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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旨：預告訂定「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失能給付標準」。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勞動部。
二、訂定依據：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四十三條第五項及第四十六條第
五項。
三、「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失能給付標準」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部全球資
訊網站（網址：http://www.mol.gov.tw）「勞動法令／最新動態」網頁。
四、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隔日起60
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勞動部勞動保險司
(二)地址：台北市中正區館前路77號6樓
(三)電話：02-85902774
(四)傳真：02-85902779
(五)電子郵件：maoyiyu@mol.gov.tw
部

長

許銘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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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失能給付標準草案總說明
為保障遭遇職業災害勞工及其家屬之生活，並加強職業災害預防及
職業災害勞工重建，總統業於一百一十年四月三十日制定公布「勞工職
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以下簡稱本法），並核定自一百十一年五月一
日施行。為提供遭遇職業傷病致永久失能之被保險人生活保障，本法第
四十三條規定，前開被保險人得請領失能一次金或失能年金，並授權由
中央主管機關就失能種類、狀態、等級、審核基準等事項訂定辦法。又
本法第四十六條規定，被保險人之身體原已局部失能，再因職業傷病致
身體之同一部位失能程度加重或不同部位發生失能者，保險人應按其加
重部分之失能程度，計算發給失能給付，並授權由中央主管機關就給付
發給之方法等事項訂定辦法。為使保險人審核發給本保險失能給付之作
法有所遵循，爰擬具「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失能給付標準」(以下簡稱本
標準)草案，共計九條，其要點如下：
一、 本標準之訂定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 本標準之失能種類、狀態、等級、審核基準及開具診斷書醫療機
構層級，依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相關規定辦理。（草案第二條）
三、 完全失能、嚴重失能及部分失能年金之失能程度評估基準。（草
案第三條）
四、 請領失能一次金之給付基準。（草案第四條）
五、 本法第四十六條所稱加重部分之失能程度之情形。（草案第五條）
六、 被保險人身體原已局部失能，請領本保險或勞工保險失能給付，
再因職業傷病致失能，保險人就其加重部分之失能程度發給失能
給付之計算方式。（草案第六條）
七、 被保險人於未加入本保險前或停保期間身體原已局部失能，再因
職業傷病致失能，保險人就其加重部分之失能程度發給失能給付
之計算方式。（草案第七條）
八、 被保險人之失能程度經評估符合終身無工作能力，領取本保險或
勞工保險失能給付者，保險人應逕予退保。（草案第八條）
九、 本標準施行日期。（草案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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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失能給付標準草案
條文
第一條 本標準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
保護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三條
第五項及第四十六條第五項規定訂定
之。

說明
本法第四十三條規定:「(第一項)被保險
人遭遇職業傷病，經治療後，症狀固
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改善其治療效果，
經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或診所診斷為
永久失能，符合本保險失能給付標準規
定者，得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依規定
之給付基準，請領失能一次金。(第二
項)前項被保險人之失能程度，經評估符
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請領失能年金：
一、完全失能：按平均月投保薪資百分
之七十發給。二、嚴重失能：按平均月
投保薪資百分之五十發給。三、部分失
能：按平均月投保薪資百分之二十發
給。(第五項)第一項及第二項所定失能
種類、狀態、等級、給付額度、開具診
斷書醫療機構層級、審核基準、失能程
度之評估基準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標
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四十六
條規定:「(第一項)被保險人之身體原已
局部失能，再因職業傷病致身體之同一
部位失能程度加重或不同部位發生失能
者，保險人應按其加重部分之失能程
度，依失能給付標準計算發給失能給
付。但失能一次金合計不得超過第一等
級之給付基準。(第二項)前項被保險人
符合失能年金給付條件，並請領失能年
金給付者，保險人應按月發給失能年金
給付金額之百分之八十，至原已局部失
能程度依失能給付標準所計算之失能一
次金給付金額之半數扣減完畢為止。(第
三項)前二項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遭
遇職業傷病，原已局部失能，而未請領
失能給付者，保險人應按其加重後之失
能程度，依第四十三條規定發給失能給
付。但失能一次金合計不得超過第一等
級之給付基準。(第四項)請領失能年金
之被保險人，因同一職業傷病或再遭遇
職業傷病，致同一部位失能程度加重或
不同部位發生失能者，保險人應按其評
估後之失能程度，依第四十三條第二項
規定發給失能年金。但失能程度仍符合
原領年金給付條件者，應繼續發給原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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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本法第四十三條所定失能種
類、狀態、等級、審核基準及開具診
斷書醫療機構層級，依勞工保險失能
給付標準(以下簡稱勞保失能標準) 第
二條、第三條附表、第六條第二項及
第八條規定辦理。

