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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動基金監理會第 69 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9年 3月 26日（星期四）下午 2時 

地點：本部 6樓 601會議室 

主持人：林召集人明裕                             紀錄：陳聖心                                                                                      

出席： 曾委員小玲 何委員美惠 莊委員慶文 

 林委員明章 楊委員芸蘋 梁委員淑娟 

 蔡委員圖晉(請假) 盧委員陽正 石委員百達(請假) 

 李委員樑堅 陳委員俊男 周委員志誠 

 黃委員瓊慧 張委員琬喻 林委員盈課 

 黃委員慶堂 莊委員永丞 郭委員佳君 

 馬委員小惠 孫委員碧霞  

列席： 

勞動基金運用局 

蔡局長豐清 劉副局長麗茹 蔡副局長衷淳 

游組長迺文 李組長志柔 蘇組長嘉華 

林組長啟坤 詹主任慧玲 李科長孟茹 

黃專員淑美 楊科員筑婷  

勞工保險局 

     楊組長佳惠       鄭專門委員淑敏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林副理貴雯   

  本   部 

會計處 何處長依栖  

勞動保險司 吳專門委員品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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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福祉退休司   

邱專門委員倩莉 唐科長曉霙 陳視察聖心 

白視察明珠 秦科員煥之 鄭科員勝文 

古助理員芸嘉 詹約聘研究員淑媚  

壹、主席致詞： 

 各位委員大家好，感謝各位委員撥冗參加本部勞動基金監理會第

69次會議。 

本次會議將報告「勞動基金本年度 1 月底止之收支及運用概況」

及 2 月份勞動基金運用績效。今年 1 月下旬以來全球金融市場走勢受

到 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的影響，嚴重衝擊全球經濟，請運用局審

慎布局以穩定勞動基金運用績效。  

另，本次議程有 2 個討論案，第 1 案為「勞動基金 110 年度資產

配置暨投資運用計畫(草案)」，本案係運用局依「勞動基金投資政策書」，

在每年 3 月份先擬定下一個年度(即 110 年)資產配置運用計畫，提交

本會審議，再於 10 月份提出修正，作為各類勞動基金 110年資產配置

之執行依據。 

第 2案是 110年度勞工保險基金(含勞保、就保基金及職災保護專

款)在運用部分的預算案，請本會審議後將併同勞工保險基金收支預算，

彙編為年度預算，續報本部循預算程序辦理。    

 現在會議正式開始。  

 

貳、報告事項：  

報告案一 

案由：確認本會上（第 68）次監理會議紀錄，請鑒察。 

決定：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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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二 

案由：本會歷次會議決議案列管及執行情形報告，請鑒察。 

決定：洽悉，第 68次會議報告案三及討論案共 2案解管。 

 

報告案三 

案由：謹陳勞動基金截至 109年 1月 31日止之收支及運用概況，報 

      請鑒察。 

決定：洽悉，委員意見請勞動基金運用局積極辦理。 

 

參、討論事項： 

討論案一 

案由︰謹陳勞動基金 110 年度資產配置暨投資運用計畫(草案)一案，

提請討論。 

決議︰鑑於 COVID-19疫情蔓延世界各地，影響全球金融市場及各國經

濟成長，有關 110 年資產配置及投資運用計畫，請運用局持續

掌握經濟發展動態，審慎研擬，並將委員所提意見，納入本(109)

年 10月份提報 110 年資產配置暨投資運用修正計畫。 

 

討論案二 

案由︰謹陳勞工保險基金（含勞保基金、就保基金及職災保護專款）

基金運用部分 110年度預算案，提請審議。 

決議︰本案原則同意，有關經費編列及來源等，請勞動基金運用局另

依預算編列規定及程序辦理。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下午 4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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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與會人員發言紀要】 

