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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6年4月21日印發 

 

院總第 468 號 委員 提案第 20593 號   
 

案由：本院委員蔣萬安、顏寬恒等 23 人，有鑑於現行勞工保險條例

自民國 98 年 1 月 1 日施行年金給付制度後，確實對勞工及遺

屬之長期與老年生活提供完善之保障。然隨著臺灣社會面臨

高齡化、少子化衝擊下，未來領取老年年金給付人數將逐年

增多，勞保核付金額逐年增加，然繳納保費之青壯勞動人口

卻逐漸減少，原有制度將面臨嚴峻之考驗，經估算勞保基金

將於民國 116 年破產。為使勞保制度能長遠發展，並確保每

一位勞工均能安享晚年生活，爰擬具「勞工保險條例部分條

文修正草案」，要求主管機關應定期檢討並調漲投保薪資上

限，並給予最低老年生活最低保障；明訂中央主管機關應每

年撥補挹注勞工保險基金之最低額度，並由政府負最後支付

責任，以維護廣大勞工權益。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查勞工保險條例（下稱本條例）係自民國（下同）47 年 7 月 21 日制訂公布，歷經多次修訂

，而勞工保險於 98 年 1 月 1 日施行年金給付制度以來，確實保障勞工及遺屬晚年及長期生

活。然而臺灣社會面臨高齡化、少子化衝擊下，為使勞保制度能長遠發展，並確保每一位

勞工均能安享晚年生活，採循序漸進方式調整勞保制度，並定期檢討財務機制，希能建構

永續穩定之勞保年金制度，維護廣大勞工權益。 

二、目前勞工保險最高月投保薪資為新台幣（下同）45,800 元（即俗稱投保天花板）。惟根據

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資料，105 年受雇員工每月平均薪資為 48,790 元，且依照勞退新制提

撥統計數據顯示，薪資超過勞工最高月投保薪資上限人數有 133 萬餘人，這群勞工長期以

來受限於勞保投保薪資天花板，除保障遭拉低，保費也無法多繳挹注勞保基金。為使勞保

財務更健全，也讓受雇者之投保薪資符合實際薪資情況，並保障勞工老年經濟安全，爰要

求中央主管機關每年應檢討並適時調漲投保薪資分級表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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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勞工保險為社會保險，為避免勞工辛苦工作勉力維持溫飽，老年時卻面臨老後貧窮問題

，爰規定保險年資合計滿 25 年者，應享有最低基本工資保障。倘被保險人請領老年給付之

總額低於此基準，其差額由中央主管機關負擔。 

四、再參酌國內其他社會保險制度，例如公教人員保險、軍人保險以及農民健康保險等，均有

政府撥補挹注財源之情形。考量保險制度公平性及為求勞工保險能永續經營，在考量國家

整體財政資源分配規劃，爰明文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每年撥補金額不得低於 200 億元，每年

因應收支情形逐年增加撥補金額，並由政府負最後支付責任。 

 

提案人：蔣萬安  顏寬恒   

連署人：陳宜民  許毓仁  簡東明  柯志恩  徐榛蔚  

賴士葆  林麗蟬  張麗善  陳雪生  陳超明  

楊鎮浯  蔣乃辛  曾銘宗  徐志榮  馬文君  

王惠美  盧秀燕  林為洲  許淑華  林德福  

吳志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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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保險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四條 前條所稱月投保薪

