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就業保險制度之演進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保處處長  石發基 

壹、前言 
我國失業保險制度係肇始於民國 88 年開始實施之「勞工保險失

業給付實施辦法」，於勞工保險中新增失業給付之給付項目，惟係以
行政命令方式開辦，且僅能提供被保險人失業期間基本生活保障，並
無法有效解決失業問題，因此，為建構完整就業服務、職業訓練及失
業保險三者緊密結合的就業安全體系，將失業保險與勞工保險體系分
離，制訂「就業保險法」，於 91 年 4 月 25 日由立法院三讀通過，同
年 5月 15日經總統公布，並訂自 92年 1月 1日起施行。另就保法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已於 98年 3月 31日經立法院三讀修正通過，並於 5
月 1 日施行。此次修法重點除提高加保年齡至 65 歲及擴大本國人之
外籍、大陸及港澳地區配偶依法在臺工作者，納為就保保障對象外，
另新增發放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又年滿 45 歲或身心障礙失業者延長
失業給付請領期間最長 9個月；及勞工如有扶養無工作收入之眷屬，
得加給給付或津貼，最高可達平均月投保薪資的 80％。 

本文將先簡述我國就業保險制度由勞工保險失業給付實施辦法
至就業保險法之演變，再摘述最新修正之就業保險法相關規定，俾諸
位可瞭解現行就業保險法之制度內容。 
貳、就業保險制度演進 
一、勞工保險失業給付實施辦法時期 

我國失業給付早在民國 57年 7月 23日修訂勞工保險條例時，即
在第 2條中明定：「勞工保險...普通事故保險分生育、傷病、醫療、
殘廢、失業、老年及死亡七種給付」，但由於考量當時社會經濟狀況，
爰於第 74條明定，「失業保險之保險費率、實施地區、時間及辦法，
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惟為因應我國日益升高之失業情勢，民國 87
年 12月 24日，行政院以行政命令通過了「勞工保險失業給付實施辦
法」，並宣佈自隔年 1月 1日正式實施。 

易言之，「勞工保險失業給付實施辦法」係以勞工保險條例為法
源基礎，並在既有勞工保險體制下與其他給付共同辦理，其保險費率
為 1％，係由原來勞工保險普通事故保險費率中調整提撥，對於不適
用失業給付之被保險人則免收其失業給付部分適用之保險費。 

有關失業給付請領資格部分，被保險人須非自願離職，且具有工
作能力及繼續工作意願，且應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經
過 7日內仍無法推介就業或安排職業訓練者，方得領取失業給付。至
於給付額度部分，按被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之 50％，每半個月發
給一次，給付期限於原本實施辦法中，與失業勞工之保險年資有關，
但後來在修正時則將年資限制規定取消，凡是被保險人失業後，每次
均可領取最長 6個月的失業給付，但繼續請領者，則賦予失業勞工必
須每月親自前往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失業再認定，以確認其工作意
願及工作能力。 

惟失業給付在開辦之初仍有許多待改進的地方，勞工團體針對申
請資格過於嚴格，請領門檻過高，給付水準偏低等多有批評。為使該
實施辦法可因應社會就業狀況及失業勞工之需求，辦法於 88 年 7 月
及 89年 12月經兩度修正；第一次修正之主要重點在於擴大適用對象
至 5人以下有一定雇主的勞工，並調高給付水準至平均月投保薪資之



60％及刪除投保年資對給付上限的規定。第二次修正重點則降低申請
資格，加保滿 1年的受僱者即可申請，並且縮短等待期為 7日，另外
不論年資長短，皆得請領 6個月的失業給付。 
 
 87.12.28 88.07.30 89.12.30 

適用範圍 1. 受僱於僱用勞工 5人以上之
公、民營工廠、礦場、鹽場、
農場、牧場、林場、茶場之
產業勞工及交通、公用事業
之員工。 

2. 受僱於僱用 5 人以上公司、
行號之員工。 

3. 受僱於僱用 5 人以上之新
聞、文化、公益及合作事業
之員工。 

4. 依法不得參加公務人員保險
或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之政
府機關及供、私立學校之員
工。 

