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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職業災害，對於勞工與其家庭往往造成重大損害，對於社會安全影響甚钜。如何

對其加以避免、消化損失，誠為實務與學理之焦點。又此議題涉及民法、社會法、

保險等許多領域，更增添處理之難度。臺灣曾于 1958 年制訂勞工保險條例，2001
年制訂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近來對於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之修正，各界容有不

同意見；而臺灣職災補償制度迭床架屋又不甚完善，許多論者乃主張應職災保險

應單獨立法。1 職災補償制度之設計環節與問題甚多，而其中關於補償、抵充與

代位之相關問題，長久以來體系蕪雜，亦有不明確之處。又與此相關者為，勞工

保險與職災保險等，具有社會保險之性質，與一般商業保險不同，對於保險關係

效力有所缺損之「不健全保險關係」之處理，自非可與商業保險等量齊觀。又如

當雇主違法並未為勞工投保職災保險時，勞工權利應如何保障？即使職災保險設

計再優良，但如雇主未為勞工投保，立法之美意恐大打折扣。對此，臺灣職業災

害勞工保護法雖有相關機制，但是如同論者對整體體制的批評，亦恐有片段與未

盡完善之缺憾。以上種種問題，在思考對職災保險單獨立法時，實有一併厘清之

必要。而對於未投保時之工傷補償問題，大陸地區在社會保險法施行後，確立了

「先行支付」之原則，但相關之批評檢討亦所在多有。美國法對於上述問題，乃

至於對未投保雇主之相關規範，除了貫徹代位元原則，更有許多詳細的配套措施。

本文擬以比較法學之方式，就兩岸與美國相關法制進行比較分析，並提出相關建

議，以供參考。 
 
二、補償與不健全保險關係 
所謂保險關係，指基於保險契約所發展的法律關係。而當被保險人或要保人2，

                                                        
* 臺灣交通大學科技法律所助理教授。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法學博士、中國政法大學民經濟
法學院法學博士、臺灣政治大學法學院法學博士。 
1 鄭雅文、王榮德，職災保險應單獨立法，並涵蓋所有受雇者：
http://labor.ngo.tw/weekly/c20120714.htm 最終流覽日 2014 年 10 月 20 日。「勞工職災保險單獨立
法 勞委會：明年 4 月提出」，http://www.ettoday.net/news/20131113/295379.htm 最終流覽日 2014
年 10 月 20 日。現行職災補償體制，散見於職災勞工保護法、勞保條例及勞基法當中，職災保險
法制則在勞保條例中規定，采綜合保險方式辦理，將勞保分為普通事故保險與職災保險二類。現
行職災保險提供職災醫療、傷病、失能及死亡等四種給付及失蹤津貼。但如採取單獨立法，反對
意見認為將增加雇主負擔。參見「職災保險單獨立法 雇主負擔加重」，
http://www.yzcpa.com.tw/node/6264 最終流覽日 2014 年 10 月 20 日。 
2 保險契約當事人依據學理之不同，大致上有英美學說之二分法以及大陸法系學說之三分法。就
前者而言，認為保險契約當事人為保險人與被保險人；而後者之架構則另有要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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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履行或違反相關義務時，保險人得行使一定權利加以制衡，例如免除理賠、解

除契約或中止契約等，可謂是對價平衡原則之表現，而此等法律關係即為不健全

之保險關係。此概念由保險法學者自德國引進，已廣泛應用於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上3。在一般商業保險中，為保護對價平衡之關係，保險人于不健全保險關係之

主張，可謂理所當然。但在具社會保障功能之政策保險中，保險人得以制衡之權

利則非可與一般商業保險等量齊觀。例如在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中，由於保障之物

件為受害人，此更與負擔保險費之人有所不同，故在政策上避免保險人因不健全

保險關係遽而主張中止、解除契約或拒絕給付等權利，而導致受害人之求償受到

影響。相關之規定可見於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20 條4等。又如對於違法為投保

者，仍有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以保護受害者5。 
由於勞工與職災保險亦具有社會保險之性質，本文乃借用此概念以檢視類似之問

