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教人員保險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十條 本法第二條、第六條、第八條、第九條、第十一條、

第十六條、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六條、第二十八條及第四

十九條所定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一月十四日修正施行之

生效日，依本法第五十一條規定，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以

命令定之。

第十九條 本法第二十八條所定死亡給付或遺屬年金給付之發

放對象，應以被保險人死亡時之有權領受者為限，並按下

列方式分配給與:

一、未再婚配偶領受二分之一;其餘依序由本法第

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所定順序之受

益人領受之 O 該死亡被保險人無配偶，或其配

偶喪失或拋棄領受權時，由本法第二十八條第

一項各款所定受益人，依序領受。

二、前款同一順序受益人有數人時，按人數平均領

受;如有喪失或拋棄領受權者，由同一順序其

他受益人平均領受。但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

第一款所定領受人喪失或拋棄領受權者，由其

子女代位領受之 O

三、同一順序無受益人或受益人均喪失或拋棄領受

權時，由次-)1損序受益人領受 O

四、無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受益

人，或該三款受益人均喪失或拋棄領受權時，

由未再婚配偶單獨領受 O



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五項所定子女，包

含未出生之胎兒，並以將來非死產者為限;其得領受一次

死亡給付或遺屬年金給付之權利應予保留 O

第四十條 本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因執行職務發生

危險，指於執行職務時，遭受暴力、發生意外或危險，以

致失能或死亡 o

第四十一條 本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稱因公差遭遇意外

第四十二條

危險或罹病，指被保險人經服務機關(構)學校拍，派，執

行一定之任務或代表機關參加活動，自出發以迄完成指派

任務或參加活動，返回辦公場所或住(居)所止之期間內，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一、遭受暴力、發生意外或危險，以致失能或死亡。

二、因執行公差任務，遭受成染，引發疾病，以致

失能或死亡。

本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款所稱因辦公往返或在

辦公場所遇意外危險，才昌在處理公務之場所，於辦公時間

內或指定之工作時間內，因處理公務而發生意外事故，以

致失能或死亡 o

前項所稱辦公往返，才告被保險人於工作日或指定加

班日，為辦理公務，在合理出、退勤時問，於住(居)所

與辦公場所聞必經路線往返。

前項所定必經路線?已令下列情形:

一、自住(居)所前往辦公場所上班途中 O

二、在工作日或指定加班日之用膳時間，自辦公場

所前往肘膳往返途中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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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辦公場所退勤，直接返回住(居)所途中。

四、自辦公場所退勤，直接返鄉省親或返回辦公場

所上班途中。

被保險人依規定上班之往返辦公場所必經路線，因

道路交通情事繞道行駛，途中粹發疾病、發生意外或危

險，經就其起點、經過路線、交通方法、行駛時間各因素

查證後，屬客觀合理者，視為必經路線。

本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四款所定奉召入管或服役

期滿之往返途中及第五款所定服役往返途中，比照前四項

規定。

第四十三條 本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六款所稱因盡力職務，積勞

過度，應同時符合下列條件:

一、盡力職務:被保險人最近三年年終考績(成)

或成績考核一年列甲等，二年列乙等以上;或

職務評定良好;未辦理考績(成)或成績考核

者，應附服務成績優良證明文件 O 但已因病連

續請假者，以其開始連續請假前三年之年終考

績(成)、成績考核或服務成績證明認定之。

二、積勞過度:服務機關(構)學校應舉證其職責

繁重，足以使之積勞過度。

三、因盡力職務，積勞過度所生疾病:被保險人因

公致失能或死亡之傷病庭、由服務機關(構)學

校查明其病症與工作關餘，並應以中央衛生主

管機關評鑑合格之醫院開具之失能證明書所載

疾病傷害原因證明其因果關條;死亡者則以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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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之死亡診斷證明書所記載疾病傷害原因證明

之。

第二節 失能給付

第四十九條 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失能給付之計算標

第五十條

準，應依本法第十五條所定確定永久失能日往前推算六個

月保險傢(薪)額之平均數認定之 O

承保機關對於不合規定之失能給付請領案件，得保留

Jffi、送之失能證明文件存查 o

本保險失能爭議及各項現金給付爭議，由本保險主

管機關核釋之。

第五十一條 被保險人請領失能給付，應填具現金給付請領書，併

第五十二條

同下列書據證件，送承保機關辦理:

一、失能證明書:應由主治之醫院出具;證明書內

各欄應據實填具 o 5ffi 駐國外者，得由駐在地之

治療醫院出具之。

二、其他證明文件:如經 X 光檢查者，應附 x 光報

三七 。口

三、申請因公夫能給付者，應附有足資證明符合因

公條件之相關證明文件 o

法定機關編制內有給政務人員、民選公職人員及聘用

人員，於依法返戰時，得依本法第十六條規定請領養老給

付 O

前項所稱依法退職，指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依所適用之離退給與規定辦理退(離、卸)職

且未有法定喪失請領離退給與之情形者 O



二、未定有離退給與法令之氏選公職人員，依法離

(卸)職並退保。但違反所適用法令之規定而

經撤(兔、解)除職務、停止職務，或有違反

所適用法令之規定而先行辭職等情事者除外 o

前項人員經依法停止職務之原因清滅時，因任期屆

滿而無法復職者，視同依法退職並比照前二項規定辦理。

前二項人員於符合依法退職規定時已死亡者，得由

其遺屬比照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請領一次養老給

付金額或遺屬年金給付。

第二項第一款所稱喪失請領離退給與之情形，指不

得請領由政府機關(構)、學校負擔財務或提儲之離退給

血。

第五十七條 本法第十七條第四項第一款所定月退休(職、伍)給

與或類比之非一次性離退給與，應符合下列各款條件:

一、按月、按季或接年給付至領受人死亡或喪失領

受權止。

二、給付財務責任屬本法第十六條第四項第三款所

定情形。

本法第十七條第四項第一款、第二款所定給與及第三

款所定優患存款範園，由本保險主管機關認定之。

被保險人所領離退給與屬本法第十六條第四項第三

款第二目但書情形者，其每月退休(職、伍)給與之計算，

按其個人帳戶金額，依本法第十七條第四項第二款規定辦

王里 O 

本法中華民t 國一百零三年六月一日修正生效後，因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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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人適用之離退法令修正，致原給與名稱、屬性有所變

更者，由各離退法令之主管機關送本保險主管機關重新認

定。

第五十九條 本法第十六條第八項及第十七條所定年金給與上限之

計算基準日，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依本法第十六條第一項所定養老給付請領條件

請領者，以符合請領條件之日為準。請領展期

養老年金給付，或展期月退休(職、伍)給與

者，亦同。

二、被保險人已依規定請領養老年金給付者，再支

(兼)領月退休(職、伍)給與時，以再支(兼)

領月退休(職、伍)給與之日為準。

三、依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三項及第四十九條規定請

領本保險養老年金給付者，以申請之日為準。

依本法第十二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請領重複加係

年資應計給養老年金給付者，比照前項規定辦理 O

依本法第六條第五項及第七項、第十條第三項及第四

項規定，得併計成就請領養老給付條件但不予給付者，其

重複力口保年資得併入本法第十七條第三項所定保險年

資，核算退休年金給與上限。

本法第十八條第二項所定加保年資未滿十五年而以

十五年計給養老年金給付者，不受本法第十六條第八項及

第十七條所定年金給與上限之限制 O

依本法第十七 11荼第三項規定計算退休年金給與上限

之，保險年資，不包含本保險以外之其他社會保險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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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一條 本法第十八條第二項所稱終身無工作能力，指被保險

人失能情形經審定為全失能，且符合失能給付標準所定終

身無工作能力者。

第六十七條 被保險人符合請領養老給付條件時，應填具現金給付

請領書並選擇請領或暫不請領;其選擇請領者，庭、併的相

關證明文件。

前工頁被保險人依本法第十八條第二項後段所定全失

能且經評估為終身無工作能力而退休(職)或資遣規定請

領者，應附失能證明書。

依本法第二十六條規定請領保留年資養老給付者，或

依本法第四十九條規定併計曾參加勞工保險年資請領養

老年金給付者，除依第一項規定檢證外，應併同下列證明

文件:

