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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舉辦「修正國民年金分期繳納與延期繳納辦法」 

公聽會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25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地      點：本會 1 樓第一會議室 

出（列）席： 

本      會－鄭孟洳議員 

           李喬如議員 

            陳致中議員             

政 府 官 員－衛生福利部社會保險司申育誠博士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傅育奇科員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社會救助科陳琴寶股長 

高雄市政府研考會管制考核組郭寶升組長 

民 間 團 體-快樂廣播網節目主持人鄭新助先生 

其      他－李昆澤立法委員服務處黃炯愷助理 

            趙天麟立法委員服務處房書帄助理 

            黃捷議員服務處蔡明仁助理、吳京翰助理 

            陳慧文議員服務處黃太春主任 

            蔡武宏議員服務處李漢儀主任 

主 持 人：鄭孟洳議員 

記   錄：詹淵翔 

甲、主持人介紹與會出席人員，宣布公聽會開始並說明公聽會要旨。 

乙、議員、學者、各單位陳述意見。 

鄭議員孟洳 

李議員喬如 

衛生福利部社會保險司申博士育誠 

勞動部勞工保險司傅科員育奇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社會救助科陳股長琴寶 

高雄市政府研考會管制考核組郭組長寶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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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廣播網節目鄭主持人新助 

陳慧文議員服務處黃主任太春 

丙、主持人鄭孟洳議員結語。 

丁、散會：上午 10 時 5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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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國民年金分期繳納與延期繳納辦法」公聽會錄音紀錄整理 

 

主持人（鄭議員孟洳）： 

感謝大家今天來參加「修正國民年金分期繳納與延期繳納辦法」的公

聽會，謝謝相關單位的主管機關。我先來介紹一下我們的貴賓，衛生福

利部社會保險司的申博士、勞動部勞工保險局的傅科員、立法委員李昆

澤服務處的黃助理、立法委員趙天麟服務處的房助理、黃捷議員服務處

的蔡助理和吳助理、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社會救助科的陳股長、高雄市政

府研考會管制考核組的郭組長、快樂廣播網節目主持人鄭新助前議員。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鄭孟洳議員，感謝各位今天來參加公聽會，最主要

是我們現在面臨國民年金十年大限的影響，相信在座的各位都知道吧，

因為最近新聞報得那麼大。國民年金從2008年10月份開始開辦，最主要

現在遇到一個問題是，我們國民年金都是給沒有收入的人去繳納的，簡

單來講就是我們社會弱勢的一部分，有一部分都是我們弱勢的一部分。 

我這邊目前受到十年大限影響，就是十年期限一過，就沒有辦法保留年

資的部分，沒有年資就會影響受益者的權益。其實國民年金本身就是因

為弱勢朋友，沒有工作，或是因為身體的關係，沒有辦法去工作，沒有

各種的公保、勞保、農保、漁保等等，什麼保險都沒有才去保國民年金，

所以有一部分都是弱勢朋友。現在面臨到的是，其實最基層、最弱勢的

那群朋友，他可能有意願，但是負擔不起那筆金額，針對這個部分，我

想請相關單位來探討研擬一下，有沒有什麼解決辦法。首先邀請民間代

表鄭新助前議員發言。 

快樂廣播網節目鄭主持人新助： 

今天的主持人鄭議員是我的姪女，向出席的衛福部、勞動部、研考會，

包括社會局的立委以及同仁大家好，感謝各位的列席。有一個問題向大

家報告，先前鄭議員孟洳在市長施政報告質詢時，我把錄音拿到我的電

台播放，大家都知道我的電台包括國外的有14個頻道，國外的台僑都聽

我的節目二、三十年了，結果被我發現社會局沒有派人說明。這些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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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苦的人，包括領我的便當、米二、三十年的那些人，不可能繳得起這

