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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工保險監理會第 57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7年 12月 11日（星期二）下午 2時 

地點：本部 601會議室 

主持人：林召集人三貴（請假）             記錄：楊素惠 

鄧委員明斌代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                  

出席： 江委員健興 吳委員坤明 李委員瑞珠 

 林委員建利 洪委員清福 段委員維中 

 徐委員坦華 徐委員婉寧 陳委員美靜 

 陳委員慧珍(請假) 郭委員琦如 張委員家銘 

 張委員森林 黃委員厚輯 趙委員素貞 

 鄭委員力嘉 劉委員守仁 蔡委員朝安 

 鍾委員秉正 鄧委員明斌  

列席： 

勞工保險局 

石局長發基     劉組長金娃      黃組長錦儀 

陳組長慧敏   徐組長振源      李組長靜韻 

周視察燕婉      程科員惠玲 

勞動力發展署      王主任秘書玉珊   彭科長佳儀 

職業安全衛生署      葉科長錦堂        

勞動基金運用局      蔡副局長衷淳    張專門委員琦玲  

本部 

勞動福祉退休司      楊專門委員玫瑩 

勞動法務司          蔡科長寶安 

勞動保險司 

白副司長麗真    黃專門委員琴雀   吳專門委員品霏 

蔡科長嘉華      徐科長貴香       林視察煥柏 

黃視察琦鈁      黃專員進發       楊科員素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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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報告事項 

報告案 一 

案由：確認本會上（第 56）次會議紀錄，提請  鑒察。 

決定：紀錄確定。 

 

報告案 二 

案由：本會歷次會議決議案列管及執行情形報告案，提請  鑒察。 

決定：洽悉，第 56次會議報告案三、四及討論案共 3案解管。 

 

報告案 三 

案由：勞工保險局業務報告，提請  鑒察。  

決定：洽悉。 

 

報告案 四 

案由：勞工保險局檢送「107年第 3季勞保普通事故保險財務評估

報告」一案，提請  鑒察。  

決定： 

一、洽悉。 

二、附錄 1、勞工於職業訓練機構接受訓練而參加勞保之人數一

欄，請勞保局查明是否包含僅參加職業災害保險者；另年齡

60歲以上參訓者，請勞保局洽勞動力發展署提供其參訓之類

別、樣態，提供委員參考。 

三、圖 5、本季與 107年第 2季普通事故各項給付金額比較之「本

季與上季增幅」一列數據計算有誤，請查明更正。 

 

報告案 五 

案由：本部勞工保險爭議審議會 107年 10 月份（第 109-110次）

會議勞工保險、就業保險爭議審議案件結案統計，提請  鑒

察。  

決定：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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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 六 

案由：本部（勞動保險司）107年 11月所作令（函）釋（示）一案，

提請  鑒察。 

決定：洽悉。 

 