5. 受僱從事漁業生產之勞動
者。 

1. 受僱於前述規
定各業以外之
員工。 

2. 受僱於僱用未
滿 5 人之各業
員工。 

 

保險年資
規定 

參加勞工保險滿 2年以上。 參加勞工保險滿 2
年以上。 

繳納失業給付保
險費滿 1年。 

等待期 14日 14日 7日 

給付水準 平均月投保薪資之 50％ 平均月投保薪資
之 60％ 

 

給付上限 1. 失業給付年資未滿 5 年者：
給付上限 6 個月，每次最多
3個月。 

2. 失業給付年資 5～10 年者：
給付上限 12個月，每次最多
6個月。 

3. 失業給付年資 10 年以上
者，給付上限 16個月，每次
最多 8個月。 

給付上限同前開
規定，惟刪除每次
最多可請領期間
之規定。 

不論年資長短，
每次對長僅可請
領 6個月失業給
付。 

其他限制
規定 

失業期間另有工作，每月工作
收入超過基本工資 80％者，不
得請領失業給付。 

失業期間另有工
作，每月工作收入
超過基本工資
者，不得請領失業
給付。 

 

二、就業保險法時期 
因勞工團體對於失業保險附屬於勞工保險體系之下，無獨立財務

及相關促進就業配套措施仍有疑義，為解決這些問題，且使我國失業
保險制度更加完善，行政院著手研擬就業保險法，並於 91年 5月 15
日公佈，同時自隔年元旦起實施。 



就業保險法係以年滿 15歲以上，60歲以下之本國籍勞工為被保
險人，提供維持失業勞工基本生活之給付，並以促進就業為導向，透
過就業諮詢、就業服務與安排參加職業訓練，對積極再就業或需要安
排受訓者，給予提早就業獎助津貼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鼓勵失業勞
工再就業，並讓失業勞工獲得適當之職訓後，能儘速重回勞動市場。
另為加強照顧失業勞工之生活，明定給予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補助。
而為因應產業結構轉型，提昇勞工就業能力，並激勵雇主提供就業機
會，本法特別規定在保費 10％範圍內提撥經費，辦理被保險人之在
職訓練及失業後之職業訓練暨獎助雇主僱用本國籍失業勞工。 

茲將就業保險法之主要內容分述如下： 
（一）保險人及監理機關 

一、 明定由中央主管機關（即勞委會）委任勞工保險局辦理，
並為保險人；另由勞工保險監理委員會監督就業保險業務及審議
保險爭議事項。 

（二）被保險人 
二、 年滿 15歲以上，60歲以下，所有受僱之本國籍勞工，除
下列人員外，均屬保障對象： 
１．依法應參加公教人員保險或軍人保險者。 
２．已領取勞工保險老年給付或公教人員保險養老給付者。 

（三）給付及補助項目 
１．失業給付：被保險人於非自願離職辦理退保當日前 3年內，

保險年資合計滿1年以上，具有工作能力及繼續工作意願，
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自求職之日起 14日內
仍無法推介就業或安排職業訓練者，依下列規定發給失業
給付： 
（１）失業給付每月按申請人離職辦理勞工保險退保之當

月起前 6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 60％發給，最長發給
6 個月。領滿 6 個月失業給付者，本保險年資重行
起算。 

（２）受領失業給付未滿 6 個月再參加本保險後非自願離
職，合併原已領取之失業給付月數及提早就業獎助
津貼，以發給 6個月為限；合計領滿 6個月失業給
付者，本保險年資應重行起算。 

（３）領滿 6 個月失業給付者，自領滿之日起 2 年內再次
請領失業給付，其失業給付以發給 3個月為限。領
滿 3個月失業給付者，本保險年資應重行起算。 

２．提早就業獎助津貼：符合請領失業給付條件，於失業給付請
領期間屆滿前受僱工作，並依規定參加本保險為被保險人
滿 3 個月以上者，得向保險人申請，按其尚未請領之失業
給付金額之 50％，一次發給提早就業獎助津貼。 