個。65歲到了，你即使讓他辦理分期，你早上去我發便當的地點，10

點多就已經有人在排隊，這個時間已經有人在領便當了，怎麼可能一個

月可以分期繳兩、三千元？欠繳至今是98,565元，我們用10萬去計算，

65歲以上的老人，全台灣有100多萬人，高雄市政府前幾天告訴我大約

將近有13萬人。貴局沒有給我廣告費，我在電台一直宣傳到12月底一定

要記得繳，目前距離元月底已經剩下5天了，如果不繳納，以後就不能

領國保的那筆3,000多元的老人基金。你們是不是都叫我這麼說。但是

他們就真的繳不起這筆費用，如果說低收入戶有補助的話，社會局也知

道真正的低收入戶不是像打文化部長的那個人一樣，那個人不是領

6,000還是1萬多元，住7,000多萬的豪宅，台北市民才有辦法這樣做，

高雄市民申請得下來嗎？就是因為他們沒有錢，這13萬人期限到了之後

要怎麼辦？你還說要叫他們申請。那天鄭議員孟洳質詢，你們的局長答

復他說只要先繳一期就保障資格了。我聽了很高興，就是先申請繳納一

期。請衛福部、勞動部和研考會注意，這會出事的。我在電台宣傳完之

後，你們派人告訴我，說我講錯了，是繳完一期之後，還要繼續再繳納，

這樣不就回到原點了，怎麼還需要答復。你說他們繳完一期之後，這一

期分期繳一千多元，如果沒有錢，就四、五個月後再繳一期，或是如果

寬裕一點就再多繳兩、三期。但是你後來說如果都沒有繳納的話，以前

的資格都會被取消，到時候只能領幾百元，你這樣就害死我了。現在每

天打來我的快樂廣播網的抗議電話就有幾百通，我不是快樂聯播網，我

是快樂廣播網。快樂聯播網只有5個頻道，我的快樂廣播網有十幾個頻

道，我都是用台語主持的。這是第一點。 

  還有一個嚴重的問題，現場有立委服務處派助理在這裡，尤其是勞動

部和衛福部不要紙上談兵。我昨天和前天都有跟陳其邁副院長通電話，

他說不要告訴別人有跟他通過電話，這也不是什麼秘密。65歲以上的人

口有一百多萬人，請問現在60歲的人口有多少？65歲就沒有辦法繳納

了，60歲的還要10年才能領，他現在欠將近10萬元還要分期，每個月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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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繳納分期的一千多元，請問這些60歲的人，還要再繳10年，你是要他

去賣血，還是去搶銀行，還是像報紙報導的去自殺？你們是欺負我們這

些老人。請問各位長官，現在55歲的人還要再繳幾年？55歲的還要再繳

10年，依照目前算來欠10年是要繳納將近10萬元，除了要還將近10萬元

以外，還要再繳納近10萬元的分期，這樣要怎麼解決？你們高層都只會

說好聽的話，你們如果要多收，去找區公所，李議員喬如已經當5、6

屆議員了…。 

李議員喬如： 

7屆。 

快樂廣播網節目鄭主持人新助： 

你去問一下高雄市的區公所，有哪一個區公所是貴局派出去在服務這

個部分的，我現在提出的這個問題要如何服務。今天的公聽會結束之

後，我會帶去電台播放，如果不行的話，你們就說以前說的都不算數，

任由他們去自殺。沒有辦法繳納的就去自殺，乾脆這樣講，我也比較省

事。你這樣不是害死我嗎？那天李議員喬如在旁邊，我在電視機旁看，

貴局的局長不知道是不是欺負新科議員第一次的質詢，他說只要繳一期

就保障資格，他應該是要說這一期繳完之後還要繼續繳納才對。就是因

為沒有錢繳納才會申請分期付款，55歲的還要再繳10年，到目前為止已

經欠20萬了。一般我們如果在服務的時候，幫他們申請分期，三千多元

大概還一千多元，領三分之二回來，慢慢讓他抵銷，大概都是一半至三

分之一在抵扣。你要怎麼讓人家解套？請答復一下。 

我不是議員，我只是市井小民，我是一個電台工作者，我也是來一吐

怨氣，李議員喬如也在這裡。我的快樂廣播網都讓高雄市政府和民進黨

利用，20年的廣告，都在替你們社會局，只要是助理送稿子來，我就幫

你們廣告，不收你們一毛錢。也幫文化局和新聞局廣告20年了，不曾收

過一毛錢，你們的錢都給現在去中央任職的那個人了。昨天新聞報導文

化局、新聞局、社會局的錢都給中央了，我是傻子，是我這個和尚自己

傻。你們有拿過一毛錢來跟我買廣告嗎？都沒有。你們這些長官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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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你們透過立委要求我廣告，我就廣告，沒有收過半毛錢，錢都是別

