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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

錄：簡任秘書

陳坤明

簡任編審

鄭翔勻

科

長

王曉蘭

專

員

林淑梅

報告事項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議事錄確定。
討論事項
審查中華民國 100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有關內政
部主管作業基金（國民年金保險基金）及特別收入基金（社會福
利基金）等預算案。
（委員黃淑英、陳節如、楊麗環、廖國棟、江玲君、黃義交、
江義雄、徐少萍、羅淑蕾、劉建國、黃仁杼、黃偉哲及楊瓊瓔等
13 人提出質詢，均經內政部部長江宜樺等相關主管即席答復。）
決議：
一、100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非營業部分）有關
內政部主管作業基金－國民年金保險基金，審查結果：
（一）業務計畫部分：應依據業務收支、轉投資、固定資產之
建設改良擴充及資金運用等項之審查結
果，隨同調整。
（二）業務收支部分：
1.業務總收入：625 億 7,444 萬 3,000 元，照列。
2.業務總支出：625 億 7,444 萬 3,000 元，照列。
3.本期賸餘：0 元，照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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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繳國庫淨額：無列數。
（四）轉投資計畫部分：無列數。
（五）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無列數。
（六）國庫增撥基金額：無列數。
（七）補辦預算部分：無列數。
（八）通過決議9項：
1.行政院於 99 年 5 月 17 日院臺內字第 0990025753 號函示，
國民年金保險制度設計採柔性加保機制，政府應補助之保險
費宜以實際繳費被保險人範圍內計收。由於國民年金法，並
未規定政府以實際繳費之被保險人作為計費標準，顯然 100
年度國民年金保險基金預算違法編列保費收入預算數，因此
請主管機關應按國民年金法之規定，編列應負擔之保險數。
【1】
提案人：黃淑英
連署人：劉建國

陳節如

2.內政部 99 年 8 月 23 日發布新聞稿表示沒有調漲國民年金保
險費率的規劃，但同時間編訂完成送立法院審查的預算書，
卻以調漲後 7%之費率編列，有欺騙人民之嫌。有鑑於馬政府
上任之初採取突襲性調漲油價引發普遍性不滿聲浪，政府應
信守承諾，於 100 年度不得調漲國民年金保險費率。【3,6】
提案人：黃仁杼

陳節如

連署人：田秋堇

劉建國

黃淑英

3. 內政部國民年金保險基金於 100 年度存款利息收入之利率
為 0.670%，低於 99 年 12 月公告之新台幣牌告利率 6 個月期
至 1 年期介於 0.9~1.15%；其次，國民年金保險基金之投融
資業務收入 50%以上依賴定存收入。為增加國民年金保險基
金收入，建請主管機關依照市場最新價格，提高定期存款利
13146

100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率，並應研擬較有收益之基金運用方式。【4】
提案人：黃淑英
連署人：劉建國

陳節如

4.內政部國民年金保險基金 100 年度預算中，有關委託行政院
勞工委員會勞工保險局辦理國民年金保險業務編列預算為 9
億 5,535 萬 1,000 元，占當年度應收保費 1.93%，並未分別
說明代辦費用之明細金額、上年度預算及前年度決算金額等
資料，不利立法院審議。
爰建請研議國民年金保險基金於 101 年度預算案中編列
「國民年金保險行政經費彙計表」，以利立法院審議。【7】
提案人：徐少萍
連署人：黃義交

江玲君

5.依據國民年金法之規定，被保險人年滿 65 歲得申請老年給
付。國民年金保險雖已開辦 2 年，然而仍有民眾誤解其老年
給付係由主管機關主動撥入符合請領資格之被保險人帳
戶，導致無法於條件成就時，即時申請給付。為避免民眾錯
失請領給付時間，建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保險局研議於
即將年滿 65 歲民眾繳費單加註提醒通知或申請老年給付之
相關資訊，以利於民眾之繳費與申請給付。【15】
提案人：黃淑英
連署人：劉建國