３．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向公立就業服務
機構辦理求職登記，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安排參加全日制
職業訓練，於受訓期間，每月按申請人離職辦理勞工保險
退保之當月起前 6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 60％發給職業訓練
生活津貼，最長發給 6個月。 

４．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補助：被保險人領取失業給付或職業訓



練生活津貼期間，補助其自付部分之保險費。 
（四）保險費率 

三、 本保險之保險費率採彈性費率制，施行初期之保險費
率，基於不增加勞資雙方保費及政府財政負擔之原則定為 1
％，由勞工保險普通事故保險費率扣除 1％支應。開辦至今各
年度之保險費收入狀況如下表： 
四、  

年度 保費收入（單位：億元） 

92 163.0 

93 171.0 

94 178.0 

95 187.0 

96 193.0 

97 197.0 

98 195.0 

（五）加退保手續 
五、 基於便民原則，勞工經所屬投保單位依勞工保險條例
規定申報參加勞工保險期間，即同時成為本保險之被保險人，
無須另行辦理本保險之加保及退保手續。 

（六）強化職業技能及穩定就業 
六、 本法規定得於就業保險年度應收保險費 10％範圍內
提撥經費，辦理被保險人之在職訓練及失業後之職業訓練暨
獎助雇主僱用本國籍失業勞工。 

（七）提供就業諮詢專業服務 
七、 提供在職與失業勞工選擇職業、轉業或職業訓練之資
訊與服務、就業促進研習活動或協助工作適應之專業服務。 

（八）加強就業責任 
為防止失業勞工過度依賴就業保險各種保險給付，造成意願
低落，本法規定，失業勞工於申請各種保險給付時，如無正
當理由，不得拒絕就業推介與職業訓練，否則將不得請領。
又領取失業給付者，應每個月接受失業再認定一次，並且應
有積極尋職之事實，於辦理失業再認定時，至少提供二次以
上之求職紀錄，始得繼續請領。 
 

參、就業保險法最新修正內容 
查就業保險法施行至今亦已 6年有餘，各界迭有檢討給付項目、

擴大適用範圍等建議，且適逢全球金融風暴衝擊國內經濟環境及勞工
失業日益嚴重之際，本會提出「就業保險法修正草案」，並於民國 98
年 3月 31日由立法院三讀通過，同年 4月 22日經總統修正公布，並
於 98 年 5 月 1 日起實施，該次修正係就業保險法施行以來規模最大



之變更，除新增婦女勞工引頸期盼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外，更針
對失業週期較長之中高齡及身心障礙失業勞工延長失業給付請領期
間，且失業勞工如有扶養眷屬，可加給給付或津貼，以提供勞工於嚴
峻的失業狀況下，更周全的就業安全保障。本次主要修正內容分述如
下： 
加保年齡上限提高至 65 歲：考量勞動年齡往後遞延之趨勢，並配合

勞動基準法將強制退休年齡提高至 65 歲，為保障超過 60 歲且
繼續工作之受僱勞工的加保權益，本次修正將加保年齡上限由
60 歲提高至 65 歲，因此，自 98 年 5 月 1 日後，超過 60 歲仍
繼續受僱工作者，雇主或其所屬機構應為其辦理加保手續，繼
續參加就業保險。 

國人之外籍配偶、大陸及港澳地區配偶依法在臺工作者得參加就業保
險：本次修正前之就業保險法，僅針對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方
有適用，但考量本國人之外籍配偶、大陸及港澳地區配偶依法
在臺工作者，亦可能面臨失業之風險，為提供其就業安全保障，
乃將其納入就業保險適用對象，故自 98年 5月 1日後，前開受
僱勞工，雇主或其所屬機構應為其辦理加保手續，參加就業保
險。 