人賺走了，這樣不算欺負我嗎？我言盡於此。今天你們的錄音我會在電

台播放，以後我會帶人去市政府社會局抗議，我也是專門發動抗議中央

的人，看看你們是怎麼欺負我們這些老人的。我已經80歲了，我沒有差，

但是我要對這些老人要怎麼交代，不應該這樣欺負我，對於新科議員這

樣回答，你有聽到嘛！李議員喬如在旁邊，聽到你們說只要繳一期，資

格就保住了。結果後來請助理跟我說，一期繳完還要繼續繳納，這樣就

回到原點了，你們是在耍我們嗎？ 

我再強調一次，65歲的高雄市民是13萬人，60歲的有多少人？50歲的

有多少人？現在欠繳98,565元，你要求他分期一個月繳一千多元，合

理。但是這些60歲的人一個月要繳多少錢？那一筆還要再繳納的932

元，現在要漲價了，你要他怎麼繳？50歲沒有勞保也沒有公保等等的

人，說白一點，這些都是在領便當等死的，需要救濟的，低收入戶申請

不下來。因為有些人被拿去做人頭娶大陸新娘；有些是子女不孝，沒有

弒親就算孝順了。不好意思，我說話比較直接。因為社會局長答詢的錄

音，我在電台播放之後卻害到我了，一天都接到好幾百通的電話，說我

怎麼可以這樣欺騙他們。繳納一期之後還是要繼續繳，沒辦法繼續繳納

的，那一期不就白繳了，可以這樣欺負我們嗎？可能是新科議員比較老

實，如果是這樣欺負我的話，我是不會善罷干休，我先告訴你們。我目

前只是一個普通的市民而已，今天就是一吐怨氣，以後也不會再麻煩你

們了。 

主持人（鄭議員孟洳）： 

感謝快樂廣播網的主持人鄭新助議員。我們先來邀請李議員喬如發

言。我這邊有一個要說明的部分，補充介紹陳議員致中也到現場關心。

我邊要跟大家講一下，我們的國保是社會保險，剛剛也一直在強調是沒

有保任何的公保、勞保、國保、漁保等等這些保險才會去繳國民年金。

最常遇到的回答復是說因為社會成本太大，所以沒有辦法進行展延等等

的。我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最終的因果關係是，如果今天社會的體制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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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大家都可以去保勞保、公保、漁保或是農保的情況之下，國民年

金的保險人數就會相對比較低。但是今天就是因為社會不足的部分，我

們才會有國民年金出來，所以其實我覺得還是要去考慮到最弱勢的部

分，國民年金代表我們的社會還有一部分不足的地方。這個不足的地方

必頇由政府來負擔，由政府來照顧，這才是我們政府的職責。現在請衛

福部代表發言。 

衛生福利部社會保險司申博士育誠： 

  謝謝議員，各位先進好。因為國民年金法第一條就規定：「為確保未

能於相關社會保險獲得適足保障之國民於老年、生育及發生身心障礙時

之基本經濟安全，並確保其遺屬經濟安定之生活保障。」剛才議員及各

位先進有提到，有關繳不起保費的部分，我們有相關的補助，還有因應

的措施。譬如說可以提高保費的補助，可以向戶籍所在地的縣市政府社

會局處申請保費的補助或是減免。如果符合所得未達一定標準的被保險

人，可以依照你的所得程度，政府會提高保險費的補助，來減輕被保險

人的負擔。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就是可以向勞保局辦理分期繳納保險費

的程序，以減輕繳交保費的負擔。 

關於十年補繳即將到期的部分，我們在2017年10月30日就有一個國民

年金保費十年補繳屆期的因應對策。我們針對不同的被保險人，有分析

他們繳費的行為，配合縣市政府加強訪視說明，請被保險人繳費，也持

續辦理催繳相關的作業措施。也透過勞保局、原民會、教育部、內政部、

法務部等等，來加強宣導國保十年未繳的相關權益。主要我們都是透過

宣導的方式，或是請戶籍所在地的國民年金服務員來進行訪視，以提升

繳費率的部分，也透過這個保費補助，以及分期繳納的方式來減輕被保

險人的繳費負擔。謝謝。 

主持人（鄭議員孟洳）： 

謝謝衛生福利部的答復。請李議員喬如發言。 

李議員喬如： 

  謝謝今天的主持人鄭議員孟洳，我們很感謝鄭議員孟洳很關心我們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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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的市民權益，所以今天舉辦的這場公聽會是非常有意義的，我們也非

