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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工保險監理會第 76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9年 7月 21日（星期二）上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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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委員瑞珠 林委員建利 

 洪委員清福 徐委員坦華 徐委員婉寧 

 張委員森林 梁委員淑娟 郭委員琦如 

 陳委員美靜 黃委員清譽 楊委員峯苗 

 劉委員守仁 劉委員興德 蔡委員朝安 

 鄭委員素華 謝委員佳宜 鍾委員秉正 

 鍾委員馥吉 白委員麗真  

列 席： 

勞工保險局 

 鄧局長明斌     黃組長錦儀       劉組長金娃 

 劉組長秀玲     陳組長慧敏       程科員惠玲  

勞動力發展署      王主任秘書玉珊   吳副組長淑瑛   

職業安全衛生署    周副署長登春     陳技士建豪 

勞動基金運用局    蔡副局長衷淳     張專門委員琦玲 

本部 

林常務次長辦公室  王秘書淑津 

勞動法務司        甘科長耀斌 

勞動保險司 

黃科長琦鈁      蔡科長嘉華      林科長煥柏 

徐科長貴香      黃專員進發      楊科員素惠 

黎助理員可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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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主席致詞： 

諸位委員大家好！今天是本（第 5）屆勞工保險監理會第一

次開會，首先，歡迎諸位委員蒞臨。勞保監理會由勞、資、政、

學之 21位委員組成，負責監理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業務，這一

屆有新聘委員 7位，接下來介紹一下新任委員。 

目前勞保有 57萬個投保單位，1,048萬人加保，就保亦有

52 萬個投保單位，700 萬人加保，監理會的責任愈來愈重要，

需要委員費心提供諮詢，適時督導並提供建議。 

今天議程有 7 個報告案，其中為了讓委員瞭解監理會下半

年的會議時間及相關訪視、檢查業務規劃，也安排勞保監理會

運作報告案，請委員不吝指教。 

 

貳、報告事項 

報告案 一 

案由：確認本會上（第 75）次會議紀錄，提請  鑒察。 

決定：除議程第 2頁倒數第 7行「部」字修正為「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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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次會議報告案三、六及討論案共 3案解管。 

 

報告案 三 

案由：有關本部勞工保險監理會運作簡介，提請  鑒察。 

決定：洽悉。 

 

報告案 四 

案由：勞工保險局業務報告，提請  鑒察。 

決定：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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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 五 

案由：勞工保險基金 109年截至 5月底止運用情形一案，提請  鑒

察。 

決定：洽悉。 

 

報告案 六 

案由：勞工保險局所送「本部 109年度勞工保險、就業保險業務檢

查報告」該局辦理情形一案，提請  鑒察。 

決定： 

一、洽悉，請勞保局依檢查建議事項積極辦理。 

二、為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相關規定，有關查調電子病歷資料

之處理、利用，請勞保局參考委員意見，與該法主管機關再

予釐清。 

 

報告案 七 

案由：本部勞工保險爭議審議會 109年 5月份（第 147-1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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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討論事項：無。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上午 11時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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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次會議紀錄，提請  鑒察。 

 

勞動保險司徐科長貴香 

議程第 2頁倒數第 7行「部」字誤繕，更正為「次」。 

 

主席裁示：除議程第 2頁倒數第 7行「部」字修正為「次」外，餘

紀錄確定。 

 

報告案二：本會歷次會議決議案列管及執行情形報告案，提請  鑒

察。 

 

郭委員琦如 

議程第 14頁至第 15頁針對勞保年金跨境給付的說明，請問勞保跨

境給付之件數是否逐年增加？勞保局建議的修法方向，如果可行，

修法期程如何？ 

 

謝委員佳宜 

勞保局針對勞保跨境給付所提修法方向，可能與各社會保險推動年

金給付趨勢相違，例如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已明定，公立學

校的外籍老師如已獲准永久居留者，可選擇支領一次退休金或月退

休金。因此，勞保部分，對於未具本國籍且未獲准居留我國者，建

議修正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得選擇請領年金給付或一次給付。 

 

鍾委員秉正 

我國與大部分國家無邦交關係，無法簽定社會安全協定，因此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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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上勞保給付相關證明文件、請領資格實質審核困難等問題，贊

同外籍被保險人請領保險給付得選擇年金或一次給付之意見，但如

果其選擇請領年金給付，則須盡到相關配合義務。 

 

勞工保險局劉組長秀玲 

請參閱本局業務報告第 28頁附表 3-1，以勞保老年年金給付為例，

隨著年齡逐漸增加，外籍被保險人之請領人數將持續成長。 

 

勞動保險司蔡科長嘉華 

勞工保險制度之設計，係本、外籍被保險人在繳納保險費義務及請

領保險給付權利上均採ㄧ致之作法。本部曾召開相關會議，與會專

家學者及相關單位認為，基於權利義務對等原則，不宜對外籍被保

險人有差別待遇。有關勞保局所提跨境給付之修法方向，事涉勞工

保險條例之修正，須與外界充分溝通意見，凝聚共識後，才能進行

後續修法。 

 

林召集人三貴（主席） 

隨著經濟環境的變遷，外籍被保險人參加勞保之人數逐漸增加，有

關跨境保險給付之請領，請勞保局持續關注，另如何減少行政作業

成本，又兼顧勞工權益，是未來持續努力的目標。 

 

主席裁示：洽悉，第 75次會議報告案三、六及討論案共 3案解管。 

 

報告案四：勞工保險局業務報告，提請  鑒察。 

 

梁委員淑娟 

一、報告第 21頁，自營作業者或無一定雇主之勞工生活補貼作業，

感謝勞動部及勞保局，讓職業勞工迅速獲得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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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日有媒體關於「職業工會 A勞保」的報導，把勞保財務問題