資，係指由投保單位按被保

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

薪資分級表之規定，向保險

人申報之薪資；被保險人薪

資以件計算者，其月投保薪

資，以由投保單位比照同一

工作等級勞工之月薪資總額

，按分級表之規定申報者為

準。被保險人為第六條第一

項第七款、第八款及第八條

第一項第四款規定之勞工，

其月投保薪資由保險人就投

保薪資分級表範圍內擬訂，

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適用

之。 
被保險人之薪資，如在

當年二月至七月調整時，投

保單位應於當年八月底前將

調整後之月投保薪資通知保

險人；如在當年八月至次年

一月調整時，應於次年二月

底前通知保險人。其調整均

自通知之次月一日生效。 
第一項投保薪資分級表

，由中央主管機關每年檢討

調高上限擬訂，報請行政院

核定之。 

第十四條 前條所稱月投保薪

資，係指由投保單位按被保

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

薪資分級表之規定，向保險

人申報之薪資；被保險人薪

資以件計算者，其月投保薪

資，以由投保單位比照同一

工作等級勞工之月薪資總額

，按分級表之規定申報者為

準。被保險人為第六條第一

項第七款、第八款及第八條

第一項第四款規定之勞工，

其月投保薪資由保險人就投

保薪資分級表範圍內擬訂，

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適用

之。 
被保險人之薪資，如在

當年二月至七月調整時，投

保單位應於當年八月底前將

調整後之月投保薪資通知保

險人；如在當年八月至次年

一月調整時，應於次年二月

底前通知保險人。其調整均

自通知之次月一日生效。 
第一項投保薪資分級表

，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報

請行政院核定之。 

一、目前勞工保險最高月投保

薪資為新台幣（下同）

45,800 元（即俗稱投保天花

板）。惟據行政院主計總處

統計資料，105 年受雇員工

每月平均薪資為 48,790 元

，且依照勞退新制提撥統計

數據顯示，薪資超過勞工最

高月投保薪資上限人數有

133 萬餘人，這群勞工長期

以來受限於勞保投保天花板

，除保障遭拉低，保費也無

法多繳以挹注勞保基金。 
二、為使勞保財務更健全，也

讓受雇者之投保薪資符合實

際薪資情況，並保障勞工老

年經濟安全，爰要求中央主

管機關每年應檢討並適時調

漲投保薪資分級表上限，以

符現況。 

第五十八條之一 老年年金給

付，依下列方式擇優發給： 
一、保險年資合計每滿一年

，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之

百分之零點七七五計算，

並加計新臺幣三千元。 
二、保險年資合計每滿一年

，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之

百分之一點五五計算。 
被保險人保險年資合計

第五十八條之一 老年年金給

付，依下列方式擇優發給： 
一、保險年資合計每滿一年

，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之

百分之零點七七五計算，

並加計新臺幣三千元。 
二、保險年資合計每滿一年

，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之

百分之一點五五計算。 

為保障勞工晚年生活，避免勞

工退休後落入貧窮，於第二項

增定被保險人保險年資合計滿

二十五年者，應享有不低於最

低基本工資之保障年金條款。

不足之差額由中央主管機關負

擔之，以保障弱勢勞工之老年

生活能維持基本生活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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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二十五年者，依照本條例

請領第一項之給付，不應低

於最低基本工資，其差額由

中央主管機關負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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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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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後，由

中央主管機關撥補之，每年

撥補金額不得低於新臺幣貳

佰億元，並應按照勞工保險

財務收支狀況逐年增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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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保險費滯納金。 
四、基金運用之收益。 

參酌國內其他社會保險制度，

例如公教人員保險、軍人保險

以及農民健康保險等，均有政

府撥補挹注財源之情形。考量

公平性及為求勞工保險制度能

永續經營，並考量國家整體財

政資源分配規劃，爰明文規定

中央主管機關每年撥補金額不

得低於貳佰億元，並應按照勞

工保險財務收支狀況逐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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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得降低本法所定給

付標準。 
本條例中華民國○年○

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後，

中央主管機關應至少每五年

檢討本保險財務，並每年就

基金管理之健全發展，如何

維護財務穩定等事項，提出

績效報告及改進建議並公告

之。 

第六十九條 勞工保險如有虧

損，在中央勞工保險局未成

立前，應由中央主管機關審

核撥補。 

一、本保險為確定給付制之強

制性社會保險，為確保制度

穩定運作，避免依賴年金給

付之勞工晚年頓失經濟依靠

，並安定民心，參考國民年

金法第四十九條規定，於第

一項定明勞工保險財務由政

府負最後支付責任，且不得

降低本法所定給付標準，以

維護勞工權益。 
二、增訂第二項定明中央主管

機關於本條例修正之條文施

行後，應至少每五年檢討保

險財務，並每年就基金管理

之健全發展，如何維護財務

穩定等事項，提出績效報告

及改進建議並公告之。 

第七十四條之二 本條例中華

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

文施行後，被保險人之保險

第七十四條之二 本條例中華

民國九十七年七月十七日修

正之條文施行後，被保險人

一、為保障被保險人未來年老

退休時請領本法所定老年年

金給付權益，增訂第一項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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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資未達十五年，不符合第

