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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

今天3小時課程結束後，可以認識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
1. 強制加保與自願加保
2. 自然人特別加保方式，保費、負擔等
3. 加保效力以及未加保之效果
4. 各項給付之內容及要件
5. 各項補助及津貼、職業病鑑定
6. 新舊制的銜接與實務
7. 勞動基準法與勞工職災保險及保護法之抵充



大綱
職災認定原則 20min
加保方式 30min
費率保費計算 20min
給付方式 60min
補助與津貼 15min
職業病鑑定 5min
新舊制銜接 2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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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無過失責任】
補償：醫療、薪資、失能、死亡

職災保險
【無過失責任】
職業災害給付

民法【過失責任】、侵權行為
賠償：慰撫金、勞動力減損、喪葬費用等

投保薪資

實際薪資

勞動基準法
第59條

勞動基準法
第60條

職災範圍 : 工作場所



勞動基準法【無過失責任】
補償：醫療、薪資、失能、死亡

職災保險
【無過失責任】
職業災害給付

投保薪資

實際薪資

勞動基準法
第59條

民法
賠償：勞基法的給付範圍

勞動基準法
第60條

職災範圍 : 出差,通勤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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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4月30日之前適用



個人
保險

刑事
過失傷害

民事
侵權行為

勞基法

調解

政府
慰問金

職災
111年5月1日之後適用

勞工職業災害
保險及保護法
補助/津貼/重建

勞工職業
災害保險
及保護法
給付抵充



職災

勞保職災傷病給付

勞保職災醫療給付,減免健保部分負擔

2年

勞保職災失能給付
若是無工作能力,建議等職災傷病給付申請滿兩年後再行申請失能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相關給付,例如失能生活津貼(失能7級以上)

提前申請勞工退休金,符合勞保失能達1~3級或領取失能年金

職災補償或賠償、資遣費、就業保險失業給付、政府職災慰問金等

此示意圖相關給付仍須視個案調整申請先後順序

調解……….刑事訴訟……民事訴訟

111.04.30之前
適用勞工保險條例



職災

職災保險傷病給付,住院期間照護補助

職災保險醫療給付,減免健保部分負擔、健保自費差額醫材核退

2年

職災保險失能給付
失能給付分成一次金及完全、嚴重及部分失能年金,以及年金減額調整

職能復健津貼、器具補助、完全失能照護補助、失能補助及死亡補助等

提前申請勞工退休金,符合職災保險失能達1~3級或領取完全,嚴重失能年金

職災補償或賠償、資遣費、就業保險失業給付、政府職災慰問金等

此示意圖相關給付仍須視個案調整申請先後順序

調解……….刑事訴訟……民事訴訟

111.05.01之後
適用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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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保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
第3條 範圍
職業傷害，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害者
職業病，被保險人於勞工保險職業病種類表規定適用職業範圍
從事工作，而罹患表列疾病。

第4條 上下班途中、在學學生或建教合作班學生往返學校與
就業場所

被保險人上、下班，於適當時間，從日常居、住處所往返就業
場所，或因從事二份以上工作而往返於就業場所間之應經途中
發生事故而致之傷害，視為職業傷害。
被保險人為在學學生或建教合作班學生，於上、下班適當時間
直接往返學校與就業場所之應經途中發生事故而致之傷害亦同

職業傷害及職業病
第七版 p151~p154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職業傷病審查準則
第3條 範圍

職業傷害，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害者
被保險人執行職務而受動物或植物傷害者，為職業傷害。

第4條 上下班途中、在學學生或建教合作班學生往返學校與
勞動場所

被保險人上、下班，於適當時間，從日常居、住處所往返勞動
場所，或因從事二份以上工作而往返於勞動場所間之應經途中
發生事故而致之傷害，視為職業傷害。
前項被保險人為在學學生或建教合作班學生，於上、下班適當
時間直接往返學校與勞動場所之應經途中發生事故而致之傷害
，視為職業傷害。

職業傷害及職業病
111.05.01 施行



勞保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
第5條 作業前及作業後
被保險人於作業前後，發生事故而致之傷害，視為職業傷害。

第6條 就業場所設施

第7條 如廁或飲水發生事故

被保險人於工作時間中基於生理需要於如廁或飲水時發生事故
而致之傷害，視為職業傷害。

第8條 臨時從事其他工作

被保險人於必要情況下，臨時從事其他工作，該項工作如為雇
主期待其僱用勞工所應為之行為而致之傷害，視為職業傷害。

第七版 p151~p154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職業傷病審查準則
第5條 作業前及作業後
被保險人於作業前後，發生事故而致之傷害，視為職業傷害。
例如：工作場所往返飯廳或集合地途中、為接受及返還作業器
具，或受領工資等例行事務時，從工作場所往返事務所途中。

第6條 就業場所設施、設備或管理之缺陷

第7條 如廁或飲水發生事故

被保險人於工作時間中基於生理需要於如廁或飲水時發生事故
而致之傷害，視為職業傷害。

第8條 緊急情況從事其他工作

被保險人於必要情況下，臨時從事其他工作，該項工作如為雇
主期待其僱用勞工所應為之行為而致之傷害，視為職業傷害。

111.05.01 施行



勞保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
第9條 公差外出

被保險人因公差由日常居、住處所或就業場所出發，至公畢返
回日常居、住處所或就業場所期間之職務活動及合理途徑發生
事故而致之傷害，視為職業傷害。

第七版 p151~p154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職業傷病審查準則
第9條 因公出差或其他職務上原因於工作場所外從事作業、