貳、討論事項  

討論案 

案由：本部 107年度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財務帳務檢查報告草案（檢

查項目：勞工保險、就業保險之保險費欠費處理情形），提請  

核議。 

辦法：本檢查報告草案謹研提檢查建議事項如下，擬提請本會核議

通過後，函請勞工保險局、勞動力發展署及相關單位辦理： 

一、欠費清理作業手冊（一般投保單位）：  

（一）作業手冊第 11 頁以平信寄發催繳函部分，考量催繳函為

提醒繳納保險費之意思通知，並非行政處分，請勞保局研

議就已申請電子帳單之投保單位如有欠費，改以電子檔方

式寄發催繳函，以節省人力及行政費用。 

（二）作業手冊第 33頁（五）移送執行作業 1之（2）限繳函檔

之欠費明細總金額＜5,000元者，……不予移送（勞工保

險局欠費催收及轉銷呆帳處理要點第 11點第 1項第 2款

參照），引用規定有誤，請修正為勞工保險局欠費催收及

轉銷呆帳處理要點第 9點第 1項第 1款。 

（三）作業手冊第 53 頁 6、自 107 年 4 月起以系統作業方式實

施批次拒絕（每月 8日左右），與 5、暫行拒絕給付作業：

自 107 年 4 月起改為於單月（1、3、5、7、9、11 月）8

日左右以線上批次拒絕方式進行，兩者均為暫行拒絕給付

作業，作法卻不同，請查明修正。 

（四）作業手冊第 78-79頁拾参、逕行退保及註銷退保作業之四、

（一）逕行退保作業 2、逕行退保前之給付查詢（2）「預

計退保日必須在事故日期之後」，似已逾越勞工保險條例細

則第 16條第 2項規定，請勞保局檢討研議。 

二、欠費單位無營業事實停止保險效力作業標準： 

作業內容說明三、停止投保單位保險效力前給付查詢（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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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退保日必須在事故日期之後，與注意事項二、預定退保

日後，如有被保險人加保或薪調等異動資料、領取保險給付

紀錄、………，較早者為退保日矛盾，且似逾越勞工保險條

例細則第 16條第 2項規定，請勞保局檢討研議。另勞保、就

保欠費單位逕行退保日期認定標準表之註二亦同。 

三、職業工會、漁會財務作業手冊： 

（一）作業手冊第 7頁十一、職業工會漁會單位欠費催收作業流

程圖，部分作業時程未依勞保局 107年 7月 25日保費職

字第 10760177881 號函所報辦理職業工會欠費催繳作業

時程改進報告修正，請予以查明更新。文字部分請併同更

新。 

（二）作業手冊第 25 頁九、職業工會漁會被保險人欠費催收作

業流程圖之暫行拒絕給付（以單位所送欠費名冊郵戳日期

為暫行拒絕給付日），與勞工保險條例第 17條第 4項規定

不符，請勞保局檢視修正。 

四、一般投保單位欠費部分： 

（一）投保單位長期欠費，影響勞保財務之健全，請勞保局積極

催收。 

（二）欠費案件移送行政執行分署逾 3年以上，迄今尚未有執行

結果部分，請勞保局積極追蹤各行政執行分署辦理進度。 

五、基於社會保險權利義務對等原則，對於申請就業保險法第 12

條第 3項規定所辦理相關計畫補助（輔導）之事業單位，建

議勞動力發展署及相關單位應確認該申請單位未欠繳就業保

險保險費，始得享有相關計畫補助或輔導。 

六、職業工會欠費部分： 

（一）對於職業工會欠費涉有挪用保險費之情形時，請勞保局儘

速移送檢調機關偵辦。 

（二）對於職業工會不當挪用保險費，經判決確定者，除移送行

政執行外，請研議如何積極收回欠費。 

（三）對於長期或大額欠費工會，應研議積極作為或差別處理，

以加速欠費收回時機，避免欠費金額持續擴大，損及保險

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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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有預收保險費未依規定設立勞保專戶，且未申請勞保補

助款之職業工會，請勞保局予以瞭解及輔導。 

（五）查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30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職業工會