五十八條規定請領老年年金

給付條件，在併計公教人員

保險、軍人保險、農民健康

保險（以下簡稱其他職域社

會保險）或國民年金保險之

保險年資後，滿十五年且年

滿六十五歲，於各該保險均

已退保者，得向保險人請領

老年年金給付，並由保險人

依第五十八條之一第二款規

定發給。但參加其他職域社

會保險或國民年金保險之保

險年資，不計給本保險老年

年金給付。 
被保險人參加本保險或

其他職域社會保險之保險年

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

併計前項老年年金給付年資

： 
一、已請領本保險老年給付

。 
二、已請領公教人員保險或

軍人保險之養老、退伍給

付或退費。 
三、已請領本保險或其他職

域社會保險年資之補償金

。 
四、已請領老年農民福利津

貼。 
被保險人已依離退給與

相關法令領取月退休（職、

伍）給與者，不適用第一項

併計年資之規定。 
被保險人於本條例中華

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

文施行前退保，於併計國民

年金保險之保險年資後，符

合第五十八條規定請領老年

年金給付之條件者，其老年

年金給付之給付標準，依本

條例○年○月○日修正之條

符合本保險及國民年金保險

老年給付請領資格者，得向

任一保險人同時請領，並由

受請求之保險人按其各該保

險之年資，依規定分別計算

後合併發給；屬他保險應負

擔之部分，由其保險人撥還

。 
前項被保險人於各該保

險之年資，未達請領老年年

金給付之年限條件，而併計

他保險之年資後已符合者，

亦得請領老年年金給付。 
被保險人發生失能或死

亡保險事故，被保險人或其

遺屬同時符合國民年金保險

給付條件時，僅得擇一請領

。 

保險人之本保險年資，經併

計公保、軍保及農保等相關

職域保險或國民年金保險年

資後滿十五年且年滿六十五

歲，並於各該保險均已退保

時，得請領本保險老年年金

給付。 
二、考量社會保險之適當及公

平，爰增訂第二項定明被保

險人於不同社會保險年資如

有已領取老年給付、退伍給

付等情形，其保險年資已結

清者，不得重複併計年資。 
三、被保險人若已依現行離退

給予相關法令領取月退休金

者，其老年經濟生活已受相

當保障，爰明訂不適用第一

項年資併計之規定。 
四、為保障被保險人於本條例

本次修正之條文施行前之既

有權益不受影響，爰增訂第

四項定明本次修正之條文施

行前，被保險人併計國民年

金保險之年資後已符合請領

老年年金給付之條件者，仍

由保險人依第五十八條之一

規定擇優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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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施行前之規定辦理。 
被保險人符合本保險及

國民年金保險老年年金給付

請領條件時，得向任一保險

人同時請領，並由受請求之

保險人按各該保險之年資，

依規定分別計算後合併發給

。 
被保險人發生失能或死

亡保險事故，被保險人或其

遺屬同時符合國民年金保險

給付條件時，僅得擇一請領

。 

第七十九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

施行。 
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七

年七月十七日修正條文施行

日期，除另定施行日期者外

，由行政院定之。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年

四月八日修正之第十五條及

○年○月○日修正之條文，

其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 

第七十九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

施行。 
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七

年七月十七日修正條文施行

日期，除另定施行日期者外

，由行政院定之。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年

四月八日修正之第十五條之

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本保險制度改革，攸關全體被

保險人之權益，應給予主管機

關準備作業及宣導期間，爰修

訂第三項，增訂本次修正條文

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