題。又從立法方向而言，目前之討論多主張為應該抽離勞工保險條例、勞動基準

法、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之相關規定，並單獨立法職業災害保險法。依此，或可

推知，職災之彌補仍以保險基礎架構，雖具有社會性之特色，但似仍非完全的國

家補償或直接的社會給付。6而觀察勞工與職災保險之定位，其保護勞工之意旨

甚明，但臺灣勞工保險與職災補償在此之體系，長久以來仍有若干缺憾與不完整

之處。特別是針對雇主違反未為投保時之處理，更有檢討之必要。以下先就臺灣

與大陸之規定予以說明，並藉由美國法制之參考，提出相關建議。 
 
三、臺灣現行法規定 
臺灣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規定7，未加入勞工保險而遭遇職業災害之勞工，雇主

未依勞動基準法規定予以補償時，得比照勞工保險條例之標準，按最低投保薪資

申請職業災害殘廢、死亡補助。而未加入勞工保險之勞工，于本法施行後遭遇職

業災害，符合該法第 8 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得申請補助8。在處罰之規定

方面，依法應為所屬勞工辦理加入勞工保險而未辦理之雇主，其勞工發生職業災

害事故者，按雇用之日至事故發生之日應負擔之保險費金額，處以四倍至十倍罰

鍰，不適用勞工保險條例第 72 條第 1 項有關罰鍰之規定。但勞工因職業災害致

死亡或身體遺存障害適合勞工保險給付標準表第一等級至第十等級規定之專案

                                                        
3 江朝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智勝，頁 46-7。 
4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20 條：「保險人不得解除保險契約。 除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外，保險人
不得終止保險契約： 一、要保人違反第十七條之據實說明義務。 二、要保人未依約定交付保險
費。 保險人依前項規定終止保險契約前，應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于通知到達後十日內補正；要保
人于終止契約通知到達前補正者，保險人不得終止契約。 保險契約終止，保險人應於三日內通
知被保險汽車之轄屬公路監理機關、主管機關及中央交通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構）。 保險人應
返還要保人終止契約後未到期之保險費；保險費未返還前，視為保險契約存續中。」 
5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38 條參照。 
6 蔡維音，勞工保險中之「保險原則」－談勞保事故之認定談起，月旦法學，第 48 期。亦可參
見：http://myweb.ncku.edu.tw/~weintsai/Doku/Versicherungsprinzip.pdf 最終流覽日 2014 年 10 月
20 日。 
7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 6 條。 
8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 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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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處以第六條補助金額之相同額度之罰鍰9。在財源方面，中央主管機關應自