將保險費彙繳保險人之時間，較勞工保險條例規定提前 1

個月，有關工會欠費訊息將比勞保局較早發現，請研議與

健保署建立通報平台，以利即時掌握是否有新增欠費職業

工會，並提早進行相關催繳作業。 

（六）為請各縣市政府積極協助處理職業工會欠費問題，請勞保

局適時協調各縣市政府協助處理。 

（七）勞保局現行蒐集職業工會涉嫌挪用保費之事證，係以欠費

工會之被保險人申請保險給付時所檢附之繳費證明，據以

移請檢調機關偵辦，為儘早取得工會挪用保費之事證，請

勞保局研議於通知被保險人其工會有欠費情事時，即請其

提供繳費相關證明。 

（八）勞保局將職業工會涉嫌挪用保險費事證，移請檢調機關偵

辦後，迄未有結果者，請勞保局建立定期追蹤機制，並告

知事涉該局權益，如偵辦有結果，請務必即時通知該局。 

（九）職業工會從欠費至解散，期間長達多年，仍允許其繼續收

取被保險人之保險費，而使欠費金額持續擴大，請勞保局

研議與各縣市政府研商建立監管機制，或研議欠費職業工

會被保險人直接繳交保險費予勞保局之可行性。 

（十）臺中市家具運送職業工會負責人因業務侵占罪，經法院判

決確定，該工會仍有 101人加保中，請勞保局函請當地主

管機關儘速查明是否應申請解散工會，以免欠費持續擴

大。 

七、有關職業工會、漁會被保險人長期欠費，請勞保局查核其是

否有從事工作之事實。 

八、被裁減資遣續保人員欠費部分： 

（一）針對已請領老年給付之被裁減資遣續保人員卻欠費逾 2個

月者，請研議是否應以退保論，並追還所領取之保險給

付。 

（二）目前勞保局對於被裁減資遣續保人員有設定轉帳代繳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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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帳戶者，於其請領保險給付時未控管其是否欠費，因電

腦帶入欠費暫緩註記有時間落差，請該局研議是類人員於

請領保險給付時，即請其繳清保險費之可行性。 

（三）被裁減資遣續保人員欠費未達 100元者，於列報呆帳前，

未上暫緩註記，致給付組核給保險給付時，未勾稽出其有

欠費，建議勞保局比照育嬰續保人員帶入暫緩註記「F」

方式辦理。 

決議：除辦法一之（四）及辦法二文字修正如下外，餘照辦法通過： 

一、辦法一之（四）修正為「作業手冊第 78-79頁拾参、逕

行退保及註銷退保作業之四、（一）逕行退保作業 2、逕

行退保前之給付查詢（2）「預計退保日必須在事故日期

之後」，似與勞工保險條例細則第16條第2項規定未合。

建議： 

（一）請勞保局檢討研議，惟若上開作法確有業務執行面

之需要，請適時研議修正意見，以供修法參考。 

（二）請洽經濟部、國稅局、中央健康保險署等單位主動

提供事業單位已無營業事實或投保單位已退保等資

料，作為配合辦理投保單位退保認定之參考。 

二、辦法二修正文字同上。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下午 4時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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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與會人員發言摘要】 

 

壹、報告事項 

 

報告案三：勞工保險局業務報告，提請  鑒察。 

 

張委員森林 

一、台北市政府應撥未撥付勞、就保補助款於 107年 9月已全數償

還完畢，建議報告內欠費清理概況無須再陳述其無欠費。 

二、今年勞保各項保險給付支出大於保費收入，且近期受中美貿易

戰影響，全球股市波動幅度大，勞保基金收益恐不樂觀，基金

結餘數與勞保局之前委託研究精算報告預估結果不同，為解決

勞保財務問題，讓勞保制度永續經營，建議儘速推動勞保年金

改革，及老年給付皆以年金方式給付，可避免擠兌。 

 

張委員家銘 

支持勞動部前送行政院所提出滾動式檢討及漸進式調整之年金改

革案。 

 

洪委員清福 

10月份勞保基金投資產生之短絀是否係受近期股市下跌，股票價值

降低所致，是否為會計帳之損失？將來股票如回升，收益是否會回

升？ 

 

勞動基金運用局蔡副局長衷淳 

有關 10 月份勞保普通事故基金投資產生短絀部分，係單月會計帳

之已實現及未實現損益合計數；基金今年 1 至 10 月份已實現收益

為 230.52億餘元，加上未實現損失後，則截至 10月底止已、未實

現總損益為-38.63億餘元。 

 

主席裁示：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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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四：勞工保險局檢送「107年第 3季勞保普通事故保險財務

評估報告」一案，提請  鑒察。 

 

