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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053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9年5月6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4632 號

案由：本院委員林岱樺等 17 人，針對台灣農業勞動力人口長期高齡
化，平均農民年齡高達 63 歲，且出現農村勞力斷層。而政府
一方面輔導服役期間較短之青壯退伍軍人轉職從農，現行法
令在另一方面卻未能配合修正，限制已領取退伍給付之退伍
軍人從事農業者，不論服役期間長短，一律不得參加農民健
康保險，嚴重影響其退休養老權益，顯不合理。為保障服役
期間較短之青壯退伍軍人務農者退休權益，爰擬具「農民健
康保險條例」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民國 102 年 1 月 1l 日修正之「農民健康保險條例」，排除已領有軍人保險退伍給付者適用
農民健康保險，以避免社會保險資源之重複享有。
二、然而，軍人之退伍給付，除依照「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
規定領取之退休俸與退伍金具退休養老功能外，其餘尚有未具備退休養老功能之服役未滿
二十年之短中役期軍人退伍給付，若將其認定為排除享有農民健康保險之社會保險老年給
付性質，顯不合理。
三、反觀勞工保險制度，對年逾 65 歲已領取勞保老年給付及已領取軍保退伍給付者，如再從事
農務或於政府登記有案之職業訓練機構接受訓練，投保單位得為該等人員辦理僅參加職業
災害保險，使得已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無法具備農保資格之實際從事農業工作農民
，在從事農業工作時亦可有職業安全及職業災害經濟補償。
四、此外，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已於 108 年 8 月 5 日會銜衛生福利修正發布「實際從事農業工作
者申請參加全民健康保險認定標準及資格審查辦法」相關條文，考量家庭農場經營形態及
農村農業勞動力結構，規定年滿 15 歲以上之實際從事農業工作者，皆可成為全民健保第三
類被保險人，亦將退伍軍人納入保障。
五、綜上所述，為保障具退伍軍人身分之務農青壯年者之權益，解決現行「農民健康保險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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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已領取短期退伍給付之退伍軍人從事農業者，一律不得參加農民健康保險之不合理
，並與其他相關社會保險保護退伍軍人務農者之立法趨勢背道而馳，爰擬具「農民健康保
險條例」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將役期未滿廿年之短中役期軍人未領取具退休養老功能退
休俸之退伍軍人務農者納入被保險人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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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五條 農會法第十二條所定
之農會會員從事農業工作，
未領取公教人員保險養老給
付（含原公務人員保險養老
給付與原私立學校教職員保
險養老給付）、勞工保險老
年給付、軍人保險退伍給付
及國民年金保險老年年金給

第五條 農會法第十二條所定
之農會會員從事農業工作，
未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
付者，得參加本保險為被保
險人，並以其所屬基層農會
為投保單位。
非前項農會會員，年滿
十五歲以上從事農業工作之

一、修正第一項及增訂第七項
。
二、現行規定領取軍人保險退
伍給付之退伍軍人從事農業
者，一律不得參加農民健康
保險，嚴重影響到短期服役
退伍軍人轉職務農後之退休
養老權益，顯不合理。

付者，得參加本保險為被保
險人，並以其所屬基層農會
為投保單位。但未符合陸海
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二
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者
，不在此限。
非前項農會會員，年滿
十五歲以上從事農業工作之

農民，未領取相關社會保險
老年給付者，得參加本保險
為被保險人，並以其戶籍所
在地之基層農會為投保單位
。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
二年一月三十日修正施行前
已參加本保險而有領取相關

三、為解決此一問題，明定未
領取公教人員保險養老給付
（含原公務人員保險養老給
付與原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
養老給付）、勞工保險老年
給付、軍人保險退伍給付及
國民年金保險老年年金給付
者，得參加本保險為被保險

農民，未領取相關社會保險
老年給付者，得參加本保險
為被保險人，並以其戶籍所
在地之基層農會為投保單位
。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
二年一月三十日修正施行前
已參加本保險而有領取相關
社會保險老年給付或已提出
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申請
者，於修正施行後得繼續參
加本保險；其因資格變更致
喪失本保險加保資格者，應
依修正後之規定重新申請加
保。
農會會員已參加本保險
者，因戶籍遷離原農會組織
區域或因會員資格變更致喪
失會員資格，經戶籍所在地
投保單位審查仍符合第一項

社會保險老年給付或已提出
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申請
者，於修正施行後得繼續參
加本保險；其因資格變更致
喪失本保險加保資格者，應
依修正後之規定重新申請加
保。
農會會員已參加本保險
者，因戶籍遷離原農會組織
區域或因會員資格變更致喪
失會員資格，經戶籍所在地
投保單位審查仍符合第一項
或第二項規定加保資格者，
其保險效力自戶籍遷入農會
組織區域或喪失會員資格之
日開始。被保險人於中華民
國九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以前因農會會員資格變更致
喪失農會會員資格者，得於
本條例九十九年一月二十七

人。但排除符合陸海空軍軍
官士官服役條例第二十三條
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服現役
二十年以上，或服現役十五
年以上年滿六十歲者之適用
。
四、第七項明定本條修正後之
適用範圍。

或第二項規定加保資格者，
其保險效力自戶籍遷入農會

日修正施行後二年內向戶籍
所在地投保單位重新申請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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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區域或喪失會員資格之

保資格審查，經審查仍符合

日開始。被保險人於中華民
國九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以前因農會會員資格變更致
喪失農會會員資格者，得於

本條例九十九年一月五日修
正之條文施行前之加保資格
者，其保險效力自喪失農會
會員資格之日開始。被保險

本條例九十九年一月二十七
日修正施行後二年內向戶籍
所在地投保單位重新申請加
保資格審查，經審查仍符合

人在其尚未向戶籍所在地之
投保單位申請加保並完成資
格審查前死亡者，得由其親
屬檢具證明文件申請審查。

本條例九十九年一月五日修
正之條文施行前之加保資格
者，其保險效力自喪失農會
會員資格之日開始。被保險

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七
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修正施行
前，被保險人因戶籍遷移致
喪失被保險人資格，其確有

人在其尚未向戶籍所在地之
投保單位申請加保並完成資
格審查前死亡者，得由其親
屬檢具證明文件申請審查。

繳交保險費且在保險有效期
間罹患傷病，並因同一傷病
致診斷身心障礙者，得於九
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以前

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七
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修正施行
前，被保險人因戶籍遷移致
喪失被保險人資格，其確有

由本人重新提出申請身心障
礙給付，不受第三十六條規
定之限制。
第一項及第二項從事農

繳交保險費且在保險有效期
間罹患傷病，並因同一傷病
致診斷身心障礙者，得於九
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以前

業工作農民之認定標準及資
格審查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由本人重新提出申請身心障
礙給付，不受第三十六條規
定之限制。
第一項及第二項從事農
業工作農民之認定標準及資
格審查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本條例中華民國○年○
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
已領取軍人保險退伍給付而
參加本保險者，得於修正施
行後繼續參加本保險；其因
資格變更致喪失本保險加保
資格者，應依修正後之規定
重新申請加保，但屬不符合
從事農業工作農民申請參加
農民健康保險認定標準及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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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審查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
六款資格條件而喪失本保險
加保資格者，得於修正施行
後繼續參加本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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