常的支持。剛剛我們有聽到衛福部有說，針對有些很難繳納的部分，剛

才鄭前議員也提到真的有些民眾是很辛苦的，我的服務處也有遇過。剛

剛我們衛福部的代表有提到可以有補助的方式，今天社會局在場嗎？請

陳股長說明一下，我們的社會局針對剛剛衛福部提到的可以補助有困難

而繳不起的人，國民年金補助申請的對象是不是有什麼條件的規範？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社會救助科陳股長琴寶： 

  主席、各位與會的貴賓和先進大家好。社會局第一次發言，針對剛剛

衛福部的說明，就是針對我們的國民年金被保險人，可以符合保險費補

助的對象。首先先說明，如果他是符合低收入戶的話，所有的保費都是

由市政府來支付，所以他本身…。 

李議員喬如： 

  除了低收入戶呢？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社會救助科陳股長琴寶： 

  除了低收入戶之外，我們有針對所得未達當年度最低生活費1.5倍

的，政府會補助他70%，他只要支付30%。以今年…。 

李議員喬如： 

  你剛剛所謂的補助70%的所得是多少？他領低於多少才有補助？你不

要說幾倍，就是他的條件是領多少以下的才能申請。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社會救助科陳股長琴寶： 

  就是他的所得是39,268元的部分，如果他的所得未達這個標準的話，

這個計算是所有家戶的應計人口再帄均分配的。 

李議員喬如： 

  我覺得各單位有點誤解了，今天如果是政府提出來的方案可行的話，

鄭議員孟洳不會在這裡開公聽會了。我們今天要求的是你們要了解到現

在的社會通貨膨漲，在沒有辦法負擔自己的生活之外，五、六十歲的弱

勢族群也很多。今天舉辦這場公聽會的意思就是，如果不是政府規定的

低收入戶可以申請補助的這些人之外，我們希望政府可以網開一面，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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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修法或是延期繳納的部分，這樣的方式來滿足這些弱勢的社會需求跟

期待。所以今天鄭議員孟洳也是很要求在政府沒有看見的，他不是低收

入戶，也不是你講的所得不足者，就是邊緣人，這些人怎麼辦？難道你

不管他們，任由他們等死嗎？鄭前議員新助也有一個慈善單位，他也花

很多錢在幫助這些人，他自己也並不富有。所以今天就是要透過今天的

公聽會，可以找到一個方法。我們也希望各中央單位，包括勞動部，今

天地方政府來的時候，不是用官方的方式來跟鄭議員交代說政府法令是

這樣規定。提到法令，我比你更內行，不然鄭議員孟洳也不會當議員。

所以我們希望在不適用你們法令規定的範圍內，我們透過今天的公聽會

來修正一些辦法。所以希望你們等一下能找出一個正確的方式，讓這些

弱勢的邊緣人，不符合目前條件的人可以得到照顧。謝謝。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社會救助科陳股長琴寶： 

  針對剛剛議員的回答，我先更正一下剛才提到的最低生活費的1.5倍

是19,649元，不好意思，我更正一下。然後兩倍的部分是…。 

李議員喬如： 

  你說的是月嗎？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社會救助科陳股長琴寶： 

  對，每個月未達1.5倍的部分是19,649元。針對議員剛才提到的，不

符合現階段的法令規定，可以補助的對象部分。我們可能要透過今天講

的，要透過修法的過程來達成，因為這是中央的法令，所以我們要請衛

福部這邊看看有沒有什麼方向可以提供給我們。以上。 

李議員喬如： 

  好，謝謝社會局，我們要請衛福部回答。 

衛生福利部社會保險司申博士育誠： 

  謝謝議員的指教。今天我們來參加公聽會的目的就是要蒐集大家的意

見，把這些意見整個帶回去做研議。因為這個問題牽涉到政府的財政負

擔問題，還有整個年金制度的改革。所以我們希望藉由這個公聽會，來

這裡聽取各位先進以及各位委員的意見，我帶回去做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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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議員喬如： 

  我也請在場的立法委員辦公室能夠把這個訊息帶回去給立委共同來

努力。謝謝。 

快樂廣播網節目鄭主持人新助： 

  謝謝衛福部要帶回去研議，只剩下6天的時間而已，你回去再開個會，

下個星期就要過年了。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跟社會局的長官說明，李議員當7屆，我是當了5屆的議員，