勞工保險基金職業災害保險收支結餘提撥專款，作為加強辦理職業災害預防及補

助參加勞工保險而遭遇職業災害勞工之用，不受勞工保險條例第 67 條第 2 項規

定之限制10。依據上述規定所處之罰鍰，亦應撥入前項專款。11 
依上述規定，所有實際從事勞動的受雇或自營作業者，即使未加入勞保，或雇主

未依照勞基法規定給予補償時，亦可比照勞保標準，按最低投保薪資請領職災殘

廢、死亡補助，再由國家以罰鍰向雇主討回代墊金，具有代位求償精神12。其最

大的問題，恐怕是請領資格僅限於死亡與殘廢，亦即必須「非死即殘」13。雇主

未為投保並非可歸責于勞工，但此時勞工所能請領之補償卻與有投保不同，似有

失公平，且對於弱勢之勞工更為不利。再者，未受投保之勞工一開始雖未達死亡

或殘廢，但治療漫漫無期，長久無法確認殘廢等級，導致實際請領之件數偏低14。

亦有甚者，必須等到身體狀況變差到失能後方能請領補償。在此勞工最需要醫療

與複健之時期，本法之規範顯無法完全滿足此一目標15。再者，現行法雖然對於

雇主無投保有所規範，但對於雇主有投保卻不依法給付職災補償之情況，亦沒有

任何規定16。而在罰則方面，雖有連續處罰之規定，但開罰之比率偏低，相關單

位有怠忽職守之嫌，可謂「中央怠忽職守，地方知法不用」17。更重要的是，勞

工與職災保障既然以保險制度為基本架構，維持收支平衡之保險原理，當有盡力

維持之必要。但在開罰率偏低的情形下，導致國家付出之補償與雇主所付回之罰

鍰顯不成比例18，除了增加基金之財務壓力，對雇主之嚇阻效果也大打折扣。 
 
四、大陸之規範 

                                                        
9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 34 條。 
10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 3 條。 
11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 4 條。 
12 職災法三讀通過 無勞保者納入保護，自由電子報，2001 年 10 月 12 日。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1/new/oct/12/today-c2.htm 最終流覽日 2014 年 10 月 20 日。另
可參照，職災法適用範圍采從寬認定：http://twlabor.net/phpBB2/viewtopic.php?t=21 最終流覽日
2014 年 10 月 20 日。 
13 職災求償 54 件只過 10 件，蘋果日報，2004 年 4 月 26 日。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040426/887894/最終流覽日 2014 年 10 月
20 日。 
14 職災勞工補助 亟待修法放寬，自由電子報，2005 年 6 月 12 日。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5/new/jun/12/today-stock5.htm 最終流覽日 2014 年 10 月 20 日。
最終流覽日 2014 年 10 月 20 日。 
15 立法院公報，第 101 卷第 64 期，頁 138。可參照
http://lis.ly.gov.tw/qrcgi/book/qrbook?R0@0@0@0@1016401@138@138 最終流覽日 2014 年 10 月
20 日。 
16 立法院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9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2012 年 4 月 27 日。
http://xn--6or66eo1t8u6a.tw/document/law_process/1945/0236-0252.pdf 最終流覽日 2014 年 10 月 20
日。 
17 縫補職災漏洞社團推動修法，臺灣立報，2006 年 4 月 27 日。
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90458 最終流覽日 2014 年 10 月 20 日。 
18 工傷協會理事長張榮隆指出，根據針對 94 年度中央與地方執行情況的調查，中央政府依照「職
保法」第 34 條「代位求償」的精神，幫未依法替勞工加保的雇主，給付 1 到 10 等級殘障及死亡
職災勞工共 4,251 萬元，但只跟違法雇主要回 444 萬，明顯怠忽職守。同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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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工傷保險條例第 62 條原規定：用人單位依照本條例規定應當參加工傷保險

而未參加的，由社會保險行政部門責令限期參加,補繳應當繳納的工傷保險費，

並自欠繳之日起,按日加收萬分之五的滯納金;逾期仍不繳納的，處欠繳數額 1 倍

以上 3 倍以下的罰款。依照本條例規定應當參加工傷保險而未參加工傷保險的用

人單位職工發生工傷的,由該用人單位按照本條例規定的工傷保險待遇專案和標

準支付費用。 用人單位參加工傷保險並補繳應當繳納的工傷保險費、滯納金後，

由工傷保險基金和用人單位依照本條例的規定支付新發生的費用。 
後在 2011 年 7 月實施之社會保險法中，明確了「工傷保險待遇先行支付制度」，

對於由保險基金先行墊付之制度有全新之設計，可謂為相較於工傷保險條例之突

破，2011 年 6 月 29 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再頒佈了「社會保險基金先行支付

暫行辦法」之細節規定。依據前述規定，職工所在用人單位未依法繳納工傷保險

費，發生工傷事故的，由用人單位支付工傷保險待遇。用人單位不支付的，從工

傷保險基金中先行支付。從工傷保險基金中先行支付的工傷保險待遇應當由用人

單位償還。用人單位不償還的，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可以依照社會保險法第 63 條

的規定追償19。第 63 條則為對用人單位未適當投保之規定：用人單位未按時足

額繳納社會保險費的，由社會保險費徵收機構責令其限期繳納或者補足。用人單

位逾期仍未繳納或者補足社會保險費的，社會保險費徵收機構可以向銀行和其他

金融機構查詢其存款帳戶；並可以申請縣級以上有關行政部門作出劃撥社會保險

費的決定，書面通知其開戶銀行或者其他金融機構劃撥社會保險費。用人單位帳

戶餘額少於應當繳納的社會保險費的，社會保險費徵收機構可以要求該用人單位

提供擔保，簽訂延期繳費協議。用人單位未足額繳納社會保險費且未提供擔保的，

社會保險費徵收機構可以申請人民法院扣押、查封、拍賣其價值相當於應當繳納

社會保險費的財產，以拍賣所得抵繳社會保險費。 
然而，對此規定學理上多有所批評。一則投保強制性不足，在投保不足的情形下，

即使有保險基金以保護勞工，仍可能造成承保能量不足之問題。又代位與追償之

力度可能不夠，會導致用人單位之僥倖心態。再者即使用人單位即使未適當投保，

頂多負擔上述責任：就結果來看，有無參保之差異並不大。這也導致了本法懲戒

性不足之遺憾20。論者並認為，應該嚴格行政責任之執行，並考慮引進刑事責任
21。又代位元求償之規範與技術相當缺乏，致使在墊付後幾乎都未能進一步求償，

等於與社會救助混淆22，並可能造成保險基金之過度負擔。再者，此與民事賠償

之關係究竟為何，是否容許「雙賠」，亦有待進一步明確23。更有論者從法理面

                                                        
19 社會保險法第 41 條。另外第 42 條則規定：由於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傷，第三人不支付工傷