陳節如

6.目前國民年金保險全體被保險人繳費率約為 60%左右，然原
住民繳費率僅約 20%，遠低於平均繳費率。其次，根據「國
民年金保險繳費率偏低原因分析及策進作為專案報告」指
出，繳費低原因之一，在於地廣人稀，幅員遼闊，社區分隔
較遠，因此較難取得政府資訊因，由於原住民部落多具有上
述情況，對於接受相關政府資訊較為不便利。故建請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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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應特別針對原住民部落或鄉鎮加強宣導，提高原住民被保
險人之繳費率，以確保其老年經濟安全。【16】
提案人：黃淑英
連署人：劉建國

陳節如

7.依內政部國民年金保險基金 100 年度預算案，當年度獲配公
益彩券盈餘與中央政府應擔金額不足數高達 179 億 2,684 萬
2,000 元，即令以前年度提列之責任準備數全數填補後，預
計仍有 13 億 4,203 萬 1,000 元將暫列應收保費，國年年金
財源不足問題已不可忽視。
自公益彩券盈餘撥列填補中央主管機關應補助之保險
費及應負擔款項以來，每年金額皆為不足，即使將責任準備
數全數撥補用盡，仍無法平衡。此一問題，實屬嚴重，然相
關部會至今仍無積極作為，長此以往，必將嚴重惡化國民年
金保險財務結構。
爰決議，請內政部對上述問題於 101 年度擬訂具體因應
辦法，以利國民年金保險永續經營。【17】
提案人：黃義交
連署人：江玲君

徐少萍

8.內政部國民年金保險基金 100 年度預算，有關委託行政院勞
工委員會勞工保險局辦理國民年金保險業務編列預算為 9 億
5,535 萬 1,000 元，占當年度應收保費 1.93%。
雖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保險局 100 年度預算案中，已
於備註欄做相關費用說明，然並未分別說明代辦費用之明細
金額、上年度預算及前年度決算金額等資料，不利立法院審
議。
爰決議，請國民年金保險基金於 101 年度預算案中編列
「國民年金保險行政經費彙計表」，以利立法院審議。【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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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黃義交
連署人：江玲君

徐少萍

9.國民年金保險自 97 年 10 月 1 日實施，97 年底繳費率達 65%；
98 年繳費率 59%，99 年 54%，2 年多來平均繳費率僅 58%，
且繳費率逐年下滑，長此以往對國民年金保險基金財務結構
影響甚鉅。100 年度預算行政院逕以收繳率 6 成計算中央政
府應負擔保險費，不僅有適法疑慮，且凸顯主管機關對於收
繳率偏低未能積極謀求改善。為維護國民年金保險基金財務
健全、永續經營，主管機關應提出因應對策，以確保國民老
年生活獲得基本保障。【19】
提案人：黃仁杼
連署人：田秋堇

劉建國

二、100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非營業部分）有關
內政部主管特別收入基金－社會福利基金等預算案，審查結
果：
（一）業務計畫部分：應依據基金來源與用途審查結果，隨同調
整。
（二）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部分：
1.基金來源：25 億 3,238 萬 9,000 元，照列。
2.基金用途：29 億 2,637 萬 7,000 元，照列。
通過決議 1 項：
（1）100 年度社會福利基金編列「一般行政管理計畫」預算共 237
萬 1,000 元。社會福利基金主要辦理內容為維持內政部所屬
14 家社會福利機構營運，提供社會救助、福利服務、兒童、
少年、老人、身心障礙者福利及其他社會福利事項。其預算
關鍵績效指標為住民及家屬整體服務滿意度，然其衡量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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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問卷有效樣本回收率、問卷分析檢討報告、問卷分析結
果之改善作為、呈現問卷所獲得之運用績效，皆與住民及家
屬滿意度無關，無法反映預算執行績效。爰凍結「一般行政
管理計畫」預算 1/10，待內政部重新檢討關鍵績效指標，並
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報告經同意後，始
得動支。【32】
提案人：黃淑英
連署人：劉建國

