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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工保險監理會第 63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8年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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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錄：楊素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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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 

 徐委員坦華(請假) 徐委員婉寧 陳委員美靜 

 陳委員慧珍 郭委員琦如 張委員家銘 

 張委員森林 黃委員厚輯(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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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臧主任艷華         程科員惠玲 

勞動力發展署      

王主任秘書玉珊     簡科長秀華      王業務督導員韋方 

勞動基金運用局         劉副局長麗茹    江科員文強 

職業安全衛生署         李副署長柏昌     李技士啟瑞 

本部 

勞動福祉退休司         楊科員曼禎     

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   王專門委員雅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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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科長依婷        蔡科長嘉華       徐科長貴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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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視察煥柏      黃專員進發       楊科員素惠 

黎助理員可蓁 

 

壹、報告事項 

報告案 一 

案由：確認本會上（第 62）次會議紀錄，提請  鑒察。 

決定：除附錄：與會人員發言摘要，報告案五之職安署李副

署長柏昌說明二、「勞動檢查員 1 千人，係補助地方

政府聘用檢查人力，包含勞動條件部分 325人及職業

安全衛生部分 660人，……」等文字，修正為「勞動

檢查員 1千人，包含勞動條件部分補助 325人，及職

業安全衛生部分 675 人(機關原正式人力 541 人，另

補助 134人)，……」外，餘紀錄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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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次會議報告案三及第 62次會議報告案五、

報告案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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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洽悉。 

二、為利委員瞭解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基金規模之變動情

形，請於業務報告提供每月普通事故保險、職業災害

保險及就業保險等基金規模異動比較表格。 



3 

 

報告案 四 

案由：勞工保險基金 108年截至 4月底止運用情形一案，提

請  鑒察。  

決定：洽悉。 

 

報告案 五 

案由：勞工保險局「108 年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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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勞保局每年提報第 4季勞保普通事故保險財務評估

報告時，增列請領老年年金給付者性別比較分析。 

 

報告案 六 

案由：本部勞工保險爭議審議會 108年 4月份（第 1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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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討論事項：（無）。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下午 3時 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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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與會人員發言摘要】 

 

壹、報告事項 

 

報告案一：確認本會上（第 62）次會議紀錄，提請  鑒察。 

 

本部勞動保險司徐科長貴香 

議程第 8 頁報告案五之職安署李副署長說明二、「勞動檢查

員 1千人，係補助地方政府聘用檢查人力，包含勞動條件部

分 325人及職業安全衛生部分 660人，……」等文字，為避

免誤解，該署建議修正為「勞動檢查員 1千人，包含勞動條

件部分補助 325 人，及職業安全衛生部分 675 人(機關原正

式人力 541人，另補助 134人)，……」。 

 

主席裁示：除附錄：與會人員發言摘要，報告案五之職安署

李副署長說明二、「勞動檢查員 1 千人，係補助

地方政府聘用檢查人力，包含勞動條件部分 325

人及職業安全衛生部分 660 人，……」等文字，

修正為「勞動檢查員 1千人，包含勞動條件部分

補助 325 人，及職業安全衛生部分 675 人(機關

原正式人力 541人，另補助 134人)，……」外，

餘紀錄確定。 

 

 

報告案三：勞工保險局業務報告，提請  鑒察。 

 

洪委員清福 

一、4 月份勞保職業災害保險收支有賸餘，但 4 月底基金規

模為 213億餘元，與 3月底 218億餘元相較，減少 5億

餘元，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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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勞保普通事故保險、職業災害保險及就業保險等基金規

模數據，建議以表格方式呈現每月變化情況，較利參閱。 

 

勞工保險局陳組長慧敏 

本（108）年 4 月底職業災害保險基金數，較 3 月底減少 5

億餘元之原因，將於會後查明提供。 

※經查明提供說明如下： 

ㄧ、依「全民健康保險保險人受託辦理職業災害保險醫療給

付費用償付辦法」第 8條規定，本局每年 1月、4月、7

月及 10月之 15日前，預撥該季之醫療費用予中央健康

保險署（以下簡稱健保署），此為暫付款金額。 

二、有關本（108）年 4 月底之職業災害基金運用規模 213

億 2 千餘萬元，相較於上（3）月 218 億 4 千餘萬元減

少，係因本局依規定於 108年 4月撥付該季之醫療費用

予健保署所致。另本年 1月至 4月職災現金給付支出金

額增減互見，並無異常情形。 

 

主席裁示： 

一、洽悉。 

二、為利委員瞭解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基金規模之變動情形，

請於業務報告提供每月普通事故保險、職業災害保險及

就業保險等基金規模異動比較表格。 

 

 

