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10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營業及非營業部分」案之審查

(三)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報告
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函
受文者：本院財政委員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0年2月16日
發文字號：台立社字第100450014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文
主旨：檢送本會審查完竣之「10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營業部分」審
查報告及議事錄（以上均含磁片檔）各乙份，復請

查照。

說明：
一、復

貴會99年10月15日台立財字第0992100649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含磁片檔1）及議事錄（含磁片檔2）各乙份。
正本：本院財政委員會
副本：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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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0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部分社
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報告
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結果
甲、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主管
一、勞工保險局
(一)業務計畫部分：應依據營業收支、服務成本、轉投資、重大之建設事業
及資金運用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營業收支部分：
1.營業總收入：原列 2,731 億 5,089 萬 6,000 元，配合 100 年度中央政府
總預算案審議結果減列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第 4 目「勞動條件業務」之
「補助辦理勞工退休金業務所需行政事務費」1,200 萬元，本項應隨同
修正減列「其他營業收入—政府補助收入」1,200 萬元，其餘均照列，
改列為 2,731 億 3,889 萬 6,000 元。
2.營業總支出（不含所得稅費用）：原列 2,731 億 5,089 萬 6,000 元，配
合營業總收入修正減列「其他營業收入—政府補助收入」1,200 萬元，
本項應隨同修正減列「營業費用」之「勞工退休金」1,200 萬元，其餘
均照列，改列為 2,731 億 3,889 萬 6,000 元。
通過決議 1 項：
(1)按國民年金法施行細則第 29 條規定，保險人受理各項給付之申請
，經審查符合請領條件及完備申請手續者，至遲應於次月底前發給
。因前述規定以致於國民年金喪葬給付作業時間，最長 2 個月，最
短 15 天。弱勢家庭請領給付若需等待最長 2 個月，實緩不濟急。
由於勞工保險局為辦理農民保險、勞工保險及國民年金保險業務之
機關，目前勞工保險喪葬給付申請至核發入帳時間最長不會超過 3
週，且現行辦理上述業務皆以電腦連線管理，其比對相關資料無須
2 個月作業時間，故凍結勞工保險局國民年金業務費用 8 億 9,672
萬 7,000 元之 1/4，待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保險局修改作業流程，
使國民年金之喪葬給付作業時間最長不超過 1 個月後，並向立法院

11256

伍、「10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營業及非營業部分」案之審查

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自動解凍之。
提案人：黃淑英
連署人：劉建國

陳節如

3.稅前純益：0 元，照列。
(三)服務成本部分：隨同營業總支出審查結果調整。
(四)轉投資計畫部分：無列數。
(五)重大之建設事業部分：原列 1 億 2,674 萬元，減列「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中「交通及運輸設備」之「購置汰換小型客貨車」279 萬元，其餘均照
列，改列為 1 億 2,395 萬元。
(六)資金運用部分：應依據營業收支、服務成本、盈虧撥補、轉投資及重大
之建設事業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七)補辦預算部分：無列數。
(八)通過決議 7 項：
1.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於 96 年 10 月 17 日以勞安 1 字第 0960145623 號令
核釋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 2 條及第 3 條第 1 項規定「係指自勞工保
險基金職業災害保險收支結餘所提撥之專款，由勞工保險局編列預算
，經勞工保險監理會審核及依預算法完成預算程序後，中央主管機關
即得作為加強辦理職業災害預防事項之用。」並自 97 年度起將部分加
強辦理職業災害預防事項由職災保護專款支應。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前項作法固有其法令依據，惟為顧及職業災害
勞工保護法整體架構之完整性，俾發揮其保護職業災害勞工之功能，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應儘速修正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使其各項工作制
度化及具體化，以回歸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之立法精神。
提案人：楊麗環
連署人：鄭麗文

鄭汝芬

黃義交

2.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保險局於 94 年 11 月起，委託土地銀行、台北
富邦銀行、台新銀行及玉山銀行推出結合金融卡、信用卡或三卡合一
之勞動保障卡，俾利勞工瞭解個人退休金帳戶之最新資訊。
然自 94 年 11 月推出勞動保障卡後，至 99 年 8 月底止，勞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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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有效卡數僅 99 餘萬張，占勞工退休基金 99 年 8 月底提繳人數 508
餘萬人，持卡率不到 20%。
勞動保障卡除便利勞工查詢勞工退休基金收益或虧損與個人帳戶
之連動，復有便利勞工即時核對雇主是否依法提繳勞工退休金之功能
，可謂公私兩利。
5 年實證，率由陳規舊制，良法美意不足自行。爰建請勞工保險局
就擬定提高持卡率之有效改革措施，讓已提繳勞工退休金之勞工亦皆
能儘速全面持有勞動保障卡，以利勞工明瞭退休基金提繳情況。
提案人：黃義交