徐委員婉寧 

議程第 34頁表 1、老年年金給付請領概況，其中職業工會之核付件

數及金額，均較一般單位為多，原因為何？ 

 

李委員瑞珠 

一、議程第 33-34頁之圖 5、本季與 107年第 2季普通事故各項給

付金額一覽表，其中「生育給付」項目比上季增加超過 15%，

原因為何？另老年一次金之「本季與上季增幅」9.92%，與文

字說明 11.01%不合，請查明，並建議增加原因分析說明。 

二、從議程第 35-36頁表 4來看，最近 6年請領勞保老年一次給付

總件數 67.76萬件，其中符合老年年金請領條件卻不選擇請領

年金之件數比率達 32%，建議再加強提高選擇請領年金之比率，

以保障勞工退休後生活。 

三、議程第 38-40頁附錄、於職業訓練機構接受訓練參加勞保一欄，

其中年齡 60歲以上者，每月約有 4、5百人，請問該類人員的

樣態為何？ 

 

張委員森林 

勞工選擇請領老年一次金之原因，如係因有短期資金需求，建議研

議勞工如請領老年年金，可在老年一次金之一定比例內，提供低利

貸款，並於按月領取之老年年金給付扣抵，以保障其老年生活。 

 

郭委員琦如 

議程第 33頁，圖 5、本季與 107年第 2季普通事故各項給付金額比

較，其中「本季與上季增幅」一列計算有誤，請查明更正。 

 

勞工保險局黃組長錦儀 

一、有關表 1、職業工會勞工請領勞保老年年金給付之核付件數及

金額，均較一般單位受僱勞工為高部分，原因為職業工會勞工

選擇提前請領老年年金之比例，較一般單位勞工高，以 106年

為例，職業工會勞工約 60%；一般單位勞工為 40%〜50%。至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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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給付平均單價部分，以 107年 1 至 10月為例，職業工會勞

工請領一次金給付之平均金額為 138萬餘元，一般單位勞工為

132 萬餘元；職業工會勞工請領年金給付之平均金額為 1 萬

7,475元，一般單位勞工為 2萬 176元。 

二、第 3季生育給付核付金額較第 2季增加幅度大部分，生育給付

請領狀況較隨機，無特殊或季節性原因可循，可能為本季較上

季增加 3個工作天，每日平均核付金額約 4千萬元，計增加 1.2

億元；另隨著勞保被保險人數成長，請領生育給付之人數亦增

加。 

三、第 3季老年年金給付金額較第 2季增加部分，主要因工作天數

增加，致核付金額增加，及 7至 9月係勞工退休潮，7至 8月

為申請老年給付之旺季。 

四、有關加強對符合老年年金給付請領條件卻選擇請領一次金者之

輔導或關懷部分，本局一直努力透過各種多元宣導管道，如本

局網站、FB、平面媒體、廣播、報章雜誌、宣導會等，說明請

領勞保年金之好處，較能保障勞工退休老年生活，然影響勞工

選擇請領老年年金意願之因素很多，如資金需求、健康因素等。

未來本局仍會持續加強宣導。 

 

勞工保險局石局長發基 

關於委員詢問一般單位勞工人數較職業工會勞工多 3倍，然職業工

會勞工請領老年給付之件數及金額卻較高之原因，除職業工會勞工

有較多比例選擇請領減給年金外，主要還有年齡結構不同，產業勞

工平均年齡 38.9歲，職業工會勞工平均 45歲，換言之，職業工會

勞工年齡偏高，較接近符合請領老年給付成就條件，致請領件數及

金額較多。又近幾年產業勞工投保人數仍在成長，但職業工會勞工

卻呈現遞減現象。 

 