第三條 被保險人依本法第四十三條第
二項請領失能年金，失能程度應符合
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一、完全失能：符合勞保失能標準第
三條附表所定失能等級第一等級
或第二等級之失能項目，且該項
目之失能狀態列有終身無工作能
力者。
二、嚴 重 失 能 ， 應 符 合 下 列 條 件 之
一：
(一）符合勞保失能標準第三條附表
所定失能等級第三等級之失能
項目，且該項目之失能狀態列
有終身無工作能力者。
(二）整體失能程度符合失能等級第
一等級至第九等級，並經個別
化專業評估，其工作能力減損
達百分之七十以上，且無法返
回職場者。
三、部分失能：整體失能程度符合失
能等級第一等級至第九等級，並
經個別化專業評估，其工作能力
減損達百分之五十以上者。
前項個別化專業評估，依勞保失
能標準之個別化專業評估機制辦理。
第四條 被保險人失能狀態符合勞保失
能標準第三條附表所定項目，請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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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年金給付。(第五項)前四項給付發給之
方法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標準，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前開第四十三條第五
項及第四十六條第五項為本辦法訂定之
依據，爰予明定。
現行勞工保險被保險人不論係遭遇職業
傷病或普通傷病致永久失能，於認定失
能種類、狀態、等級等相關審核事項，
皆依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辦理。基於
本法係將職業災害保險規定自勞工保險
條例抽離，為利制度穩定銜接，且考量
前開失能審核之醫療專業，不因發生事
故之原因而有差異，爰定明本標準之失
能種類、狀態、等級、審核基準及開具
診斷書醫療機構層級，依勞工保險失能
給付標準第二條、第三條附表、第六條
第二項及第八條規定辦理。
一、本法第四十三條第二項，明定按被
保險人失能程度，得請領完全失
能、嚴重失能及部分失能年金。為
明確前開年金之失能程度評估基
準，爰依被保險人遭遇職業傷病導
致永久失能，其失能狀態對後續生
活、工作之影響與保障需求程度，
於第一項定明。
二、現行勞工保險所定個別化專業評估
機制，係依據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
準及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委託辦理勞
工保險失能年金給付個別化專業評
估作業要點規定，就被保險人之全
人損傷百分比、未來工作收入能
力、職業及年齡，綜合評估其工作
能力。前開評估工作能力時應考量
因素、醫院及醫師辦理專業評估之
資格、評估方式、評估費用支付標
準等事項，不因普通事故保險或職
業災害保險而有差異。考量本法係
將職業災害保險規定自勞工保險條
例抽離，於個別化專業評估作業上
宜採相同作法，爰於第二項定明依
勞保失能給付標準之個別化專業評
估機制辦理。
一、第一項定明被保險人依本法第四十