以及非上班時間指派出勤

被保險人因公出差或其他職務上原因於工作場所外從事作業，
由日常居、住處所或工作場所出發，至公畢返回日常居、住處
所或工作場所期間之職務活動及合理途徑發生事故而致之傷害
，視為職業傷害。

被保險人於非上班時間因雇主臨時指派出勤，於直接前往勞動
場所之合理途徑發生事故而致之傷害，視為職業傷害。

111.05.01 施行



勞保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
第10條 經雇主或所屬團體指派參加相關活動設施

被保險人經雇主指派參加進修訓練、技能檢定、技能競賽、慶
典活動、體育活動或其他活動，由日常居、住處所或勞動場所
出發，至活動完畢返回日常居、住處所或勞動場所期間因雇主
指派之活動及合理途徑發生事故而致之傷害，視為職業傷害。

本法第七條及第九條第一項第三款(職業工會、漁會之甲類會
員、海員總工會或船長公會)規定之被保險人，經所屬團體指
派參加前項各類活動，由日常居、住處所或勞動場所出發，至
活動完畢返回日常居、住處所或勞動場所期間因所屬團體指派
之活動及合理途徑發生事故而致之傷害，亦同。

第七版 p151~p154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職業傷病審查準則
第10條 經雇主或所屬團體指派參加相關活動設施

被保險人經雇主指派參加進修訓練、技能檢定、技能競賽、慶
典活動、體育活動或其他活動，由日常居、住處所或勞動場所
出發，至活動完畢返回日常居、住處所或勞動場所期間，因雇
主指派之活動及合理途徑發生事故而致之傷害，視為職業傷害
。

本法第七條及第九條第一項第三款(職業工會、漁會之甲類會
員、海員總工會或船長公會)規定之被保險人，經所屬團體指
派參加前項各類活動，由日常居、住處所或勞動場所出發，至
活動完畢返回日常居、住處所或勞動場所期間，因所屬團體指
派之活動及合理途徑發生事故而致之傷害，視為職業傷害。

111.05.01 施行



勞保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
第11條 他人行為

第12條 動物或植物傷害

第13條 天然災害

第14、15條 相關設施之缺陷或瑕疵而發生事故

被保險人參加雇主舉辦之康樂活動或其他活動，因雇主管理或
提供設施、設備之瑕疵發生事故而致之傷害，視為職業傷害。

第16條 因職災往返醫療院所

第17條 用餐時間之交通事故

被保險人於工作日之用餐時間中或為加班、值班，如雇主未規
定必須於工作場所用餐，而為必要之外出用餐，於用餐往返應
經途中發生事故而致之傷害，視為職業傷害。

第七版 p151~p154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職業傷病審查準則
第11條 他人行為

第12條 天然災害

第13、14條 相關設施、設備之缺陷或瑕疵而發生事故

被保險人參加雇主舉辦之康樂活動或其他活動，因雇主管理或
提供設施或設備之瑕疵發生事故而致之傷害，視為職業傷害。

第15條 因職災往返醫療院所

第16條 用餐時間之交通事故

被保險人於工作日之用餐時間中或為加班、值班，如雇主未規
定必須於工作場所用餐，而為必要之外出用餐，於用餐往返應
經途中發生事故而致之傷害，視為職業傷害。

111.05.01 施行



勞保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
第18條 不得視為職業傷害之事項

被保險人於第4條、第9條、第10條、第16條及第17條之規定
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視為職業傷害：
一、非日常生活所必需之私人行為。
二、未領有駕駛車種之駕駛執照駕車。
三、受吊扣期間或吊銷駕駛執照處分駕車。
四、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違規闖紅燈。
五、闖越鐵路平交道。
七、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吸食毒品、迷幻藥或管制藥品駕

駛車輛。
七、駕駛車輛違規行駛高速公路路肩。
八、駕駛車輛不按遵行之方向行駛或在道路上競駛、競技、蛇

行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駛車輛。
九、駕駛車輛不依規定駛入來車道。

第七版 p151~p154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職業傷病審查準則
第17條 不得視為職業傷害之事項

被保險人於第4條、第9條、第10條、第15條及第16條之規定
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視為職業傷害：
一、非日常生活所必需之私人行為。
二、未領有駕駛車種之駕駛執照駕車。
三、受吊扣期間、吊銷或註銷駕駛執照處分駕車。
四、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違規闖紅燈。
五、闖越鐵路平交道。
七、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吸食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及其

相關類似之管制藥品駕駛車輛。
七、未依規定使用高速公路、快速公路或設站管制道路之路肩
八、駕駛車輛不按遵行之方向行駛或在道路上競駛、競技、蛇

行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駛車輛。
九、駕駛車輛不按遵行之方向行駛或不依規定駛入來車道。

111.05.01 施行



勞保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
第19、20、21、21條之1 職業病需有相當因果關係