鄧委員明斌（主席） 

一、現行勞保制度設計，98年勞保年金開辦前已有勞保年資者，未

來請領老年給付時，可選擇老年一次金或年金給付，兩者之平

均月投保薪資計算規定不同，前者按被保險人退保之當月起前

3年之月投保薪資平均計算；後者按其加保期間最高 60個月之

月投保薪資予以平均計算。及投保薪資申報等不同，致繳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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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享受權利之間合理性稍有差異，但隨著制度演進，對財務

之影響，應可日益改善。 

二、勞工選擇請領勞保老年年金，對其退休老年生活較有保障。至

勞保財務問題，勞工毋須太過擔憂，政府當負起最後支付責任，

然年金制度須改革部分，仍會提出解決方案，讓勞保得以永續

經營。 

三、勞工接受職業訓練而參加勞保之人數，請勞保局再查明是否包

含僅參加職業災害保險者；另年齡 60 歲以上參訓者，請勞保

局洽勞動力發展署提供其參訓之類別為何？ 

四、擁有勞保老年一次金及老年年金選擇權之勞工，將隨著時間而

落日，約至民國 130幾年後，將全部請領年金給付。另建議於

老年一次金之一定比例內，提供低利貸款之可行性部分，由於

未來勞工恐因擔憂勞保財務問題，而先來申請貸款，可能與擠

兌請領有相同效果，使財務更加惡化。參考國外作法，多由勞

工退休金個人帳戶制著手辦理，似不宜由社會保險基金辦理貸

款。 

 

勞動力發展署彭科長佳儀 

勞工如未加勞保，且尚未請領老年給付者，於職業訓練機構接受訓

練期間，本署依規定為其申報參加勞保；已請領老年給付者，將申

報單獨參加職業災害保險。又 45歲至 65歲未就業勞工，屬就業服

務法之特定需要協助對象。 

 

主席裁示： 

一、洽悉。 

二、附錄 1、勞工於職業訓練機構接受訓練而參加勞保之人數一欄，

請勞保局查明是否包含僅參加職業災害保險者；另年齡 60歲以

上參訓者，請勞保局洽勞動力發展署提供其參訓之類別、樣態，

提供委員參考。 

三、圖 5、本季與 107年第 2季普通事故各項給付金額比較之「本

季與上季增幅」一列數據計算有誤，請查明更正。 

 

 

討論案：本部 107年度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財務帳務檢查報告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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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項目：勞工保險、就業保險之保險費欠費處理情

形），提請  核議。  

 