三條第一項規定請領失能一次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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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說明
法失能一次金，保險人應按被保險人
計算方式。
之平均月投保薪資除以三十，依失能 二、有關本標準之失能等級及各等級之
等級之給付日數計算之。
給付日數，仍依循現行勞工保險職
前項失能等級共分為十五等級，
業災害保險所定等級、日數，爰參
各等級之給付日數如下：
照現行勞工保險條例第五十四條第
一、第一等級：一千八百日。
一項規定及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
二、第二等級：一千五百日。
第五條規定，於第二項定明。
三、第三等級：一千二百六十日。
四、第四等級：一千一百一十日。
五、第五等級：九百六十日。
六、第六等級：八百一十日。
七、第七等級：六百六十日。
八、第八等級：五百四十日。
九、第九等級：四百二十日。
十、第十等級：三百三十日。
十一、第十一等級：二百四十日。
十二、第十二等級：一百五十日。
十三、第十三等級：九十日。
十四、第十四等級：六十日。
十五、第十五等級：四十五日。
第五條 本法第四十六條所定保險人依 一、按身體原已局部失能之被保險人，
加重部分之失能程度發給失能給付，
再因遭遇職業傷病致同一部位失能
其失能程度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程度加重或不同部位發生失能者，
一、失能一次金：經綜合評估全部失
須經保險人依本標準審核其整體失
能狀態核定之失能等級，較原已
能程度加重後，始依本法第四十六
局部失能之失能等級提高。
條規定發給失能給付，爰定明該條
二、失能年金: 除依前款規定，並符
所稱加重部分之失能程度之情形。
合第三條第一項所定失能程度； 二、查現行勞工保險失能給付係按失能
其全部失能狀態核定之失能項目
等級衡量整體失能程度高低，若經
較原已局部失能之失能項目增
保險人審核後，其失能等級未提
加，且符合第三條第一項所定失
高，自無從依其加重部分之失能程
能程度者，亦同。
度發給失能給付，爰於第一款定明
被保險人請領失能一次金，保險人
得依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規定發
給失能給付之情形。
三、考量被保險人請領失能年金，依本
標準第三條規定，除特定失能項目
外（即失能狀態列有終身無工作能
力之二十個項目），係透由個別化
專業評估機制，綜合評估其工作能
力減損程度，且實務上多有失能等
級與工作能力減損程度並非一致之
狀況，例如：失能等級未提高，但
因不同部位失能給付項目增加，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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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被保險人之身體原已局部失
能，於請領本保險或勞工保險失能一
次金後，再因職業傷病致同一部位失
能程度加重或不同部位發生失能，給
付依下列規定發給：
一、失能一次金：按失能程度加重前
後之失能等級，依各該失能等級
給付日數之差額計算發給。
二、失能年金：按月發給失能年金給
付金額之百分之八十，至原已領
取給付金額之半數扣減完畢為
止。
請領本保險失能年金之被保險
人，再因職業傷病致同一部位失能程
度加重或不同部位發生失能者，保險
人應依本法第四十六條第四項規定，
按其評估後之失能程度，發給失能年
金給付。