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罹患中央主管機關依據勞工保險職業病
種類表第8類第2項規定核定增列之職業病種類或有害物質所致
之疾病，為職業病。

被保險人罹患之疾病，經勞動部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鑑定為執
行職務所致者，為職業病。

被保險人疾病之促發或惡化與作業有相當因果關係者，視為職
業病。

被保險人罹患精神疾病，而該項疾病與執行職務有相當因果關
係者，視為職業病。

第七版 p151~p154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職業傷病審查準則
第18~20條 職業病需有相當因果關係

第18條
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所患之疾病，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為
職業病：
一、為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職業病種類表所列之疾病，如附表
二、經勞動部職業病鑑定會鑑定為職業病

第19條
被保險人疾病之促發或惡化與作業有相當因果關係者，視為職
業病。

第20條
被保險人罹患精神疾病，而該項疾病與執行職務有相當因果關
係者，視為職業病。

111.05.01 施行











投保單位
被保險人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
2-3-1 定義

年滿15歲以上之勞工，應以其雇主為投保單位，參加本保險為
被保險人(職災保險及保護法第6條第1項)。

未滿15歲之受雇工作者亦同(職災保險及保護法第6條第2項)。

※職災保險並沒有投保年齡的上限，而是在於勞工須實際從事
工作，獲得報酬。

※小花餐飲店雇用3位員工，自111年5月1日起要成立職災保
險的投保單位，除此以外還有其他要需要注意的嗎?

111.05.01 施行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
2-3-3 對象

一、強制加保(職災保險及保護法第6條)
(一)以雇主為投保單位。§6Ⅰ

例如:如受僱於登記有案單位(領有執業執照、依法已辦理登記、設有稅籍)之勞
工或經中央主管機關依法核發聘僱許可雇主之勞工(家事移工)。

(二)不得參加公保之政府機關、行政法人及學校勞工。§6Ⅰ
(三)技術生、養成工、見習生、建教生等。§6Ⅲ
(四)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6Ⅲ

例如:依相關法令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具有公法救助關係，受指派工作或
進用，提供勞務並受有報酬之人員。

(五)以所屬團體為投保單位(職災保險及保護法第7條)
1.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職業工會之會員
2.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漁會之甲類會員

(六)於職訓機構或單位接受訓練者(職災保險及保護法第8條)

111.05.01 施行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
2-3-3 對象

二、自願加保
(一)職災保險及保護法第9條第1項各款

1.受僱於經勞動部公告之第6條第1項規定以外雇主之員工
例如:受僱於第6條第1項規定以外之自然人雇主之家庭幫傭、看護、居家式托

育服務提供者(本國籍、陸配、外配)及研究計畫主持人聘僱之研究助理

2.實際從事勞動之雇主。應與其受僱員工，以同一投保單
位參加職災保險。

3.參加海員總工會或船長公會為會員之外僱船員。
(二)職災保險及保護法第9條第4項
僱用勞工合力從事海洋漁撈工作之漁會甲類會員，其僱用
人數10人以下，且仍實際從事海洋漁撈工作者，得依職災
保險及保護法第7條第2款規定參加職災保險。

111.05.01 施行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
2-3-3 對象

二、自願加保
(三)職災保險及保護法第10條第1、2項

1.受僱於職災保險及保護法第6條至第9條規定以外之員工
或實際從事勞動之人員，得由雇主或本人辦理參加職災
保險。

例如:工地的工頭(自然人)僱用臨時工。

2.勞基法第45條第4項所定之人，得由受領勞務者辦理參加
職災保險。
勞基法第45條第4項係指未滿15歲之人透過他人取得工作
為第三人提供勞務，或直接為他人提供勞務取得報酬未
具勞僱關係者。例如:童星從事演藝工作。

111.05.01 施行



自然人特別加保：職災保險及保護法第10條

一、保險效力開始(職災保險及保護法第14條第1項)
其保險效力之開始：
(一)保險費繳納完成之實際時間起算。
(二)保險費繳納完成時，另有向後指定日期者，自該日起算。

二、保險效力終止(職災保險及保護法第14條第2項)
保險效力之停止，至指定之保險訖日停止。

三、保險期間(職災保險及保護法第10條加保辦法第6條)
(一)每次加保期間，最長為6個月。
(二)依規定向後指定保險日期者，得於該指定日期之前10日

內，辦理參加職災保險。
(三)在職災保險生效前，已先指定加保日期及退保日期。
(四)保險期間不得變更，保費一經繳納不得退還

111.05.01 施行



自然人特別加保：職災保險及保護法第10條

某工地工頭乙男(自然人雇主)僱用甲男(臨時工)從事工作，甲
男為了自身工作保障就指定111年6月1日起至111年10月31
日止參加職災保險(最多6個月)，而甲男需於111年6月1日起
前10日內辦理加保手續並繳費完成，職災保險方能生效。