辦法：本檢查報告草案謹研提檢查建議事項如下，擬提請本會核議

通過後，函請勞工保險局、勞動力發展署及相關單位辦理： 

一、欠費清理作業手冊（一般投保單位）：  

（一）作業手冊第 11 頁以平信寄發催繳函部分，考量催繳函為

提醒繳納保險費之意思通知，並非行政處分，請勞保局研

議就已申請電子帳單之投保單位如有欠費，改以電子檔方

式寄發催繳函，以節省人力及行政費用。 

（二）作業手冊第 33頁（五）移送執行作業 1之（2）限繳函檔

之欠費明細總金額＜5,000元者，……不予移送（勞工保

險局欠費催收及轉銷呆帳處理要點第 11點第 1項第 2款

參照），引用規定有誤，請修正為勞工保險局欠費催收及

轉銷呆帳處理要點第 9點第 1項第 1款。 

（三）作業手冊第 53 頁 6、自 107 年 4 月起以系統作業方式實

施批次拒絕（每月 8日左右），與 5、暫行拒絕給付作業：

自 107 年 4 月起改為於單月（1、3、5、7、9、11 月）8

日左右以線上批次拒絕方式進行，兩者均為暫行拒絕給付

作業，作法卻不同，請查明修正。 

（四）作業手冊第78-79頁拾参、逕行退保及註銷退保作業之四、

（一）逕行退保作業 2、逕行退保前之給付查詢（2）「預

計退保日必須在事故日期之後」，似已逾越勞工保險條例

細則第 16條第 2項規定，請勞保局檢討研議。 

二、欠費單位無營業事實停止保險效力作業標準： 

作業內容說明三、停止投保單位保險效力前給付查詢（三）

預計退保日必須在事故日期之後，與注意事項二、預定退保

日後，如有被保險人加保或薪調等異動資料、領取保險給付

紀錄、………，較早者為退保日矛盾，且似逾越勞工保險條

例細則第 16條第 2項規定，請勞保局檢討研議。另勞保、就

保欠費單位逕行退保日期認定標準表之註二亦同。 

三、職業工會、漁會財務作業手冊： 

（一）作業手冊第 7頁十一、職業工會漁會單位欠費催收作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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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圖，部分作業時程未依勞保局 107年 7月 25日保費職

字第 10760177881 號函所報辦理職業工會欠費催繳作業

時程改進報告修正，請予以查明更新。文字部分請併同更

新。 

（二）作業手冊第 25 頁九、職業工會漁會被保險人欠費催收作

業流程圖之暫行拒絕給付（以單位所送欠費名冊郵戳日期

為暫行拒絕給付日），與勞工保險條例第 17條第 4項規定

不符，請勞保局檢視修正。 

四、一般投保單位欠費部分： 

（一）投保單位長期欠費，影響勞保財務之健全，請勞保局積極

催收。 

（二）欠費案件移送行政執行分署逾 3年以上，迄今尚未有執行

結果部分，請勞保局積極追蹤各行政執行分署辦理進度。 

五、基於社會保險權利義務對等原則，對於申請就業保險法第 12

條第 3項規定所辦理相關計畫補助（輔導）之事業單位，建

議勞動力發展署及相關單位應確認該申請單位未欠繳就業保

險保險費，始得享有相關計畫補助或輔導。 

六、職業工會欠費部分： 

（一）對於職業工會欠費涉有挪用保險費之情形時，請勞保局儘

速移送檢調機關偵辦。 

（二）對於職業工會不當挪用保險費，經判決確定者，除移送行

政執行外，請研議如何積極收回欠費。 

（三）對於長期或大額欠費工會，應研議積極作為或差別處理，

以加速欠費收回時機，避免欠費金額持續擴大，損及保險

財務。 

（四）對有預收保險費未依規定設立勞保專戶，且未申請勞保補

助款之職業工會，請勞保局予以瞭解及輔導。 

（五）查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30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職業工會

將保險費彙繳保險人之時間，較勞工保險條例規定提前 1

個月，有關工會欠費訊息將比勞保局較早發現，請研議與

健保署建立通報平台，以利即時掌握是否有新增欠費職業

工會，並提早進行相關催繳作業。 

（六）為請各縣市政府積極協助處理職業工會欠費問題，請勞保

局適時協調各縣市政府協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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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勞保局現行蒐集職業工會涉嫌挪用保費之事證，係以欠費

