以外之其他
保險年資，不計給本保險養
老年金給付。

本保險養老年金給付之條件
。但併計本保險以外之其他
保險年資，不計給本保險養
老年金給付。

被保險人保險年資滿十
五年，未符合第十六條養老
年金給付請領資格者，得提
前五年請領養老年金給付，

被保險人保險年資滿十
五年，未符合第十六條養老
年金給付請領資格者，得提
前五年請領養老年金給付，

每提前一年，依第十六條規
定計算之給付金額減給百分
之四，最多減給百分之二十
。

每提前一年，依第十六條規
定計算之給付金額減給百分
之四，最多減給百分之二十
。

被保險人保險年資滿十
五年且年滿五十五歲，出具
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
格醫院（以下簡稱合格醫院
）開立已達公教人員保險失
能給付標準（以下簡稱公保
失能給付標準）所訂半失能
以上之證明或經鑑定符合中
央衛生主管機關所定身心障
礙等級為重度以上等級者，
得請領全額養老年金給付。

委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