加保手續：7-11 ibon、勞保局官網、職業工會

職災保險及保護法第10條規定參加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

111.05.01 施行

投保薪資等級 月薪資總額 月投保薪資

第1級 基本工資以下 基本工資

第2級 超過基本工資至30,300元 30,300元

第3級 30,301元至34,800元 34,800元

第4級 34,801元至40,100元 40,100元

第5級 40,101元以上 45,800元



保費計算
1.職災保險費率採平均費率計算

111年行業別災害平均費率0.13%，上下班災害費率0.07%
合計職災費率為0.20%。

2.加保期間最多6個月，按日數計算 (先每月結算再加總)
每月保費＝投保薪資 x 0.2% x 100% x 加保日數 ÷ 30
例如 : 從111.05.01加保至111.10.31

111.05.01 施行

投保期間／投保薪資 45,800元 25,250元
111.05.01～111.05.31 95元 52元
111.06.01～111.06.30 92元 51元
111.07.01～111.07.31 95元 52元
111.08.01～111.08.31 95元 52元
111.09.01～111.09.30 92元 51元
111.10.01～111.10.31 95元 52元

每月保費／合計 564元 310元



自然人特別加保 7-11 ibon
* 繳費手續費 8元
* 列印加保資料3元

111.05.01 施行



自然人特別加保 7-11 ibon
* 繳費手續費 8元
* 列印加保資料3元

111.05.01 施行



自然人特別加保 勞保局官網
* 繳費手續費，依各繳費管道而有所不同

111.05.01 施行



自然人特別加保 勞保局官網
* 繳費手續費，依各繳費管道而有所不同

111.05.01 施行



自然人特別加保 勞保局官網
* 繳費手續費，依各繳費管道而有所不同

111.05.01 施行



111.05.03辦理加保，指定10日後生效
最多可以投保至111.11.02
也就是最長6個月是指加保日起算6個月







自然人特別加保：職災保險及保護法第10條

例如，乙男(自然人雇主)聘用甲男臨時工從事工作

乙男自然人雇主，為甲男加保職災保險，投保薪資30,300元

甲男臨時工自行辦理加保職災保險，投保薪資45,800元

甲男於工作中發生職災造成失能第7級660日

1.甲男可以領取

職災保險失能給付=45,800元÷30×660＝1,007,622元

2.自然人雇主乙男可以抵充嗎? 可以抵充多少?

3.甲男可以退還自己所繳納的職災保險保費嗎？

111.05.01 施行



保險效力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
111.05.01 施行

投保單位 加保生效日 未加保
受僱於強制
加保投保單
位之勞工
職災保險及保護法
§6

到職當日零時
生效
即使到職當日未加保,
也會從到職當日零時
生效

*勞工發生職災仍得直接向勞保
局請領職災保險給付
職災保險及保護法§36

*應加保未加保勞工未依規定辦理投保
期間之月投保薪資，按其月薪資總額
對應之投保薪資分級表等級認定，但
以不高於發生死亡當時勞保局公告之
最近一次本保險統計年報之平均月投
保薪資對應之等級為限
109年度平均月投保薪資32,526元
110年度平均月投保薪資32,758元

*投保單位另罰鍰2萬至10萬 §96
*勞保局將向投保單位追繳除醫
療給付外之現金給付(傷病給付、
失能給付、死亡給付)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
111.05.01 施行

投保單位 加保生效日 未加保
投保於工會
漁會、職訓
單位之勞工

1.到職當日加保,
自到職當日零
時起算

2.非到職當日加
保則翌日零時
生效

請領法規依據
職災勞工申請器具照護失能及死
亡補助辦法
依第1級投保薪資計算 25,250元
1.完全失能照護補助

12,400元/月，最多補助3年
2.失能補助(1-10級)

25,250元÷30x(1800日~330日)
3.死亡補助

25,250元x45月

1.受雇自然人
之勞工
(不含自然人雇
主)

2.實際從事勞
動人員

1.自繳費後生效
2.指定加保生效
日期



第七版 p426~p429



職業災害勞工醫療期間退保繼續參加勞工保險辦法

一、參加資格

二、辦理時效及文件

三、辦理單位

四、投保薪資

五、保費計算

六、繼續加保期間

七、保險給付
*職災保險及保護法第77條第1項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實績費率計算及調整辦法
參加勞保之職業災害勞工，於職業災害醫療期間終止勞動契約並退保者，
得以勞工團體或保險人委託之有關團體為投保單位，繼續參加勞工保險，
至符合請領老年給付之日止，不受勞工保險條例第6條規定之限制。











關鍵思考



投保薪資







☐勞保 ☐職災保險
舊法 新法



☐勞保 ☐職災保險
舊法 新法



☐勞保 ☐職災保險
舊法 新法



保費及費率



第七版 p115~p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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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6-1 實績費率調整公式
（職災保險及保護法第16條第4項、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實績
費率計算及施行辦法第4、5、7條）

公式：
適用實績費率投保單位的職災保險費
＝月投保薪資總額×〔行業別災害費率×(1±給付調整率±職
安調整率)＋上下班災害費率〕

「行業別災害費率」，111年行業別災害平均費率0.13%，
費率最低為0.04%，最高為0.86%。

「上下班災害費率」，111年5月1日費率為0.07%

自111年5月1日起僱用員工達50人以上之投保單位適用職業
災害實績費率調整
（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保險實績費率計算及施行辦法第2條）