工會之被保險人申請保險給付時所檢附之繳費證明，據以

移請檢調機關偵辦，為儘早取得工會挪用保費之事證，請

勞保局研議於通知被保險人其工會有欠費情事時，即請其

提供繳費相關證明。 

（八）勞保局將職業工會涉嫌挪用保險費事證，移請檢調機關偵

辦後，迄未有結果者，請勞保局建立定期追蹤機制，並告

知事涉該局權益，如偵辦有結果，請務必即時通知該局。 

（九）職業工會從欠費至解散，期間長達多年，仍允許其繼續收

取被保險人之保險費，而使欠費金額持續擴大，請勞保局

研議與各縣市政府研商建立監管機制，或研議欠費職業工

會被保險人直接繳交保險費予勞保局之可行性。 

（十）臺中市家具運送職業工會負責人因業務侵占罪，經法院判

決確定，該工會仍有 101人加保中，請勞保局函請當地主

管機關儘速查明是否應申請解散工會，以免欠費持續擴

大。 

七、有關職業工會、漁會被保險人長期欠費，請勞保局查核其是

否有從事工作之事實。 

八、被裁減資遣續保人員欠費部分： 

（一）針對已請領老年（死亡）給付之被裁減資遣續保人員卻欠

費逾 2個月者，請研議是否應以退保論，並追還所領取之

保險給付。 

（二）目前勞保局對於被裁減資遣續保人員有設定轉帳代繳保險

費帳戶者，於其請領保險給付時未控管其是否欠費，因電

腦帶入欠費暫緩註記有時間落差，請該局研議是類人員於

請領保險給付時，即請其繳清保險費之可行性。 

（三）被裁減資遣續保人員欠費未達 100元者，於列報呆帳前，

未上暫緩註記，致給付組核給保險給付時，未勾稽出其有

欠費，建議勞保局比照育嬰續保人員帶入暫緩註記「F」

方式辦理。 

 

勞動力發展署彭科長佳儀 

辦法五部分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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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查「企業人力資源提升計畫」及「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皆

規定事業單位於申請時須檢具當年度最近一期之勞保繳款單

及勞保明細表，並檢核該繳款單皆完成繳費，始符合申請資

格。 

二、經查就業保險法及相關辦法未有申請單位欠繳就業保險費，不

得享有相關計畫補助之規定，基於依法行政原則，仍應依現行

規定受理申請及審核補助。 

 

本部勞動保險司徐科長貴香 

財務帳務檢查個案抽查時，有一欠費單位為勞動力發展署 106年及

107年「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之輔導單位，其 106年度有欠費，

107 年申請該署之輔導計畫時繳清，計畫申請通過後，又欠繳 107

年 3月至 9月勞、就保保險費。目前勞動力發展署於計畫審核時，

有請申請單位須提出保險費繳費證明之控管機制，惟計畫執行過程

則無查核單位是否欠繳保費。 

 

鍾委員秉正 

就業保險法第 12 條第 3 項規定辦理就業促進事項，均未規定詳細

計畫內容，而是另訂相關計畫規定，此為行政計畫，本可要求申請

單位須盡繳納就業保險費義務，始能享有就保基金提供之資源，否

則不予補助（輔導），乃職權範圍內即可執行，毋須法令規定。又

計畫執行前或過程中有欠費部分，建議未來修正計畫時，應納入不

予補助（輔導）事項。 

 

蔡委員朝安 

就行政法而言，本可於相關就業促進計畫附條件或配合事項，否則

不予補助（輔導），為行政法所容許之範疇。 

 

勞工保險局劉組長金娃 

辦法一之（四）部分，依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 16 條第 2 項規

定，投保單位經依前項規定註銷或廢止者，其原僱用勞工未由投保

單位依規定辦理退保者，由保險人逕予退保；其保險效力之停止、

應繳保險費及應加徵滯納金之計算，以事實確定日為準，未能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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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以保險人查定之日為準。 

然本局實務上遇到之狀況不太一致，有關主管機關如對事業單位有

明確之歇業、解散、撤銷、註銷、廢止登記，本局即據以逕退，惟

會有時間落差，且預計退保日後有以下情形，如公司有繳納欠費、

投保單位欠費期間有申報員工薪調、加、退保或請領保險給付紀錄，

而須另作不同處理，避免影響被保險人權益，故本局會根據主管機

關發文日、保費組查定日、辦事處查定日、請領保險給付事故日之

月末日予以逕退。另辦法二部分回應說明同上。 

 