歸咎於職業工會，建議向社會大眾說明。 

 

徐委員坦華 

媒體關於「職業工會 A勞保」的報導，對基層勞工不公平。 

 

李委員瑞珠 

報告第 21 頁第三點，勞動部函釋核准在台設立之外僑學校屬勞工

保險條例規定之私立學校，據我們所知，私立學校有私校退撫制度，

強制適用勞工保險後，其原來的私校退撫是否併入勞保，勞保的加

保生效日又從何時開始？是否追溯生效？  

 

鍾委員秉正 

外僑學校之專任教職員，是否係參加公教人員保險？ 

 

謝委員佳宜 

一、報告第 21頁第三點說明，應係指外僑學校之員工，其原為勞

工保險自願加保對象，此函釋後為強制加保適用對象。 

二、經與公保主管機關確認，外僑學校編制內有給教職員，屬公

教人員保險加保對象。 

 

勞工保險局劉組長金娃 

本局依勞動部 109年 6月 5日函釋規定辦理，發函外僑學校，通知

其為勞工保險之強制加保對象，其保險效力自申報員工加保之是日

起生效，不追溯生效。 

 

白委員麗真 

依勞工保險條例第 6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依法不得參加公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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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保險之政府機關及公、私立學校之員工，為勞保強制加保對象。

過去外僑學校未被界定為私立學校，為勞保自願加保對象，經與教

育主管機關釐清其性質，外僑學校係屬私立學校。又實務上，函釋

之前，大多外僑學校已成立勞保投保單位，自願參加勞保，僅有少

數未成立投保單位，自本部函釋後，依法不得參加公保者，則為勞

工保險強制加保對象。其適用勞保後，不影響原有私校退休撫恤權

益。 

 

林召集人三貴（主席） 

勞保財務問題，外界甚為關切，年金改革須從制度面著手調整，未

來勞保年金改革有較明確方向時，適時於監理會提出報告，以利委

員瞭解。 

 

主席裁示：洽悉。 

 

報告案五：勞工保險基金 109年截至 5月底止運用情形一案，提請  

鑒察。 

 

張委員森林 

一、近 15 年勞保基金投資績效，較勞工退休金新制高，請問其原

因為何？ 

二、為了解勞保及勞退投資績效與台灣其他退休金指數的差異，建

議可提供勞保及勞退資產配置狀況供參考。 

 

勞動基金運用局蔡副局長衷淳 

一、關於勞工退休金新制近 15 年投資績效，較勞保基金略低之原

因，為勞工退休金新制實施之前 2年（94年及 95年），基金委

由勞保局代管，均以定期存款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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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局係依勞動基金監理會通過之投資政策書所規範之風險屬性

（保險部分為中度或低度風險，及訂有目標報酬率；退休金部

分為中高度風險），分別編製所屬之資產配置及年度運用計畫，

據以執行。 

 

主席裁示：洽悉。 

 

報告案六：勞工保險局所送「本部 109年度勞工保險、就業保險業

務檢查報告」該局辦理情形一案，提請  鑒察。 

 

蔡委員朝安 

議程第 29頁二、（三）請注意病歷資料之控管及資訊安全部分，勞

保局辦理情形說明訂有查調作業原則，建議要特別注意個人資料保

護法對於特種個資之相關規範，在勞保局同仁對電子病歷資料之蒐

集、處理、運用過程中必須謹慎，以免觸法。 

 

鍾委員秉正 

一、最近有一農保失能給付案件，經最高行政法院判決保險人不能

僅依據專科醫師審查意見核定，應回歸保險制度之設計及條文

規範，以保障被保險人保險給付權益。 

二、勞保局依勞工保險條例第 28 條規定查調電子病歷資料，似不

符合個資法之資料處理、利用之規定，宜再釐清。 

 

徐委員婉寧 

勞保局查調電子病歷資料，係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6條哪一款規

定？  

 

勞工保險局陳組長慧敏 

一、依據資通安全管理法規定，本局資通安全責任等級經行政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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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為 A級，本局設有多項資安防護措施，並定期針對同仁使用

電子病歷資料軌跡紀錄實施抽樣查核，以落實控管機制及資訊

安全。 

二、鑑於勞保失能給付多涉及專業醫理判斷，本局於行政救濟案件

答辯時，均會說明依據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 6 條第 2 項

規定，保險人為審核保險給付，得視業務需要委請相關科別

之醫師或專家協助。目的係為藉助專業醫師判讀專業文件，

提供專業意見，其法律地位如同行政法上之行政助手，惟最終

處分權仍為本局。故本局審查給付案件過程中，除參考醫理

專業意見外，尚須以客觀、具體之相關證明資料綜合審查研

判，以為作成行政處分之依據。 

三、本局介接電子病歷交換中心(EEC)平台，係依據衛生福利部函

文同意授權使用，並要求本局未來執行時，應依據勞工保險

條例第 28條規定進行調閱作業。 

 

林召集人三貴（主席） 

關於電子病歷資料之查調作業，事涉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請

勞保局與該法主管機關再予釐清，較為周全。 

 

主席裁示： 

一、洽悉，請勞保局依檢查建議事項積極辦理。 

二、為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相關規定，有關查調電子病歷資料之

處理、利用，請勞保局參考委員意見，與該法主管機關再予釐

清。 

 

報告案七：本部勞工保險爭議審議會 109年 5月份（第 147-1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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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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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委員秉正 

議程第 32頁，109 年 5 月份勞保爭議審議案件撤銷比率 10.99%，

較過去月份之 6%至 7%間為高，是否有特殊原因？ 

 

勞動法務司甘科長耀斌 

109年 5月份勞保爭議審議案件撤銷比率較過去月份多部分，係個

案情況，無特殊原因。 

 

主席裁示：洽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