111.05.01 施行



例如，投保單位所適用行業別災害費率為0.10%，其最近3年
保險給付總額占應繳保險費總額之比率為40%（給付調整率
減收10%），又其最近3年職業安全衛生之辦理情形為第2級
（職安調整率減收10%），給付調整率減收10%及職安調整
率減收10%一共可以減收20%，該單位調整後之行業別災害
費率為 0.10%×(1-20%）=0.08%。

也就是說行業別災害費率最佳情況可以減收50%(給付調整率
減收30%及職安調整率減收20%)，最差情況要加收50%(給
付調整率加收30%及職安調整率加收20%)，但仍需投保單位
人數大於50人以上才適用實績費率調整。

職災保險給付總額及保險費總額，不包括上下班災害保險給
付及保險費。

111.05.01 施行



111.05.01 施行



111.05.01 施行



負擔比例



111.05.01 施行



請求權



請求權時效

人壽保險
產物保險

2年
勞工保險
國民年金
農民保險

110.12.24施行

職災保險
111.05.01施行

5年
公教保險
軍人保險
強制險*

10年

*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14條,自知有損害發生及保險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自汽車交通事故發生時起,逾10年者,亦同.





加保
資格 OK

效力
停止

1年內
勞保§20

效力
終止

1.死亡
2.老年
3.失能
(無工作能力)

給付

給付

給付

勞工
保險



退保後申請勞保給付

在保險有效期間發生傷病事故，於保險效
力停止後1年內，得請領同一傷病及其引起
之疾病之傷病給付、失能給付、死亡給付
或職業災害醫療給付。

勞保條例第20條第1項

第七版 p136



退保後申請職災保險給付

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遭遇職業傷病，
於保險效力停止之翌日起算一年內，得請
領同一傷病及其引起疾病之醫療給付、傷
病給付、失能給付或死亡給付。

勞工職災保險及保護法第27條第2項

111.05.01 施行



勞工保險年金給付
失能、遺屬、老年年金

平均月投保薪資
採取最高的60個月平均計算



第七版 p143~p144



第七版 p143~p144





第七版 p241



第七版 p380



第七版 p380



職災保險年金給付
失能年金、遺屬年金
平均月投保薪資

採取事故當月往前6個月平均









失能年金或遺屬年金的減額調整

1.職災保險的失能年金或遺屬年金之減額調整，以被保險人或其受益
人請領職災保險與其他社會保險年金給付之合計金額，超過職災保
險的失能年金、遺屬年金所採計之平均月投保薪資數額部分，為應
扣減金額，由勞保局於職災保險的失能年金或遺屬年金給付中予以
扣減(職災年金減額調整辦法第4條第1項)。

2.上述職災保險應扣減金額，於被保險人或其受益人同時請領失能給
付或死亡給付二個以上年金給付之情形，平均月投保薪資數額應以
最高者為準，並按職災保險的失能年金、遺屬年金給付金額比例，
分別由勞保局於各該年金給付中予以扣減(職災年金減額調整辦法
第4條第2項)。

3.應扣減金額，以職災保險的失能年金、遺屬年金給付金額之50%
為上限(職災年金減額調整辦法第4條第3項)。



失能年金或遺屬年金的減額調整

例如：
甲男發生嚴重職災同時符合請領嚴重失能年金及勞保老年年金

1. 嚴重失能年金 20,000元（平均月投保薪資 40,000元）
2. 勞保老年年金 22,000元（平均月投保薪資 36,000元）
若未扣減，
其合計金額為 42,000元＞職災保險平均月投保薪資 40,000元。

*扣減金額＝42,000元－40,000元＝2,000元
嚴重失能年金須減額調整
嚴重失能年金＝20,000元－2,000元＝18,000元。

甲男每月年金給付
＝嚴重失能年金 18,000元＋勞保老年年金 22,000元＝ 40,000元



失能年金或遺屬年金的減額調整

例如：
乙女符合同時請領父親職災的遺屬年金及本人的完全失能年金

1. 職災遺屬年金 21,000元（平均月投保薪資 42,000元）
2. 完全失能年金 28,000元（平均月投保薪資 40,000元）
若未扣減，
其合計金額為49,000元＞職災保險平均月投保薪資42,000元
*扣減金額＝49,000元－42,000元＝7,000元
*扣減金額依比例分配
職災遺屬年金 21,000元：完全失能年金 28,000元＝3：4
職災遺屬年金＝21,000元－（7,000元x3÷7）＝18,000元
完全失能年金＝28,000元－（7,000元x4÷7）＝24,000元

乙女每月年金給付
＝職災遺屬年金 18,000元＋完全失能年金 24,000元＝42,000元



















住院申請書
門診單

減免健保部分負擔
住院期間膳食費給付50%

第七版 p223~p228

勞保職災醫療給付



住院申請書
門診單

減免健保部分負擔
住院期間膳食費(限30日)

*自費差額醫材得申請核退差額費用

職災保險醫療給付

111.05.01 施行















辦理

職業災害 住院單
門診單

使用 健保
部份負擔

減免

職業災害 住院單
門診單

沒拿 健保
部份負擔
退費

職災自墊費用核退

辦理
職業災害

健保自費
差額醫材
先繳費

使用 健保自費
差額醫材
退費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醫療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4條