勞工保險局徐組長振源 

一、辦法三之（二）部分，依勞工保險條例第 16條第 1項第 2 款

規定，以 1月保險費為例，本局於 2月 25 日前寄交繳款單至

職業工會，其會員於 3月 15日寬限期前繳交至工會，工會於 4

月 15日前彙繳至本局。另依同法第 17條第 4項規定，工會被

保險人負擔之保險費，逾寬限期間 15日及加徵滯納金 15日後

仍未繳納者，暫行拒絕給付（即 3 月底後暫行拒絕給付）。惟

實務作業上，工會於 4 月 15 日前彙繳保險費至本局時，一併

送交被保險人欠費名冊，故未經工會列報欠費前，無法得知欠

費被保險人名單，予以暫行拒絕給付，故以單位所送欠費名冊

郵戳日期為暫行拒絕給付日，以符實務。 

二、辦法六之（一）部分，簡報會議曾提及欠費工會中，14家已退

保工會均已送檢調機關偵辦，19家未退保工會，有 6家已送檢

調機關偵辦，其餘 13家欠費已繳納。 

三、辦法六之（二）部分，有關職業工會不當挪用保險費，經判決

確定者，如該工會已解散，因工會主體已不存在，無執行實益；

如該工會仍生效中者，本局將持續辦理欠費催繳、限繳以及移

送行政執行等程序，亦將協調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應本於主

管機關權責，依工會法相關規定積極查處，以避免欠費工會繼

續收取會員保險費，造成欠費金額持續擴大。另針對欠費工會

負責人，本局均依勞動部 106 年 12 月 4 日勞動保 2 字第

1060140530 號函釋辦理，在系爭保險費及滯納金未依法繳清

前，暫行拒絕給付。 

四、辦法六之（六）部分，本局於寄發欠費工會催繳函、每月發布

欠費新聞稿時，即請本局辦事處及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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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 

五、辦法六之（九）部分，依勞工保險條例第 16條第 1項第 2 款

規定，工會被保險人自行負擔之保險費，應按月向其所屬工會

繳納。因勞保為團體保險，與國民年金保險不同，保險費繳款

單係寄送至工會。對長期欠費或解散之工會，本局於發函通知

欠費工會所屬被保險人時，即提醒會員如已無從業事實，請其

辦理退保；如仍有從業事實，請其轉至相關工會加保，其退保

前之欠費，請其郵政劃繳予本局，未另開立繳款單。 

六、辦法八部分，目前死亡給付已有控管，本局將研議以資訊系統

對被裁減資遣續保人員請領老年給付之控管，以避免給付請領

後，尚有欠費須催繳。。另以 102年與 106年比較，是類人員

請領保險給付列報呆帳之件數、金額，已逐年遞減。 

 

鄧委員明斌（主席） 

一、有關建議研議被裁減資遣續保人員於請領保險給付時，即請其

繳清保險費，勞保局考量是類人員以轉帳代繳方式繳納保險

費，為避免通知其自行繳納後，金融機構又依約成功扣款，致

重複繳費須辦理退費，造成被保險人困擾之疑慮，請該局再權

衡，俟其請領老年給付之後，仍有欠費者依勞工保險條例第 17

條第 5項規定追溯退保，追還欠費期間所領取之保險給付，這

兩種作法何者對勞保局行政作業較有利？ 

二、有關辦法五，請勞動力發展署參考委員意見，另將來委員參與

就業保險業務訪視時，可再深入瞭解該署之促進就業計畫執

行，例如相關計畫須具備之條件或表單，是否要區分受益者為

勞工或事業單位，提出適當之改進建議。  

 

主席裁示：除辦法一之（四）及辦法二文字修正如下外，餘照辦法

通過： 

一、辦法一之（四）修正為「作業手冊第 78-79頁拾参、

逕行退保及註銷退保作業之四、（一）逕行退保作

業 2、逕行退保前之給付查詢（2）「預計退保日必

須在事故日期之後」，似與勞工保險條例細則第 16

條第 2項規定未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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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請勞保局檢討研議，惟若上開作法確有業務執行

面之需要，請適時研議修正意見，以供修法參

考。 

（二）請洽經濟部、國稅局、中央健康保險署等單位主

動提供事業單位已無營業事實或投保單位已退

保等資料，作為配合辦理投保單位退保認定之參

考。 

二、辦法二修正文字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