壹、主席致詞：(同會議紀錄，略)。 

貳、報告事項︰ 

報告案一：確認本會上（第 68）次監理會議紀錄案。 

主席裁示︰確認。 

報告案二：本會歷次會議決議案列管及執行情形報告案。 

 1、勞動福祉退休司唐科長曉霙報告：(如議程，略)。  

 2、主席裁示︰洽悉，第 68次會議報告案三及討論案共 2案解管。 

報告案三：謹陳勞動基金截至 109年 1月 31日止收支及運用概況案。 

 1、勞動基金運用局財務管理組林組長啟坤報告：(如議程，略）。  

 2、勞動基金運用局蔡局長豐清補充說明：本(109)年 1月份受到中國

大陸爆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全球大多數區域的股票市場下

跌，2 月份疫情無法有效控制，甚至蔓延至歐美地區，除因美國

聯準會(Fed)暗示降息而使得 MSCI 全球綜合債券指數小幅上揚外，

因市場投資人擔憂全球經濟會面臨衰退的危機，全球主要國家股

票市場均大幅下跌，2月下旬最後一週美國道瓊工業暴跌約 4,000

點，2 月份單月 MSCI 全球股票指數下跌 8％，台股大盤指數下跌

1.7％，MSCI新興市場股票指數下跌 5.5％。 

 3、李委員樑堅發言： 

  (一)近期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擴大，衝擊全球金融市場與觀光產業。

全球金融市場 3 月份恐慌情緒蔓延，美股一再觸碰熔斷機制，

國內股市近日雖有反彈趨勢，但整體而言呈現跌幅走勢，請問

勞動基金在今年股、債市場的布局情形，配置比率是否彈性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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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美國聯準會於 3月 3日宣布降息 2碼，15日再次宣布降息 4碼，

短短 2 周內降息 6 碼，未來債券市場變化難以預期，請問勞動

基金對於美國降息對債市衝擊的看法為何？ 

  (三)面對本次新型冠狀病毒黑天鵝的衝擊，一旦發生最糟情況時，

勞動基金運用局有無具體的因應機制？ 

  (四)新制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雇主應按月提撥薪資 6%到勞工個人

帳戶，惟受本次疫情衝擊較大的產業，如：觀光旅遊業、飯店

餐飲業等，恐無法按時提撥勞工退休金，請問勞動部有無配套

措施，以協助這些產業渡過難關？新制勞工退休基金有無辦理

勞工紓困貸款計畫？讓勞工朋友可以預先提領退休金，以解決

短期資金需求。 

  (五)本次疫情雖然帶動新興產業崛起，如遠距教學、線上學習與外

送經濟等，然而石化業、鋼鐵業或半導體下游零組件產業，深

受全球產業鏈斷鏈與各國鎖國防疫政策的影響。請問勞動基金

是否會調整未來產業布局？ 

  (六)某國內受託投信 106 年絕對報酬帳戶，在去年股市多頭環境下

績效表現相對落後，惟在今年表現好轉，請問是否係因該帳戶

採取偏空投資操作策略所致？  

 4、勞動基金運用局國內投資組游組長迺文說明： 

  (一)本局每年規劃勞動基金資產配置計畫，各基金投資運用項目訂

定適當的變動區間，其中以國內股票為主要風險性資產，雖然

該項投資之運用比率長期低於中心配置，惟在去年國內股市漲

幅走勢下仍有獲利，也因其投資運用比率偏低，故面對今年股

市下跌行情的衝擊也較小。勞動基金本於長期穩健投資策略，

各個投資項目有適當的資產配置比率，且投資運用比率不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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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變動區間下限。 