陳節如

3.本期短絀：3 億 9,398 萬 8,000 元，照列。
（三）補辦預算部分：無列數。
（四）通過決議 9 項：
1.內政部於 100 年度社會福利基金來源項下編列「勞務收入－
服務收入」2 億 7,851 萬 3,000 元，包括內政部 13 所附屬收
容機構之自費安（教）養、養護、日間托老及公費安養（護）
服務收入 1 億 4,311 萬 3,000 元、政府轉介收容收入 1 億
3,054 萬元及少年之家法院轉介安置收入 129 億 6,000 元，
與中區及南區兒童之家托兒服務收入 356 萬 4,000 元。查內
政部 13 所附屬收容機構提供之服務，其中老人之家/老人養
護中心辦理之日間托老服務，以及中、南區兒童之家辦理之
社區托兒服務，收費標準不一，有失政府公信力。例如：北
區老人之家日間托老服務單月收費 3,000 元、南區老人之家
2,600 元、東區老人之家 5,000 元、彰化老人養護中心每日
收費 300 元，差異甚大。此外，彰化老人養護中心自訂院民
使用紙尿褲收費標準，然其他 5 所老人之家並未針對紙尿褲
使用額外收費。因內政部 13 所內政部附屬收容機構收費標
準分歧，易使民眾無所適從，建請內政部研擬合理之收費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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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23】
提案人：黃淑英
連署人：劉建國

陳節如

2.內政部轄下有 13 家社政機構提供自費日間托老及社區托兒
等服務，然一直未能訂定規範，致收費標準分歧，以日間托
老為例，北區老人之家每人每月 3,000 元、南區老人之家每
人每月 2,000 元、東區老人之家每人每月 5,000 元，以及彰
化老人養護中心每人每日 500 元。如此，提供相同服務，卻
有四種收費標準，猶如一國多制，故內政部應儘速就轄下社
政機構所提供之自費服務訂定合理收費標準，以避免滋生困
擾。【25】
提案人：黃義交
連署人：江玲君

徐少萍

3.澎湖老人之家及中區老人之家於 100 年度社會福利基金分別
編列「勞務收入－服務收入」預算 290 萬 9,000 元、1,302
萬元。查 98 年澎湖老人之家及中區老人之家基金來源決算
明顯低於預算甚多：98 年澎湖老人之家基金來源預算 862
萬 8,000 元，決算 167 萬元，執行率僅 19%；98 年中區老人
之家基金來源預算 1,258 萬 1,000 元，決算 7,008,000 元，
執行率僅 56%。此 2 家老人福利機構有執行不力之疑慮，建
請內政部檢討澎湖老人之家及中區老人之家基金來源執行
率偏低狀況，並提出改善方案。【26】
提案人：黃淑英
連署人：劉建國

陳節如

4.內政部社會福利基金所屬之社會福利工作人員研習中心，總
面積有 2,071 坪，包含教學大樓、學員宿舍及餐廳、至善樓
及社政資料館等建築物，100 年度編列「其他收入─雜項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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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25 萬 2,000 元，為該中心外借場地租金 6 萬元及至善樓
住宿租金 19 萬 2,000 元，僅占該中心全部設施 1 日租金 20
萬 8,800 元之 1.2 倍。針對該研習中心教室場地及寢室之使
用率偏低，老舊閒置設施過多，內政部應積極檢討研謀提升
設施運用效率，並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書
面報告。【27】
提案人：黃義交
連署人：江玲君

徐少萍

5.內政部社會福利基金所屬 13 家社福機構收容人數逐年減
少，99 年收容人數較 97 年減少 2.7%，然服務人員人數含編
制人員、臨時人員及委外人員反而增加 5.6%，人力資源運用
洵有欠當。由於所屬社福機構之編制員額並未增加，故所增
加者為短期人力及勞務外包。爰有關福利服務計畫項下「一
般服務費」編列外包服務工等 1 億 3,964 萬元及僱用計時與
計件人員酬金 2,766 萬 9,000 元部分，請內政部向立法院社
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書面報告。【30】
提案人：黃仁杼
連署人：田秋堇