醫師認定選用健保所定自付差額特殊材料品項者，被
保險人於先行墊付自付差額後，得向勞保局申請核退
該差額費用。

至於全自費醫材，目前不列入自墊醫療費用核退範圍

例如，醫師認為甲男需使用「陶瓷全人工髖關節組」，
健保支付價39,396元，甲男需付差額費用54,000元。
甲男先行墊付自費差額54,000元之後，得檢付核退醫
療費用應備書件及自付差額同意書，向勞保局申請核
退54,000元。

健保所定自付差額特殊材料品項，如健保自付差額(差
額負擔)規定，https://bit.ly/35xgNWO 

https://bit.ly/35xgNWO


勞保職災傷病給付

屬於薪資補償的性質
不是受傷住院就有的
已恢復工作不能申請

第七版 p179~p181



職災保險傷病給付
屬於薪資補償的性質
不是受傷住院就有的
已恢復工作不能申請

111.05.01 施行



勞保職災傷病給付

執行職務

意外傷害

職業病

未能取得
原有薪資

正在
治療中

住院.門診.復健

自不能工作
第4日起

職業災害
傷病給付



職災保險傷病給付

執行職務

意外傷害

職業病

未能取得
原有薪資

正在
治療中

住院.門診.復健

自不能工作
第4日起

職業災害
傷病給付

111.05.01 施行



勞保職災傷病給付

職業災害
傷病給付

第1年
平均日投保薪資70%

自不能工作
第4日起發給

第2年
平均日投保薪資50%

1.與手術或費用無關
2.實際治療期間
3.已恢復工作不得申請



職災保險傷病給付

職災保險
傷病給付

第1~2個月
平均日投保薪資100%

自不能工作
第4日起發給

第3個月~第2年
平均日投保薪資70%

1.與手術或費用無關
2.實際治療期間
3.已恢復工作不得申請

111.05.01 施行















案例
111年8月29日，甲男因上班途中發生嚴重車禍住院治
療15天，出院後在家療養無法上班；111年11月1日
再次住院開刀5天，直到111年12月1日才恢復正常上
班，此段期間甲男均有門診及復健。其平均月投保薪
資為42,000元，則可申請多少傷病給付？

111年8月29日受傷住院，111年9月1日起算至111年11月30日
共計91日
平均日投保薪資＝42,000元÷30＝1,400元

若依照原先勞保職災傷病給付
＝91×1,400元×70%
＝89,180元



案例
111年8月29日，甲男因上班途中發生嚴重車禍住院治
療15天，出院後在家療養無法上班；111年11月1日
再次住院開刀5天，直到111年12月1日才恢復正常上
班，此段期間甲男均有門診及復健。其平均月投保薪
資為42,000元，則可申請多少職災保險傷病給付？

111年8月29日受傷住院，111年9月1日起算至111年11月30日
共計91日
平均日投保薪資＝42,000元÷30＝1,400元

職災保險傷病給付
＝前2個月(30+31) ×1,400元＋第３個月起30×1,400元×70%
＝85,400元＋29,400元
＝114,800元



勞保職災失能給付
一次失能給付或失能年金

達無工作能力,申請失能退保終止
配偶、子女有眷屬補助,最多50%

第七版 p237~p245



職災保險失能給付
一次失能給付或失能年金

失能年金有完全、嚴重及部分
配偶、子女有眷屬加計,最多20%

111.05.01 施行



第七版 p238~p239



第七版 p245



勞保職災失能給付

執行職務

職業傷害

職業病

勞保失能
給付標準

失能等級
15級221項



職災保險失能給付

執行職務

職業傷害

職業病

勞保失能
給付標準

失能等級
15級221項

111.05.01 施行



失能等級
1~15級

仍有
工作能力

1.無工作能力
2.失能1~7級
工作能力減
損70%以上

失能
一次金
給付

失能
一次金
給付

失能年金
眷屬加發
配偶、子女

20個月
一次給付+

勞保職災失能給付

於98.01.01
前加保者+



失能年金
給付

職災保險失能給付
失能1~2級
無工作能力完全失能

嚴重失能

部分失能

失能3級
無工作能力

失能1~9級
工作能力減損

70%以上

失能1~9級
工作能力減損

50%以上

給付
平均月投保
薪資50%

給付
平均月投保
薪資70%

給付
平均月投保
薪資20%

眷屬加計
配偶,子女
最多加計20%

111.05.01 施行



失能
等級

1~15級

仍有
工作能力

工作能力
減損

1~9級

失能
一次金
給付

失能
年金
給付

眷屬加計
配偶,子女
最多加計20%

職災保險失能給付

於98.01.01前
加保者+

失能
一次金
給付

完全
失能

嚴重
失能

部分
失能

給付
70%

給付
50%

給付
20%

111.05.01 施行



關鍵思考











案例
甲男45歲因職業傷害四肢癱瘓而終身無工作能力，平
均月投保薪資為42,000元，工作中發生事故而癱瘓，
經勞保局認定第2等級1000日，核發完全失能的失能
年金。