一、參加勞工保險者，應附權責機關(構)出具投

保年資、退保並請領老年給付核定證明 O

二、參加軍人保險者，應附權貴機關〈構)出其投

保年資、退係並請領退伍給付核定證明或依法

退伍證明 O

三、參加國民年金保險者，應附權責機關(構)出

具退係並請領老年給付核定證明 O

依本法第十二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請領重複加係

年資之養老給付者，除依第一項規定檢證外，應比照前項

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檢證 O

第六十九條 被保險人於退休生效前死亡者，由其符合本法第二十

八條規定之，遺屬申請改辦死亡給付或遺屬年金給付 O



被保險人符合請領本保險養老給付條件而未於符合

條件之日起三個月內選擇是否請領即死亡者，其原未請領

之養老給付，得由其遺屬比照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七項規

定，請領一次養老給付或改領遺屬年金給付。

第七十條 被保險人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五月三十日以前已領養

老給付者，其再任公(教)職並繳回養老給付續保者，於

符合本法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而請領一次養老給付時，其

原有保險年資與再任後加保之年資，應合併計算;如其應

計一次養老給付金額低於原繳回者，補發其差額。

前項被保險人未符本法第十六條第一項所定請領養

老給付規定而離職者，得於離職後十年內，請領原已繳曰

或原庭、領而未領之一次養老給付 O 但在職死亡領取一次死

亡給付者，不得請領;其原、領一次長老給付金額高於一次

死亡給付時，補發其差額。

第七十六條 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三項所稱無謀生能力之範園，指經

鑑定符合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所定身心障礙等級為重度障礙

以上之等紋，且未實際從事工作，亦未參加本保險或其他

職域社會保險者 O

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三項第一款所定配偶領取遺屬年

金給付之婚姻存續關餘，依戶籍記載認定之 O

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二項第一款所稱拘禁，拈受拘留、

留置、觀察勒戒，強制戒治或保安處分裁判之宣告，在特

定處所執行中，其人身自由受剝奪或限制者。但不包含執

行保護管束、保外就醫及假釋中者 O

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二‘項第三款所稱已有謀生能力，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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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第一項所定情形。

第七十九條 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三項第一款第一目及第三款後段

所定得自年滿五十五歲之日起支領遺屬年金給付者，於達

起文年齡前死亡時，其他有權領受之遺屬，應按本法第二

十八條所定領受順序及分配比例，分別依本法第二十二條

第四項、第七項，第二十三條第六項、第二十五條第二項

或第二十七條規定請領。

前項所稱有權領受之遺屬，指被保險人死亡時，符合

本法第二十八條規定之遺屬。

第一項人員得擇領遺屬年金給付者，應自申請之日起

發給;未達起文年齡者，自達起支年齡之日起發給。

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七項所定請領展期養老年金給付

之被保險人於領受給與之前死亡者，其符合本法第二十八

條第三項所定請領遺屬年金給付條件之遺屬擇領遺屬年

金給付時，應自被保險人死亡之日起發給;未達起文年齡

者，自達起支年齡之日起發給 O

第八十條 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三項第三款所定被保險人之父母每

月工作收入，應就其前一年度參加本保險或其他職域社會

保險之係倖額平均數，與其前一年度綜合所得申報資料所

載工作相關收入之平均數，取其高者。

前項所稱前一年度綜合所得申報資料所載工作相關

收入之平均數，指依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所定各類所

得合併計算之平均數 O

第八十二條之一 本法第三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分娥，拈妞婊滿三

十七週產出胎兒;同項第二款所稱早產〉拈胎兒產出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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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婊週數二十週以上但未滿三十七遇。

前項好婊二十週以上之胎兒，於母體腹中、產出時或

產出後，無心跳或其他生命跡象之死產者，得依實際情形，

分別適用分挽或早產之規定。

第八十八條 承保機關辦理下列各期按月給付之查證期間，得暫停

發給給付:

一、因洽請相關機關(構)提供資料及進行資料比

對 o

二、應由領受人配合提供相關資料 O

三、領受人行蹤不明。

前工頁查證結果符合給付條件者，承保機關及超額年金

之發給機關庭、補發查證期間之給付。

第一項查證結果而有需停止或喪失領受權利，或暫停

發給給付期間逾一個月以上等情形，承保機關應以書面通

知領受人及要保機關或超額年金之發給機關。

承保機關應訂定查證作業規定，送本保險主管機關備

杏。

第一項查證作業期間，要保機關未配合辦理應辦事宜

者，承保機關得通知其主管機關議處有關人員 O

第九十條 本細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一日施行 O

本細則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月七日修正之條文，自

一百零四年六月十九日施行 O

本細則修正條文，白發布日施行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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