  (二)本局非常關注本次疫情所造成的需求面影響，例如日本東京奧

運延後舉辦等負面衝擊，會在本波疫情走勢下保持審慎態度，

以維護勞動基金資產安全。 

  (三)今年國際油價崩跌，石化鋼鐵產業深受其害，但石化鋼鐵業為

景氣循環股，且美國聯準會因應本次疫情宣布無限制量化寬鬆

政策，在美元仍為優勢貨幣下，未來新興市場資金流入的可能

性高。面對各國實施量化寬鬆政策下，債券收益率會相對偏低，

本局在同為風險性資產的債券與股票中，會選擇偏向持有報酬

率較高的績優股票為投資標的。 

 5、勞動基金運用局國外投資組李組長志柔說明： 

  (一)勞動基金國外投資運用項目，不論在權益證券、債務證券或另

類投資，今年投資報酬率的跌幅均大於國內權益證券。隨著近

期歐美地區疫情惡化，歐美金融市場表現更為嚴峻，雖然本局

採取保守投資策略，國外投資項目之運用比率大多低於中心配

置，但仍不敵本次全球金融市場走跌的衝擊。 

  (二)關於本局對美國聯準會 3 月份降息 6 碼對債市衝擊的看法，因

近期美國 10 年期公債殖利率一度跌深至 0.5%，遠低於 2008年

金融海嘯與 2009年至 2015年美國實施量化寬鬆政策時的水準，

投資國外債券成為非常嚴峻的挑戰。勞動基金以投資等級債券

作為國外債券投資標的，且近日所投資持有至到期日之國外債

券報酬率仍有 3%，高於已開發國家之公債殖利率，本局將持續

努力並拉高債券投資報酬率。   

 6、勞動福祉退休司孫司長碧霞說明：為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

本部最近公告勞、就保保險費及勞工退休金得申請延遲繳納，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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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期間免徵滯納金。目前勞保條例規定貸款為勞保基金的運用項

目之一，且貸款期間屆滿時，若勞工未清償貸款，於勞工退休請

領給付時會扣除積欠的貸款。新制勞退開辦時間僅 15年，勞工退

休金帳戶積存的金額仍不多，如開辦紓困貸款，恐影響勞工老年

生活。另本部因應疫情已訂定各種對減班休息勞工、失業勞工的

協助措施，明日亦將公告「安心就業計畫」，對於受疫情影響減班

休息的勞工，提供薪資差額補貼，以穩定勞工就業，建議應先運

用各種紓困措施協助勞工渡過難關。 

 7、林委員明章發言：日前勞動部表示將針對受疫情衝擊產業，提出

緩繳勞、就保保費半年措施，但很多勞工朋友在半年屆滿期限後，

仍因受限經濟壓力而無力繳納保險費，所以建議辦理勞保紓困貸

款，以幫助勞工朋友度過短期經濟困難。 

 8、何委員美惠發言：一般職業工會如果會員晚繳勞保費，大多會向

勞保局列報欠費，且在日後會員補繳後代收滯納金，彙報勞保局。

有委員提及，某些職業工會因為疫情的原因而使會員繳不出保費，

而致使職業工會因此關門無法運作，因此建議勞保局應該給這類

勞工辦理紓困貸款，以免職業工會倒閉關門。就實務上而言，本

人認為職業工會的關門，與疫情或有無辦理紓困貸款，其中的關

聯性應該不大。因為職業工會至少都是預收三個月保費，而且就

如同本人前所提到，對於欠費的會員可以向勞保局列報欠費。而

且現在勞保局針對某些與疫情有相關行業別的職業工會會員，若

因疫情影響而暫時無力繳費，可以透過職業工會向勞保局申請延

緩繳費的措施，緩繳期間亦不收滯納金。既然如此，職業工會應

不會因為會員欠費而關門無法運作，即便會員暫時無力繳費，與

疫情及有無紓困並不全然相關。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勞動部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保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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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勞動保險司吳專門委員品霏說明： 

  (一)隨著請領勞保老年給付人數及金額逐年增加，勞保基金亟需保

持一定之財務安全，以支應龐大現金給付需求。勞保紓困貸款

係運用全體被保險人所共有之勞保基金進行借貸，除須考量勞

保財務狀況，以免影響給付之發放外，更應避免勞工因無法按

期還款，致影響其老年經濟安全。 

  (二)為因應疫情可能對產業、就業市場及勞工權益造成的影響，本

部已提供勞、就保保險費及勞工退休金緩繳協助措施，亦擬定

短、中、長期計畫，將視疫情變化及產業發展情勢適時啟動各

項措施協助。  

10、主席發言︰勞動基金監理會的任務主要是針對勞動基金運用之審

議，但對於委員關切勞保費緩繳、勞保紓困貸款等發言也非常重

視，會後再請吳專門委員品霏向林委員明章詳細說明。 

11、莊委員慶文發言：某投信公司代操新、舊制勞工退休基金帳戶所

持有的某檔個股投資績效較差，請說明其目前績效表現情形及該

投信公司最新因應對策。  

12、游組長迺文說明：該投信公司對該檔個股曾執行部分停損交易，

該個股公司營運正常，每年亦有配息，因為董事改選的議題仍未

解決，本局每月持續觀察及提醒該投信須審慎因應個股價格下跌

風險。  

13、盧委員陽正發言︰轉達未出席蔡圖晉委員意見，這次疫情除了勞

工受到衝擊，企業主面臨經營狀況更嚴峻，產業可能出現斷鏈，

應注意可能的風險。另本人認為，本年 1 月底止，股票型基金績

效多為負數，但新興市場或全球主動債，則較為穩健。至於全球

高品質股票型、全球基礎建設及全球不動產，抗跌能力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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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疫情會持續擴散，投資這些金融商品的績效，可能也會在 2、3