因為有子女而無法申請低收入戶的，你提到的基本生活費是在欺騙社

會。現在有很多我這一輩現在大概五、六十歲的人，以前是農業時代都

生很多的孩子，但是子女不孝的人很多，報紙常有刊登。每天來我那裡

領便當的不是都沒有子女，都是有子女的，只是孩子賺不到錢都在外面

跑路，老婆都沒辦法娶了，怎麼可能拿錢回來奉養父母。以前阿扁時代，

還有一筆3,000元可以領，但是現在不能領，因為要繳國保了。所以你

說李議員喬如說的那個是形同虛設，那是申請不過的。因為他有兒子和

女兒，現在連女兒都要算進去，不是只算他本人的收入多少。查起來甚

至連夫妻離婚也要算進去，男女再婚有前配偶的子女，在前婚離婚之

後，那個孩子跟著前夫也要算回來，那個女兒跟著前妻也要回算進來，

衛福部針對這一點應該有研究。所以你訂這個規則只是欺騙社會，台灣

有一句俗諺說「捧人家的碗斗，不算內家」（台語），所以未出嫁的女

兒不能立神主牌，你知道嗎？就是女兒如果沒有出嫁，神主牌不能立在

娘家。 

李議員喬如： 

  也就是說嫁出去的人口不能計算在內。 

快樂廣播網節目鄭主持人新助： 

  即使沒有出嫁的也不行。 

李議員喬如： 

  鄭議員，更誇張的是連離婚的都要算進去。 

快樂廣播網節目鄭主持人新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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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習慣你不知道，現在離婚率很高，離婚的孩子都算進去，依

照你的門檻才會有十幾萬人沒有繳納，都是因為這個條款。衛福部如果

要回去研議再修法，已經民國1,000年了，會被這些人都罵死了。所以

現在最好的辦法，遠水救不了近火，距離大限只剩下5天而已，看要延

後幾個月，馬上延期，之後再來看看要如何解套。像我所說的問題，我

一天都送十幾件去社會局申請，有一個九十幾歲的老人，查到他二十幾

歲以前曾經嫁人的，六、七十年的戶口也算回來，這樣低收入申請就不

通過，認為她還有老公。有的被拿去當人頭的，去娶大陸新娘或是越南

新娘，娶回來之後就跑掉的也有。這種情形要去訴訟離婚有那麼容易

嗎？說實話，有些老人領的殘障等等的補助確實有限，真的生活困苦的

人是領不到半毛錢的，有在領的就像打文化部長的那個人，還可以住七

千多萬的豪宅，他不是領六、七千元而已，我透過議員去查過，他領一

萬多元。所以我只要求一點，期限先延後，我們之後再補繳，這樣比較

合理。我不是要求要怎麼樣，先讓他們喘口氣。 

我是奴才電台，你不要看不起我的電台，我一年2,000萬的外製節目都

花我自己的錢。我都在幫你們中央的政策宣傳，雖然民進黨被我宣傳到

輸得一敗塗地，我也算是很會廣告。希望你們把期限延後，我再去電台

幫你們宣傳，讓這些人喘一口氣，算是安頓民心。高雄市這十幾萬人不

安撫好，我保證會造反，不要說外縣市，就像阿扁事件一樣，會造反。

不好意思，我說話比較衝，我的壓力確實也比較大，大家每天都在問我。

謝謝。 

主持人（鄭議員孟洳）： 

  其實我們如果講到國民年金政府補助的部分，社會局每次也都是這樣

給我答復，我們衛福部也是每次都這樣給我答復。會去依照他薪資不足

的部分做比例，社會局也會說低收入戶的部分。我坦白跟在座的政府單

位講，低收入戶部分，目前是愈來愈嚴格，就連離婚的夫妻，如果是男

方要申請，女方的資料就會送進來。所以其實低收入戶我們都知道，像

我們服務處處理的話，有一半都是被打回票的，而且我們隨便算，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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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幾千件以上，那些案例我都可以拿出來。各式各樣奇怪的狀況，找不