醫療費用或者無法確定第三人的，由工傷保險基金先行支付。工傷保險基金先行支付後，有權向

第三人追償。此為涉及第三人責任時之先行支付與代位制度。 
20 李海明，工傷救濟先行給付與代位求償制度探微——兼評《社會保險法》工傷保險基金先行

支付制度的得與失，現代法學，2011 年 3 月，頁 52。 
21 李海明，同前注，頁 53。 
22 《關於工傷保險先行支付的分析》，http://shebao.yjbys.com/gongshang/148513.html，最終流覽

日 2014 年 10 月 20 日。 
23 有論者以為，社會保險基金先行支付暫行辦法第 10 條第 2 款規定：「個人因向第三人或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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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質疑先行支付制度違反了社會保險法之基本原則24。 
在實行成效上，根據《工傷保險待遇先行支付制度 2011 年~2012 年實施情況調

研報告》之調研，發現落實狀況亦有待改進25。同樣地，根據 2014 年剛發佈之《工

傷保險先行支付制度實施三周年調研報告》，仍發現三年後未參保工傷勞動者的

賠償狀況仍未得到明顯改善。其中許多程式規範不足，例如誰應對用人單位之不

支付負舉證責任等等問題，均影響了本規定之適用可能26。 

 
五、美國法之規定 
美國各州之勞工補償法，對於「未投保之雇主(uninsured employer)」，都有相當

細緻而嚴格的規定。最重要的是，幾乎各州法律之基金，都以使勞工得到如同雇

主有投保之保障為標準27，使勞工之權益不應該因為雇主未投保而受有任何不利

益28。再者，基金在對勞工補償後，有向雇主求償之職責。一言以蔽之，求償之

風險全由國家負擔；而非由較無能力之勞工承受。以加州為例，其設有「未投保

雇主利益信託基金(Uninsured Employers Benefits Trust Fund, UEBTF) 」，主要支應

因雇主違法未投保之勞工之補償請求，並向未投保之雇主求償29。同樣的，紐約

州的 The New York State Workers' Compensation Board's Bureau of Compliance 亦

為類似之角色。 
在進行的程式上，一般是由勞工提出補償之申請，而承辦之委員會將審查雇主是

否有為勞工投保，並再寄給雇主求償之表格與是否已經投保之調查。根據雇主之

回答，當雇主拒絕賠償時，該委員會將會舉行聽證進行審查，以決定拒絕該申請，

或給予勞工補償—此必須由雇主負償還之責30。因此，雇主可以在委員會介入前

自動賠償，或儘快取得必須之保險，或在基金補償後盡速償還。除了應補償之本

                                                                                                                                                               
人單位元請求賠償需要醫療費用、工傷醫療費用或者工傷保險待遇的原始票據等證據的，可以向

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索取影本，並將第三人或者用人單位賠償情況及時告知社會保險經辦機構。」

似乎容易被理解為雙賠之立場，于欣華，工傷保險基金先行支付的立法反思，

http://www.ft22.com/gongshanglunwen/2014-6/5708.html，最終流覽日 2014 年 10 月 20 日。 
24 張榮芳，先行支付制度法理分析，社會保障研究，2012 年第 6 期，頁 93-5。 
25 在接受調查的246個城市中，明確表示可以接受工傷保險待遇先行支付申請的城市僅有28個，