劉建國

6.內政部為協助社會福利基金所屬北區兒童之家、中區兒童之
家、南區兒童之家、少年之家、雲林教養院、南區老人之家
附設少年教養所、澎湖老人之家附設少年教養所等院生及離
院生就學，使能發展特殊才能或專心向學，特於 97 年 3 月 5
日發布「內政部兒童及少年安置教養機構院生及離院院生升
學獎助金發放作業規定」
，獎助特殊才能院生及年滿 20 歲之
離院院生。經查迄至 99 年 8 月底，北區、中區及南區兒童
之家收受獎助學金捐款累計金額達 266 萬元，卻未曾支用，
辜負捐款善心人士期待，內政部應檢討現行獎助金發放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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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是否有窒礙難行之處，並儘速研商可行方法，俾以保障
捐款人權益。【36】
提案人：黃義交
連署人：江玲君

徐少萍

7.隨著老人人口快速增加，盛行於老年人之失智症人口數也迅
速成長。社會福利基金 100 年度於基金用途項下，編列老人
福利機構多機能綜合服務計畫 1 億 0,856 萬 8,000 元，新（整）
建北區、中區、南區、東區老人之家及彰化養護中心之院舍
與設施設備，以滿足老人不同照護需求，惟此次失智床僅由
整建前之 40 床增加至 150 床。鑑於失智症老人照顧難度較
高，帶給家屬或機構之負荷也較為沈重，內政部應儘速就現
有機構之失智床位進行統計，俾以確實評估機構資源需求，
因應未來失智症之照護需要。【37】
提案人：黃義交
連署人：江玲君

徐少萍

8.內政部於 100 年度社會福利基金編列「福利服務計畫」預算
共 16 億 4,683 萬 5,000 元。台灣社會逐漸邁向高齡化與少
子化，需安養及養護老人日多，然查內政部所屬老人福利機
構六家，除澎湖老人之家與彰化老人養護中心外，北區、南
區、東區、中區老人之家近年有收容人數漸減之情形：北區
老人之家 98 年收容率（實際收容人數/預計收容人數）
82.49%，99 年降為 80.37%；南區老人之家 98 年收容率
93.18%，99 年降為 91.64%；東區老人之家 98 年收容率
79.38%，99 年降為 73.44%；中區老人之家 98 年收容率
85.38%，99 年降為 83.33%。因老人福利機構收容趨勢與社
會趨勢相悖，建請內政部檢討其所屬老人福利機構收容人數
漸減之情形，並於 2 個月內提出改善計畫。【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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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黃淑英
連署人：劉建國

陳節如

9.社會福利基金所屬社福機構大量使用臨時人員或派遣人
員，因此等人員待遇往往經年不變，工作繁重加上對未來沒
有前景，人員流動率一直偏高。緃使內政部企圖透過考核來
維持服務品質，卻忽略長期受照護對象之情感因素。尤其老
年院民常面臨親友又離開的感傷，服務人員之高流動率易致
收容對象的情緒受到影響。請內政部應檢討編制員額不足問
題，減少臨時及委外人員之運用，俾利院民安心就養。
【39】
提案人：黃仁杼
連署人：田秋堇 劉建國

三、中華民國 100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有關內政
部主管作業基金（國民年金保險基金）及特別收入基金（社
會福利基金）等預算案，業已審查完竣，提報院會處理。本
案須經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本案時，推請召集委員鄭汝芬補
充說明。
四、委員潘維剛及侯彩鳳等所提書面質詢，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並請相關機關另以書面答復本會委員及質詢委員。
五、委員質詢內容未及答復部分及委員質詢中要求提供之相關資
料，請儘速另以書面答復本會委員及質詢委員。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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