增列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為給付項目：為使受僱勞工兼顧工作與家庭，
兩性工作平等法於 91年立法時，已規定受僱勞工享有申請育嬰
留職停薪的權利。為進一步使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者能享有津貼
安心養育兒女，本次就業保險法修正所新增之「育嬰留職停薪
津貼」規定，其目的就是希望能讓勞工在辦理育嬰留職停薪期
間，可保有工作，穩定就業，又可得到津貼補助，以舒緩「蠟
燭兩頭燒」的窘境，在育嬰照顧和經濟維持中取得平衡。根據
修正後之就業保險法第 11條規定，只要參加就業保險年資累計
滿 1 年的勞工，子女在 3 歲以下，依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辦
理育嬰留職停薪者，不論是父親或母親都可以提出申請。而且
給付標準按被保險人辦理育嬰留職停薪前 6 個月的平均月投保
薪資 60%計算，每一子女父母各得請領最長 6 個月，合計最長
可領 12個月。本此修正案特別強調父母各得請領，係因以往大
家多認為育嬰是女性的職責，而大部分雇主也認定女性員工才
能申請，但性別工作平等法中已明確規定父母雙方都能請育嬰
留職停薪，意味育兒不只是媽媽的責任，而是家庭所有成員要
共同承擔。因此，勞委會在規劃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時，特別以
落實性別平等為原則，強調父母均得請領，不僅讓許多有育嬰
需求的職業婦女可以「有假也有錢」，不必擔心育嬰假期間的經
濟壓力，更可以鼓勵另一半也負起共同育兒責任，降低就業市
場對女性之就業歧視。 

延長中高齡及身心障礙失業者失業給付期間至 9個月：現行失業給付
之請領期間，係考量我國勞工之平均失業週期約為 24～26週，
且發放期間過長恐降低勞工積極就業意願，對基金財務亦為一
大負擔，爰規定發放標準為勞工平均月投保薪資的 60%，最長
可領 6 個月。惟中高齡及身心障礙失業者，其平均失業週期較
長，且再就業比一般勞工困難，故為加強保障其失業期間之基
本生活，延長其失業給付請領期間最長可領 9個月。 



失業勞工依扶養眷屬人數加給給付或津貼，最高可為平均月投保薪資
80%：勞委會考量失業勞工，其工作收入來源中斷，恐將連帶影
響其家庭生計，故增列被保險人於請領失業給付或職業訓練生
活津貼期間，如有扶養無工作收入的配偶、未成年子女或身心
障礙子女，則每一人可加發平均月投保薪資10%，最多加計20%，
故給付或津貼標準最高可領到平均月投保薪資的 80%。 

增列得辦理僱用安定、創業協助等促進就業措施：我國就業保險法係
屬失業保險、就業服務及職業訓練之三合一就業安全制度，原
本即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得於經費額度內辦理被保險人之在職訓
練或失業後之職業訓練、獎勵雇主僱用失業勞工等措施，本次
修正則增加辦理僱用安定措施之規定，俾利企業於發生天災或
經濟不景氣時，與勞工一起渡過經營困難期，避免大量解僱之
發生，以發揮穩定就業的功能。 

授權勞委會訂定延長失業給付實施辦法：為因應經濟不景氣致社會發
生大量失業之狀況，本次修正條文新增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
辦法，審酌失業率及其他情形後，得全面延長失業給付請領期
間，以確保就業市場職缺不足，就業服務功能無法發揮時，得
給予失業勞工於該期間之基本生活保障。 

肆、結語 
綜上，我國就業保險制度之轉變，可視為行政機關積極性勞動市場政
策的介入過程，由最初僅由勞工保險提供失業給付，嗣後為建立涵蓋
失業保險、就業服務及職業訓練的完整就業安全體系，遂於 92年起
實施就業保險法，迄今亦已 7年有餘，提供 550萬受僱勞工，於面臨
非自願離職之失業狀況時，一定期間的基本生活保障，惟近來我國長
期失業者人數增加，礙於保險資源有限，給付無法無限制發放，爰為
提供渠等充足之社會安全保障，未來我國可仿效國外，建制與社會保
險接軌的失業救助制度，以健全社會安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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