占 11.4%;明確表示“不可以”申請的城市則多達 190 個，比例高達 77.2%。此外，還有 23 個城市

“不確定”是否可以申請，認為當事人可以攜帶材料面談或者找領導申請試試看，占 9.3%;有 5 個

城市甚至“不知道”是否可以申請，占 2%。引自

http://www.baoxian.com/zixun/content-22-7820-2.html 《工傷保險代位求償將全面展開》，中國網，

最終流覽日 2014 年 10 月 20 日。 
26 《工傷保險先行支付制度實施三周年調研報告》，

http://www.ilabour.org/Item/Show.asp?m=1&d=3117，最終流覽日 2014 年 10 月 20 日。相關批評，

《社會保險法先行支付制度形同虛設》，http://dpls.ruc.edu.cn/2014/1011/2103.html 最終流覽日

2014 年 10 月 20 日。 
27 例如：http://erd.dli.mt.gov/workers-comp-regulations/uninsured-employers-fund.html 最終流覽日
2014 年 10 月 20 日。 
28  http://www.mdcomplaw.com/info/other-issues/maryland-uninsured-employers-fund/ 最 終 流 覽 日
2014 年 10 月 20 日。 
29 Cal. Lab. Code, § 3715.  
30  http://www.mdcomplaw.com/info/other-issues/maryland-uninsured-employers-fund/ 最 終 流 覽 日
2014 年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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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外，雇主還必須對罰鍰與勞工之律師費用等給付負責任31。除了上述民事責任，

未適當投保之雇主更可能面臨刑事責任，包含一年的監禁32。另一重要的措施是，

如雇主在經通知後仍未改善投保狀況或給付應補償金額，則經聽證等程式後，該

雇主之執業執照將可被吊銷，而無法再繼續執行業務33。而在基金給予勞工補償

後，即取得對雇主完全求償之權利。 
 
六、分析與討論 
由上可知，臺灣與大陸之法制各有其特殊之處。雖有大陸文獻認為臺灣之規範似

較大陸有較多之懲罰效果34，但臺灣之設計亦多有問題，已如前文所述。相對的，

在美國法制下，系由國家完全負擔雇主未幫勞工投保之風險，勞工應得之補償不

會有所減損。其程式含有具司法效果的聽證，並附有刑事處罰與行政吊銷經營執

照之效果。對於未為勞工投保之雇主而言，後果可謂相當嚴重，其威嚇力應不言

可喻。此對於臺灣法制之啟示，可思考之處有三。第一，就保障勞工之目的而言，

應使其取得應得之基本保障之風險極小化為是。但現行法對未投保勞工之保護程

度與密度，與有投保之情形仍有落差。此無異將不可歸責于勞工之不利益由其負

擔。又對於雇主有投保但不給付部分補償之情形，現行法更是全無規定。進一步

而言，使雇主就未投保之情形仍負補償責任，雖在形式上有其意義，但在雇主惡

意倒閉或拒絕補償之情形，勞工之權益仍無法得到保護。又如大陸工傷保險條例

                                                        
31 Cal. Lab. Code, § 4555: “In case of failure by an employer to secure the payment of compensation, 
the appeals board may award a reasonable attorney's fee in addition to the amount of compensation 
recoverable. When a fee is awarded under this section no further fee shall be allowed under Section 
4903 but the provisions of Section 4903 shall be applicable to secure the payment of any fee awarded 
under this section.” 
32 Cal. Lab. Code, § 3700.5: “(a) The failure to secure the payment of compensation as required by this 
article by one who knew, or because of his or her knowledge or experience should be reasonably 
expected to have known, of the obligation to secure the payment of compensation, is a misdemeanor 
punishable by imprisonment in the county jail for up to one year, or by a fine of up to double the 
amount of premium, as determined by the court, that would otherwise have been due to secure the 
payment of compensation during the time compensation was not secured, but not less than ten thousand 
dollars ($10,000), or by both that imprisonment and fine. (b) A second or subsequent conviction shall 
be punished by imprisonment in the county jail for a period not to exceed one year, by a fine of triple 
the amount of premium, or by both that imprisonment and fine, as determined by the court, that would 
otherwise have been due to secure the payment of compensation during the time payment was not 
secured, but not less than fifty thousand dollars ($50,000). (c) Upon a first conviction of a person under 
this section, the person may be charged the costs of investigation at the discretion of the court. Upon a 
subsequent conviction, the person shall be charged the costs of investigation in addition to any other 
penalties pursuant to subdivision (b). The costs of investigation shall be paid only after the payment of 
any benefits that may be owed to injured workers, any reimbursement that may be owed to the director 
for benefits provided to the injured worker pursuant to Section 3717, and any other penalty assessments 
that may be owed.”  
33 此可參照馬里蘭州法 Md. Code 2010, Labor and Employment Law, § 9-1012： 
http://law.justia.com/codes/maryland/2010/labor-and-employment/title-9/subtitle-10/9-1012 最終流覽
日 2013 年 12 月 1 日。 
34 李海明，工傷救濟先行給付與代位求償制度探微——兼評《社會保險法》工傷保險基金先行