完全失能年金＝42,000元×70%＝29,400元



循前例
甲男領取完全失能年金，有配偶40歲及兩位子女分別
為15及13歲，最多可加計2位×10%＝20%，眷屬加
發＝29,400元×20%＝5,880元。

完全失能年金（含眷屬加發）＝29,400元＋5,880元
＝35,280元



循前例
甲男依上述領取失能年金加計眷屬補助，2年後甲男身
故：
1. 遺屬符合遺屬年金之領取資格，繼續領取遺屬年金
只能減半發給。

原先甲男失能年金29,400元，減半之後遺屬年金
29,400元×50%＝14,700元。
遺屬有太太42歲及兩位子女17歲、15歲共計3位，符
合眷屬加計2×10%＝20%。
眷屬補助＝14,700元×20%＝2,940元。

遺屬年金 (含眷屬加發)
＝14,700元＋2,940元＝17,640元



循前例
甲男依上述領取失能年金加計眷屬補助，2年後甲男身
故：
2. 遺屬選擇領取一次請領失能給付扣除已領失能年金
總額，但須甲男於98.01.01前有投保勞保

平均月投保薪資為42,000元，失能等級經勞保局核定
為第2等級1,500日。

差額＝42,000元÷30×1,500日－35,280元×24
＝1,253,280元

遺屬就 1.或2.擇一領取



勞保職災死亡給付

遺屬津貼或遺屬年金/喪葬津貼
遺屬符合資格應考慮眷屬補助

第七版 p377~p382



職災保險死亡給付
遺屬年金,遺屬津貼,遺屬一次金

喪葬津貼5個月
沒有符合當序遺屬資格
則領取喪葬津貼10個月

111.05.01 施行



第七版 p377



第七版 p378~p379



職災
勞工
身故

遺屬
一次金

平均月
投保薪資

5個月

平均月
投保薪資

50%

平均月
投保薪資
40個月

眷屬補助
符合順位
遺屬最多
加計20%

職災保險死亡給付

符合
當序遺屬
順位

遺屬
年金

遺屬
津貼

於98.01.01前
加保者

平均月
投保薪資
40個月

符合
當序遺屬
順位

喪葬
津貼

支出
殯葬費
之人

未有符合
當序遺屬
順位

喪葬
津貼

10個月

111.05.01 施行



關鍵思考











勞保職災失蹤津貼
限定從事漁業,航空,航海,坑內工

失蹤津貼
每月平均月投保薪資70%

請領順序同死亡給付遺屬順位

第七版 p391~p392



職災保險失蹤給付
作業中遭遇意外事故致失蹤

失蹤給付
每月平均月投保薪資70%

請領順序同死亡給付遺屬順位

111.05.01 施行







補助與津貼



第七版 p419



111.05.01 施行



職業災害勞工申請器具照護失能及死亡補助辦法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被保險人退保後診斷罹患職業病補助及津貼
核發辦法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協助
職災勞工重返職場補助辦法

111.05.01 施行



職業病認定



雙軌制



單軌制
111.05.01 施行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職業病鑑定作業施行辦法



預防職業病作業



類別 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
之作業類別

預防職業病健康追蹤檢查
之作業類別

法規 勞工職災保險及保護法
第63條第1項

勞工職災保險及保護法
第63條第1項

檢查範圍 有害作業類別及檢查項目 有害作業類別及檢查項目

勞保年資
最近加保年資

至勞保局受理申請
連續滿1年以上

加保年資
連續滿1年以上

申請者 投保單位、勞工自行申請 投保單位、勞工自行申請

申請時間 不限制 變更作業、離職或退保後

申請次數
全年均可申請辦理

投保單位可視情況分批為所
屬合於規定之勞工提出申請

每年得檢查一次

https://www.bli.gov.tw/0106467.html
https://www.bli.gov.tw/0106643.html


勞工保險 vs 職災保險

選舊法還是選新法？

111.05.01 施行



事故日發生在職災保險及保護法施行日之前的給付選擇

勞工
111.03.01
職災事故

醫療
給付

傷病
給付

失能
給付

死亡
給付

111.03.01 111.05.01

失能
給付

死亡
給付

舊法 : 勞保職災 新法 : 職災保險

各給付項目
目前都可以
各自來選擇
舊法或新法

也就是即便
醫療、傷病
給付選擇了
舊法，其他
給付仍可以
選擇新法的



事故日發生在職災保險及保護法施行日之前的給付選擇



事故日發生在職災保險及保護法施行日之前的補助選擇



勞基法與勞保之關係

勞保失能
給付標準

勞保失能
給付標準



111.05.01 施行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90
【給付抵充】
 遭遇職業傷病之被保險人於請領本法保險給付前，雇主
已依勞動基準法第59條規定給與職業災害補償者，於被
保險人請領保險給付後，得就同條規定之抵充金額請求
其返還。

 遭遇職業傷病而不適用勞動基準法之被保險人於請領給
付前，雇主已給與賠償或補償金額者，於被保險人請領
保險給付後，得主張抵充之，並請求其返還。

 被保險人遭遇職業傷病致死亡或失能時，雇主已依本法
規定投保及繳納保險費，並經保險人核定為本保險事故
者，雇主依勞動基準法第59條規定應給予之補償，以勞
工之平均工資與平均投保薪資之差額，依勞動基準法第
59條第3款及第4款規定標準計算之。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89
【承攬連帶責任】
 事業單位以其事業招人承攬，就承攬人於承攬部分所使
用之勞工，應與承攬人連帶負職業災害補償之責任。再
承攬者，亦同。