報告案四：勞工保險基金108年截至4月底止運用情形一案，

提請  鑒察。 

 

郭委員琦如 

勞保局業務報告第 30頁附表 4-2「108年第 1季勞工保險基

金運用績效概況表」，請問第 4 項「國內另類投資」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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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為何？此運用項目評價後報酬率小於預定報酬率，與其

他運用項目之情形不同，原因為何？ 

 

蔡委員朝安 

一、勞保局業務報告第 30頁附表 4-2，請問第 7項「國外另

類投資」的投資標的為何？另基金年度計畫各項運用項

目資產配置比例如何決定？ 

二、國外投資部位是否有外匯避險？ 

 

張委員家銘 

基金局掌管之勞動基金有 6個，各有不同法令規定、操作模

式及投資限制，請說明勞保基金之績效表現如何？是否有模

範基金可供參考，以檢討有些限制可否鬆綁？ 

 

勞動基金運用局劉副局長麗茹 

一、「國內另類投資」之運用項目，包括早期勞保基金所投

資持有之不動產（如台北市羅斯福路 1段 4、6號房地，

出租予勞保局辦公室之用，之後未再新增）、政府貸款

（如農保借款）及勞保被保險人紓困貸款。另預定報酬

率係指全年度概念，而評價後報酬率係截至第 1季之年

化報酬率，至年底時兩者報酬率將較接近，另由於紓困

貸款運用規模之占比較大，致目前評價後報酬率小於預

定報酬率。 

二、「國外另類投資」之運用項目，包括自營部分有不動產

ETF、原油 ETF、天然資源基金及私募基金；委外部分有

不動產股票型委任、基礎建設股票型委任、全球多元資

產型委任。 

三、有關勞保基金年度計畫各項運用項目資產配置之比例，

本局依基金之屬性、法令規範、規模及過往重要市場參

數，透過所建置之資產配置模擬系統，於每年 3月份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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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最適資產配置模型（保守型、穩健型、積極型），陳

報勞動基金監理會審議通過後，據以辦理。 

四、本局所轄之基金包含新、舊制勞退基金、勞保基金、就

保基金、積欠工資墊償基金、職災保護專款及衛生福利

部委託辦理國保基金等，每種基金之性質、法令規定、

運用規模不同，致績效表現亦不同，難以選出模範基金。

若僅以新、舊制勞退基金、勞保基金之績效表現來比較，

排名為舊制勞退基金最好、勞保基金次之、第 3為新制

勞退基金（因基金規模成長快速，致分母較大）。如投

資項目能無天花板限制，而按系統模型算出最適資產配

置或可為最佳的，但有時候會有無法預期之變化，如去

年受到美中貿易大戰、美元與新台幣間匯率變動等情形

則有所影響。本局一向秉持公平辦理每一種基金投資事

項，並以追求各基金最大收益為目標。 

五、國外投資部位有作部分避險，主要為債券部位。評價時

有包含匯率評價影響數。 

 

林召集人三貴（主席） 

一、依勞工保險基金管理及運用辦法規定，勞保基金可投資

不動產，目前持有之部位，均為早期投資持有的，例如

台北市羅斯福路 1段 4、6號房地屬最大筆。 

二、基金投資收益與安全性仍須平衡性考量。 

 

主席裁示：洽悉。 

 

 

報告案五：勞工保險局「108 年第 1 季勞保普通事故保險財

務評估報告」一案，提請  鑒察。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AT01.aspx?id=FL014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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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委員力嘉 

勞工勞保加保期間會有多個投保單位，請說明附錄 2之一般

單位與職業工會勞工如何分類？ 

 

張委員森林 

請領老年給付之比較部分，由於男性與女性之平均餘命不同，

建議針對請領老年年金給付者增加性別差異分析；另參考外

國資料，有分析各婚姻狀況者（單身、鰥寡）請領年金給付

之情形、夫妻均請領年金之狀況等，建議勞保局進一步研究，

以瞭解退休勞工之未來生活面向（性別、年齡、婚姻狀況），

可作為年金改革參考。 

 

勞工保險局黃組長錦儀 

因多數勞工在職涯中會有於多個投保單位參加勞保的紀錄，

基於統計需要，本案係以勞工最後離職退保之單位作為勞工

身分別之分類。 

 

林召集人三貴（主席） 

有關張委員建議增列請領老年年金給付者性別差異分析部

分，勞保局現有資料庫應可統計，請參考委員意見辦理；至

其他分析，因涉及其他跨部會資料庫之串連，且較為複雜，

委員建議留供參考，俟適當時機再研議。 

 

主席裁示： 

一、洽悉。 

二、請勞保局每年提報第 4季勞保普通事故保險財務評估報

告時，增列請領老年年金給付者性別比較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