支付制度的得與失，現代法學，2011 年 3 月，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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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35，雖言明由未投保之雇主承擔責任，但似乎也無法解決雇主惡意逃避或

失卻資力之問題。如欲極小化勞工之風險，則所有符合勞災補償資格之勞工，應

能由國家先取得補償，再由國家向雇主代位求償為妥。未來臺灣如欲就職災保險

單獨立法，建議應仿照美國之制，全面比照有投保勞工之補償額度，不應因公司

之規模、員工人數、受傷殘廢程度等而有所差異。其他關於不健全保險關係中之

權利義務，亦應依此原則重新厘清。又目前臺灣以罰鍰方式以達到代位元求償之

精神，除額度不一，未必足以彌補財務損失，目前執行效率不彰，實有為德不卒

之憾。 
再者，除了民事責任之加重賠償以外，並可考慮暫停營業之行政乃至於刑事處罰。

第三，另值得注意的是，對於非法外勞是否亦在可補償之範圍，歷來多有爭議。

雇主既然未合法申報，更遑論為其投保，論者多主張放寬此類之求償36。就保障

勞工與防範雇主不法行為之意旨而言，此一結論故當予以贊同。但值得注意的是，

或著眼于移民之管制，美國法對於非法外籍勞工亦非給予全面之職災補償保障37。

又如前文所述，就保險理論之觀點，目前勞工職災既然採取保險之架構，保險中

的對價衡平原則亦有考慮之必要。由於非法勞工或外勞自未繳交保費，也未必在

保費審酌範圍之中，如全面完全比較合法勞工之補償，或將增加基金之財務負擔。

此或有賴未來在財務評估時，對於可能之非法勞工補償金額加以估算，並預先安

排財源為妥。 
 
七、結語與建議 
在倡議職災保險單獨立法高漲之際，本文以保險之觀點，對於臺灣長久以來在補

償體系中較為模糊之處提出了分析與建議，並對大陸法制作了比較分析。臺灣職

災保險似仍欲採取保險之基本架構，如此對於保險之原理仍有考慮之必要。臺灣

勞保與職災體系針對補償與代位等制度，長久以來定位不甚清晰。對於雇主違法

未投保，以及類似之不健全保險關係，規範與對策不足，造成無辜勞工之權益大

打折扣，使職災補償美意無法落實。又相關單位對雇主之罰鍰與求償略顯被動，

對雇主實無威嚇之效果，也使得保險賠償之基金在財務上受有不利。未來應貫徹

完全之國家代位原則，雇主未適當投保之風險應由國家承擔；而勞工所應得之補

償，也不應因雇主之行為而受有任何不利益。值得注意的是，對於非法勞工之職

災補償，雖許多論者從人道立場認為亦應包含，但美國在此仍非漫無邊際的全盤

                                                        
35 工傷保險條例第 62 條。 
36  立 法 院 第 8 屆 第 1 會 期 第 9 次 會 議 議 案 關 係 文 書 ， 2012 年 4 月 27 日 。
http://xn--6or66eo1t8u6a.tw/document/law_process/1945/0236-0252.pdf 最終流覽日 2013 年 12 月 1
日。 
37 Cal. Code Regs. tit. 8, §15740:“(b) Pursuant to Section 411 of the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Reconciliation Act of 1996, (Pub. L. No. 104-193 (PRWORA)), (8 U.S.C. § 1621), and 
notwithstanding any other provision of this division, aliens who are not qualified aliens, nonimmigrant 
aliens under the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INA) (8 U.S.C. § 1101 et seq.), or aliens paroled into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Section 212(d) (5) of the INA (8 U.S.C. § 1182(d) (5)),for less than one year, 
are not eligible to receive benefits, including death benefits as the dependent of a deceased employee, 
from the UEF or SIF as set forth in Labor Code Sections 3716, 3716.2 and 4750-4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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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值得留意。凡此亦可供社會保險之先行支付與代位實現頗為困難之大陸參

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