月下跌。前美國聯準會主席柏南克以其金融專家的角度來看， 

2008~2009 年是金融機構發生信用風險所引起的金融危機，而這

次是疫情所引起，製造業雖有斷鏈危機，然金融機構體質仍然健

全，如果勞動力和企業沒有受到太大的傷害，可能會有相當迅速

的反彈，在此時應找一些防禦型的資產類別來做規劃。面對疫情

蔓延的情形下諸多產業斷鏈受害，但亦有不受太大影響甚至受益

之產業，此時基期降低之情境下，擇股與適當擇時入市防禦型股

票，為相對較佳的管理策略。 

14、林委員盈課發言︰勞動基金為長期投資，3 月份因受疫情大爆發

的影響，全球股市波動度大，近期投資績效必然受很大衝擊。有

人認為疫情對經濟的衝擊將巨大且持續長久，但前美國聯邦準備

理事會主席柏南克認為此次疫情為短期事件，許多國家封閉城市

暫停經濟活動是人為的暫時措施，我贊成柏南克的看法。績優企

業如台積電或大部份美國 S&P500公司，體質仍佳，疫情期間的短

期損失，在長期角度將會回升正常，2008-2009 的金融海嘯是一

個好例子。去年台股大漲，勞動基金之風險性資產有部分實現獲

利，尤其目前新制勞退基金現金部位很多(五千多億元)，而且現

金持續大量流入，在台股與美股下跌三成之後，資產評價相對去

年底打七折左右，建議此時把握加碼風險性資產的時機，把現金

做更有利的投資運用。例如，對公司體質良好、獲利佳的個股，

可藉由台股大幅下跌時，逢低加碼高品質高殖利率的績優股票，

以增加基金獲利契機。至於舊制勞退基金及勞保基金因為基金屬

性不同，尤其勞保基金必須特別考慮流動性問題，可採取較為穩

健保守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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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陳委員俊男發言︰ 

  (一) 107-1絕對報酬股票型批次中某國外委託機構委託帳戶去年採

偏空操作影響投資績效，今年 1月份投資績效仍未見改善，請

說明原因。 

 （二）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若持續 1年半以上，不僅供應鏈斷鏈，

需求將大幅萎縮，請問運用局是否有相關因應之道？ 

16、游組長迺文說明：林委員垂詢部分，本局皆有持續對基本面體質

較佳的個股進行區間操作，已有相當的已實現獲利，會持續為基

金資產持盈保泰。盧委員提到斷鏈，各產業的影響不同，本局會

對不同產業做基本面的研析，努力找出防禦型的資產來做配置。 

17、李組長志柔說明：在風險性資產方面，因國外投資市場金額龐大，

勞動基金易隨市場波動而受影響，以美股近期換算年化波動度約

為 120%，實屬罕見，但台股相對波動只有一半。因此本局在國外

風險性資產投資更會謹慎，目前各基金的 VaR 值(風險值衡量)已

超過預算上限，且來源主要為國外風險性資產。在新制勞退基金

方面，因基金現金流量穩定，因此會進行逢低加碼；而勞保基金

會進行動態調整微幅加碼。107-1 絕對報酬股票型批次中某國外

委託機構委託帳戶今年 2 月份單月及 3 月份中旬前的投資績效已

提升至同批次第2名，本局於3月10日與該帳戶經理人視訊會議，

追蹤了解其投資策略，持續要求改善投資績效 。 

18、黃委員慶堂發言： 

  (一)在整體勞動基金資產配置方面，建議進行多元資產配置，例如

近期股市在疫情的影響下，宅經濟、數位經濟(如 Amazon、Zoom

及 Facebook 等)，表現相對抗跌。 

  (二)另有關委託投信代操之衍生性金融商品操作方面，因期貨及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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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權等風險較高，請運用局說明對受託投信在衍生性金融商品