 前項事業單位或承攬人，就其所補償之部分，對於職業
災害勞工之雇主，有求償權。

 前二項職業災害補償之標準，依勞動基準法之規定。
 同一事故，依本法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僱用勞工之雇
主支付費用者，得予抵充。



某勞工年僅40歲，在111年1月1日工作中發生
嚴重職災而終身無法工作，預估符合失能3級
（新法的嚴重失能年金）。仍有35歲的配偶及
2位年僅3歲的雙胞胎。

於95年1月1日開始參加勞保,投保年資15年
事故當月起前半年的平均月投保薪資45,800元
平均最高60個月的月投保薪資42,000元

案例1

☐勞保職災 ☐職災保險
舊法 新法



│舊法 失能年金
=42,000×15×1.55%+42,000×15×1.55%×

50%（眷屬補助50%）
=14,678元/月

│新法 嚴重失能年金
＝45,800×50%+45,800×50%×20%（眷屬
補助20%）

= 27,480元/月

案例1



某勞工45歲，在111年3月1日工作中墜落而身
故。此位勞工已婚，配偶43歲及兩位10歲、12
歲子女
於82年1月1日開始參加勞保，投保年資28年
事故當月起前半年的平均月投保薪資40,000元
平均最高60個月的月投保薪資42,000元。

案例2

☐勞保職災 ☐職災保險
舊法 新法



│舊法
遺屬年金＝ 42,000×28×1.55%+42,000×28×
1.55%×50%（眷屬補助50%） = 27,342元/月

│新法
遺屬年金＝ 40,000×50%+40,000×50%×20%
（眷屬補助20%）= 24,000元/月

案例2



某勞工100年1月1日才加入勞保，在111年1月1
日工作中墜落而身故。此位勞工未婚，沒有配偶
及子女，父母各50歲不符合遺屬年金請領資格，
但符合遺屬一次金的資格。

於100年1月1日開始參加勞保投保年資10年
事故當月起前半年的平均月投保薪資42,000元
平均最高60個月的月投保薪資40,000元

案例3

☐勞保職災 ☐職災保險
舊法 新法



│舊法，遺屬僅有父母親各50歲
此案例中父母親僅能領取【喪葬津貼】10個月，
也就是420,000元，或等未來符合遺屬年金資格
領取遺屬年金。

│新法，遺屬僅有父母親各50歲
此案例中父母親可以改領取
【遺屬一次金】40個月及【喪葬津貼】5個月，
共計45個月1,890,000元
或等到日後符合遺屬年金的資格，領取遺屬年金。

案例3



某勞工50歲，在111年1月1日工作中墜落而身故
此位勞工未婚，沒有配偶及子女，父母及祖父母
均已身故。只遺有兄弟姊妹共3人，而兄弟姊妹
各自經濟獨立。

於82年1月1日開始參加勞保投保年資28年
事故當月起前半年的平均月投保薪資42,000元
平均最高60個月的月投保薪資40,000元

案例4

☐勞保職災 ☐職災保險
舊法 新法



│舊法，遺屬僅有兄弟姊妹，兄弟姊妹須受被保險
人撫養才符合遺屬資格，此案例中兄弟姊妹並無
受被保險人撫養，故能由支出殯葬費之人領取
【喪葬津貼】10個月，也就是420,000元

│新法，遺屬僅有兄弟姊妹，兄弟姊妹須受被保險
人撫養才符合遺屬資格，此案例中兄弟姊妹並無
受被保險人撫養，故能由支出殯葬費之人領取
【喪葬津貼】10個月，也就是420,000元

案例4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

 職災保險

失能給付

 職災勞工申請器具照護失能
及死亡補助辦法

完全失能照護補助

 職災勞工重返職場補助辦法

傷病給付

住院期間照護補助

職能復健津貼

醫療給付

第1年 前2個月 元 x100%

3~12月 元 x70%

第2年 13~24月 元 x70%

失能年金 ☐配偶 ☐子女 位
☐完全70%

x ☐嚴重50% = 元/月
☐部分20%

失能一次金
元÷30x 日＝ 元

☐12,400元/月
☐有職災保險最多5年
☐無職災保險最多3年

1,200元 x 日
不含加護病房、隔離病房

復健日數 日,上限180日

☐住院☐門診

投保薪資第1等級(111年25,250元)
元 x 60%÷30 x 日

平均月投保薪資 = 元

最佳方案的提供者 111.04.02

住院期間:
門診復健期間:

☐健保自付差額醫材

事故發生前6個月平均



職業災害

是勞工的痛，也是雇主的痛
痛在勞工身體上的傷，痛在不得不支出的金錢
也許職業災害很難有完全消失的一天
但是透過適當的風險分散
也許勞工能獲得些許的慰藉
而雇主也能有繼續經營事業的動力



bms.method@gmail.com
www.bestmethod.com.tw

Google搜尋

鄭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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