侯彩鳳

連署人：廖國棟

江玲君

鄭汝芬

徐少萍

3.依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保險局統計，勞工保險基金截至今（99）
年年中，預估到期應計老年給付金額達 1 兆 6,763 億 4,150 萬 7,000 元
，然而同時間勞工保險責任準備（普通事故）提列金額僅有 3,983 億
7,750 萬元，兩者相較，勞工保險責任準備提列不足已逾兆元。
我國已邁入高齡化及少子化齊頭並進之人口結構，生產者少、受
養者眾，勞工保險基金老年給付又已改為年金制、費率持續調升，形
成繳交較低費率保費勞工先請領年金者眾，而後繳交較高費率保費之
勞工者寡，且必須面臨破產之不公現象。
退一萬萬步言，姑不論不公情狀，依該局 97 年所做精算財務評估
，勞工保險基金將於民國 115 年出現虧損，屆時，若無有效因應配套
方案，無論老年或青壯，全體勞工俱將蒙受衝擊。
雖查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已有「年金制度改革規劃專案小組」
通盤考量社會保險議題，但該局本於照顧勞工義務，及勞工保險保險
人之法定職責，仍不應捨棄政策規劃、制度改革之主體能動性。
為求勞工保險永續發展及世代正義，針對勞工保險基金財務結構
及勞工世代結構之相應變化，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應儘速於該專案小組
研提改革方案，以向全體勞工負責。
提案人：黃義交
連署人：鄭汝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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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保險局各年度預算所編列之營業收支，計有勞
工保險、就業保險、農民保險及職災保護等項目，惟上述業務開辦之
法源不同，依各自法源之法定明文會計規定，皆本應獨立計算盈虧，
且預算法第 41 條第 2 項規定：「各國營事業機關所屬各部門或投資經
營之其他事業，其資金獨立自行計算盈虧者，應附送各該部門或事業
之分預算」。
該局 100 年度預算案僅以附錄方式編列勞工保險、就業保險、農
民健康保險及職災保護業務之預計損益表、現金流量預計表及資產負
債預計表，未以分預算形式編列。
為求適法，爰決議除農民健康保險係受託辦理業務外，其餘各保
險業務，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保險局於 101 年度以分預算形式編
列年度預算。
提案人：黃義交
連署人：鄭汝芬

廖國棟

江玲君

5.為幫助經濟有需求之勞工朋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保險局持續開
辦「100 年勞工保險被保險人貸款」，今年額度 200 億元，每人最高貸
款金額 10 萬元。自 92 年開辦以來，貸款金額高達 852 億 2,398 萬
3,000 元，紓困 79 萬 6,134 人次，是項作法，實際上已協助部分勞工解
決問題。
勞工紓困貸款辦理迄 99 年 8 月底，79 萬 6,134 件，仍有 19 萬
8,211 件逾期未清償，占 25%；核貸金額 852 億 2,398 萬 3,000 元中，
有高達 108 億 2,206 萬元逾期未清償，占 13%，加計利息，逾期未清償
本息共 117 億 8,585 萬元。
由於整體金額過於龐大，雖以未來保險給付抵銷，對勞工保險基
金仍有影響。另外，因為該貸款利率遠低於一般市場行情，除造成未
清償事件，更成為極少數人士低利理財的管道，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應
加強資格審查外，同時持續執行稽催，避免未清償金額持續擴大。爰
此，建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應妥為審慎檢討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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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徐少萍

江玲君

連署人：侯彩鳳

廖國棟

6.勞工紓困貸款自 92 年度起辦理，迄今已辦理 7 次，撥款總金額達 852
億元，核貸 79 萬 6,134 件中，有 19 萬 8,211 件逾期未清償，占 25%。
因該項紓困貸款之對象為「生活困難需要紓困者」，若有逾期未
清償之情形，恐其已非一時經濟困難，甚且生活已陷困境，爰要求勞
工保險局應主動瞭解其無法清償貸款之原因，若有必要並應通報社政
單位，提供相關救助措施，以協助弱勢勞工脫離生活困境。
提案人：陳節如
連署人：黃淑英

劉建國

7.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已於日前預告，100 年將續辦勞工保險低利紓困貸款
，相關貸款規定資格比照去年，如辦理貸款總額度為 200 億元，每一
被保險人最高貸款金額為 10 萬元等，而貸款利率則可能依照目前定存
平均年利率加計代辦銀行手續費約為 1.41%。
雖今（99）年景氣稍有回溫，99 年 10 月就業人數為 1,056 萬人，
較上（98）年同月增加 25 萬人或 2.42%。10 月失業率為 4.92%，較上
年同月降 1.04 個百分點，然眾所皆知，不少勞工乃是屬於短期就業性
質，生活並未受到保障，尤以失業勞工更是如此。
爰要求政府應澈底解決失業及短期就業勞工之生活，勞工保險紓
困低利貸款，建議將每人貸款額度提高至 15 萬元，貸款利率比照今（
99）年 1.38%為準，且代辦手續費亦不得高於今（99）年之 0.3%，讓
政府照顧勞工朋友之美意繼續延伸，以嘉惠更多需要救助之失業勞工
朋友，讓符合資格勞工朋友皆能享有政府德政。
提案人：侯彩鳳
連署人：鄭汝芬

徐少萍

黃義交

廖國棟

江玲君
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結果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由社會福利及
衛生環境委員會鄭召集委員汝芬出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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