第157期

20210820

衛生勞動篇

說明
工作能力減損百分比提高。故基於
個別化專業評估機制特性，並兼顧
被保險人給付權益，爰於第二款定
明請領失能年金之被保險人，其失
能等級未提高，但失能項目增加
者，仍得透過個別化專業評估，據
以判斷其失能程度是否加重。
一、定明保險人就被保險人加重部分之
失能程度，依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一
項、第二項及第四項規定發給失能
一次金及失能年金之計算方式。
二、有關加重部分失能程度所對應之失
能一次金給付基準，應先將失能程
度加重前後所符合之失能等級，分
別對應本標準第四條第二項所定給
付日數後，再相減計算出應發給之
差額日數，爰於第一款定明。例
如：被保險人原已雙眼失能，失能
程度符合第七等級，後因職業傷病
致雙下肢神經失能，失能程度符合
第二等級，其經與原局部失能程度
第七等級合併升等為第一等級（本
標準給付日數一千八百日），再扣
除原領失能等級對應之本標準給付
日數（六百六十日），應發給之給
付日數為一千一百四十日。
三、基於本辦法失能給付審查相關事項
係依勞保失能給付標準規定辦理，
且本保險與勞保普通事故保險，同
屬勞工職域保險體系，故針對被保
險人曾領取本保險或勞工保險失能
給付之情形，參照現行勞工保險失
能給付相關規定作法，於第二項定
明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二項所定應扣
除之「依失能給付標準所計算之失
能一次金給付金額」之半數，係以
被保險人原已領取之本保險或勞工
保險給付金額計算之。例如：被保
險人曾遭遇職業傷病致雙眼失能，
經評估其失能等級符合第七等級(本
標準給付日數六百六十日)、並按平
均日投保薪資一千四百元，請領九
十二萬四千元失能一次金，復因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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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被保險人於未加入本保險前或
停保期間身體原已局部失能，加保後
再因職業傷病致身體同一部位失能程
度加重或不同部位發生失能，給付依
下列規定發給：
一、失能一次金：按失能程度加重前
後之失能等級，依各該失能等級
給付日數之差額計算發給。
二、失能年金：按月發給失能年金給
付金額之百分之八十，至原已局
部失能依第四條計算之失能一次
金給付金額之半數扣減完畢為
止。
前項第二款失能一次金給付金額
之平均月投保薪資，按被保險人再因
職業傷病診斷失能當月之投保薪資分
級表第一等級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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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業傷病致神經失能，終身不能從事
工作，失能程度符合第二等級，經
與原局部失能程度第七等級合併升
等為第一等級，符合完全失能，假
設其再因職業傷病診斷失能時平均
月投保薪資為四萬二千元，應按月
發給完全失能年金百分之八十為二
萬三千五百二十元，至原已局部失
能一次金請領金額之半數四十六萬
二千元扣減完畢，發給全額年金兩
萬九千四百元。
四、依本法第四十六條第四項規定，被
保險人請領本保險部分失能年金之
被保險人，若繼續工作，嗣後因原
職業傷病或再遭遇職業傷病事故導
致其失能程度加重者，保險人應按
評估後之失能程度，發給失能年
金，如經評估失能程度仍符合原領
年金給付條件者，則繼續發給原年
金給付，爰於第二項定明。
一、依本法第四十六條規定，保險人應
按被保險人加重部分失能程度，計
算發給失能給付。考量渠等身體原
已局部失能之事故，若係發生於非
保險有效期間，則依本法第二十七
條規定意旨，不應發給保險給付。
故為明確規範該等人員於加保後因
職業傷病導致失能程度加重，保險
人就加重部分之失能程度發給給付
之計算方式，爰於第一項定明。
二、依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請
領失能年金者係以扣減原已失能程
度所對應之「失能一次金給付金
額」作為扣除原有失能程度之方
式。考量被保險人於未加保期間原
已局部失能，保險人無實際投保薪
資據以計算給付金額，又為加強保
障被保險人權益，爰於第二項定明
渠等原局部失能之失能一次金給付
金額之平均月投保薪資，按被保險
人再因職業傷病診斷失能當月之投
保薪資分級表第一等級計算。例
如：先天視障加保前失能程度符合
第三等級(本標準給付日數一千二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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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六十日)，加保後因職業傷病右肩關
節失能，如已不能工作請領失能年
金，假設再因職業傷病診斷失能當
月投保薪資分級表第一級為二萬四
千元(日投保薪資八百元) 、本人之
投保薪資為四萬二千元，綜合加保
前視障及加保後肩關節失能，應按
月發給嚴重失能年金百分之八十為
一萬六千八百元，至未加入本保險
前原已局部失能一次金標準金額之
半數五十萬四千元扣減完畢，發給
全額年金兩萬一千元。
依本法第四十八條規定，被保險人之失
能程度達終身無工作能力，且領取本保
險或勞工保險失能給付者，不應繼續參
加本保險，爰於本條定明前開終身無工
作能力之失能程度及保險人逕予退保之
規定。

第八條 被保險人之失能程度經評估符
合下列終身無工作能力情形之一，領
取本保險或勞工保險失能給付，保險
人應逕予退保：
一、經審定符合勞保失能標準第三條
附表所定失能狀態列有終身無工
作能力者。
二、被保險人為請領失能年金給付，
經個別化專業評估，其工作能力
減損達百分之七十以上，且無法
返回職場者。
第九條 本標準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 配合本法定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五月
五月一日施行。
一日施行，爰定明本標準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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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期內對法案表示意見之格式如下：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失能給付標準草案意見表
建議項目

提意見人：
住

址：

電

話：

日

期：

草案項目

說明

衛生勞動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