操作限制及控管機制。 

19、游組長迺文說明：有關委託投信代操業者之衍生性金融商品操作

是以避險為主。目前多家受託投信是以股票部位控管為主，只有

少部分的受託帳戶會進行期貨避險操作。本局除訂有從事衍生性

商品交易的規範外，也會提醒受託投信，對於不熟悉的投資工具，

應更為謹慎處理。   

20、主席裁示：本案洽悉，委員意見請勞動基金運用局積極辦理。 

 

參、討論事項： 

討論案一：謹陳勞動基金 110年度資產配置暨投資運用計畫(草案)。 

 1、勞動基金運用局風險控管組蘇組長嘉華報告︰(如議程，略)。 

 2、黃委員慶堂發言：因近期公債利率不斷下降，多國施行零利率或

負利率，公司債方面違約率(Default Rate)又居高不下(尤其高收

益債方面)，債券跌幅大，在新制勞退基金資產配置方面，固定收

益配置(國外債務證券)比例調降 1%，增加另類資產配置 1%，但在

舊制勞退基金沒有類似的調整，不知是否有其它考量？ 

 3、莊委員永丞發言：請問運用局是不是有預算或研究計畫，來做 AI

資產配置模擬系統，以輔助基金運用局投資配置組合或投資建議，

建議除目前的資產配置模擬系統外，如有經費或預算，利用基金

大數據資料，透過 AI科技做出個股投資的資產配置，與目前模擬

系統比較其優異之處。 

 4、楊委員芸蘋發言：政府在 109 年撥補 200 億元挹注勞保基金，站

在保障勞工的立場，建議自 110年起每年仍撥補 200億元。  

 5、主席發言：明年會持續爭取編列預算撥補勞保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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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何委員美惠發言：目前因疫情關係，短期間造成股市大幅波動，

台股在台商回流的情況下，有機會回歸基本面，建議是否考慮逢

低承接？ 

 7、蘇組長嘉華說明：有關黃委員提及新制勞退基金資產配置方面，

固定收益(國外債務證券)比例調降 1%，增加另類資產 1%，但舊制

勞退基金沒有類似調整，主要原因新制勞退基金部位較龐大，舊

制勞退基金國外債務證券規模穩定且比重較新制低，不過 110 年

的國外債務證券配置將與台銀在今年 10 月份資產配置案修正時

再做討論。莊委員提到以 AI系統模擬資產配置，就我們自己的團

隊而言，因為人員有限，已調撥 1 名具投資風控等經驗及資訊背

景的同仁，來研究 AI及大數據等新科技之相關應用，目前每月開

會討論並持續推動相關業務。至於何委員提到的逢低承接，投資

團隊會依實際狀況，在變動區間內逢低承接績優股票，使整體部

位逐漸趨近中心配置。 

 8、主席裁示：鑑於 COVID-19疫情蔓延世界各地，已影響全球金融市

場及各國經濟成長，有關 110 年資產配置及投資運用計畫，請運

用局持續掌握經濟發展動態，審慎研擬，並將委員所提意見，納

入本(109)年 10月份提報 110年資產配置暨投資運用修正計畫。 

 

討論案二：謹陳勞工保險基金（含勞保基金、就保基金及職災保護專

款）基金運用部分 110年度預算案。 

  1、勞動基金運用局主計室詹主任慧玲報告：(如議程，略)。 

  2、曾委員小玲發言：近期國內金融市場存款利率調降約為二成至二

成五左右，美元存款利率大約降 3成左右。短期間，利率應難以

回升，建議編列利息收入預算應視市場利率變動情形調整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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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蘇組長嘉華說明：最近幾天銀行存款利率調降幅度較大，然各基

金利息收入預算編列主要考慮大額、小額存款及 3 個月期及 6

個月期利率等作預估。以目前經濟局勢預測明年利率環境可能比

較困難，預測明年市場利率還是要看今年 10 月市場利率情形再

做修正。 

  4、主席裁示：本案原則同意，有關經費編列及來源等，請勞動基金

運用局另依預算編列規定及程序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