到父親的也要把父親的收入算進來，我也是覺得你們很厲害，就是爸爸

都找不到了，還可以算到爸爸的資料。所以各式各樣的案例都有，我這

邊也可以調給社會局看，如果你可以把這些困難都排除的話，我沒有意

見。但是目前的法令上，低收入戶就是愈來愈嚴格，那些狀況你們就沒

有辦法排除了，你們還奢望低收入戶再回來補助我們國民年金的部分

嗎？ 

  衛福部也是，衛福部每次給我的回答也都是這兩個答案。所以到目前

為止，我們因為十年大限陳情了那麼多次，反映那麼多次，甚至我們要

求高雄市政府要跟中央單位去討論，目前到現在都沒有一個答案給我。

就連我那天質詢，你們社會局長到現在還不懂十年大限的條款是怎樣，

該怎麼去處理，也都隨便回答我，今天當我是菜鳥議員，所以很好欺負

是嗎？ 

我們的立委辦公室代表有沒有要發言的？現在陳議員慧文的辦公室

主任也到場關心。接下來請勞動部發言。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傅科員育奇： 

 主持人以及各位與會貴賓大家好，我是勞動部勞保局代表，我們是在

鳳山的高雄市第二辦事處。跟各位補充說明就是勞保局是受中央主管機

關委託辦理有關國民年金的業務，所以國民年金有關納保、保費的收繳

以及給付業務由勞保局辦理。主要就是大家都知道在今年底，會屆臨國

民年金十年繳納的大限，勞保局當然除了在帄面媒體或是社群網站上宣

導，請民眾要注重自己的權益之外，包括很多電話來查詢或是臨櫃辦理

的。除非修法之後，可能才會不依照現行的法令辦理。我們還是跟民眾

輔導，為了不要讓保費超過十年而年資遭取消，導致之後老年年金終身

只能以B式計算。我們還是會輔導他，尤其是屆齡65歲的先提出申請來

做分期的辦理。就如同鄭議員所言，第一期繳了之後，4月就可以開始

領，前三個月是用B式下去做計算。如果每個月都有如期繳納的話，第

四個月開始也可以轉成A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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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傅科員育奇： 

  …的基本保障下去做計算。這個是目前我們先因應的，因為現在在法

令還沒修正之前，我們在現行的法令制度下，也是用這個方式去保障各

位民眾的權利。謝謝。 

快樂廣播網節目鄭主持人新助： 

  不好意思，有些國語我聽不太懂。勞動部的科長是說申請分期先連續

繳納三個月，這樣去當鋪借錢也要繳，以後如果遇到困難再申請延緩，

是不是這樣？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傅科員育奇： 

 跟議員報告，現在就是滿65歲辦理分期的，例如從97年10月１日開始

國民年金都沒有繳納的人，原則上他可以去辦理分期，辦理分期之後就

如期去繳納，第一期繳納之後就可以領錢了，當然後續還是要如期繳納。 

快樂廣播網節目鄭主持人新助： 

 請教你，65歲一到，就可以領那一筆錢來繳納分期的款項，我現在服

務的就是這樣。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傅科員育奇： 

  對，就是這個方式。 

快樂廣播網節目鄭主持人新助： 

  所以你有說跟沒說一樣，65歲以上本來就可以領三千多元，所以在繳

納完三期之後就可以領來繳納分期款項，領母繳利，我的意思你懂嗎？

這個是白講的，本來就可以領三千多元，只是現在屆齡60歲的，還沒有

辦法領的要怎麼處理？65歲以上的，我們都有輔導他先去繳三個月之

後，就可以領那筆三千多元的年金，再讓它扣1,500元的樣子，所以這

是白講的，這是已經可以領的，大家也都會去繳納。問題在於未滿65

歲的這些要怎麼辦？我的意思是，如果可以領的都不用說，可以領的就

可以領，衛福部知道我的意思，因為他可以領三千多元，當然可以分期。

你們不會去扣他的錢，有的人會來陳情說為什麼又不讓他領，我們就告

訴他要領出來去繳分期的部分。我雖然沒有讀很多書，但是我很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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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去扣掉，你們不會直接去扣掉，是錢讓他領完之後，讓他自己去繳

分期，原由是這樣，這個不用說明，本來就是這樣。但是60歲的人怎麼

辦？我強調的是這個。本來可以領的就是白講的，多此一舉。請指教一

下60歲的要怎麼辦？這就跟社會局講的一樣，繳納完三期就可以領了，

領三千多來還一千多，何樂而不為。但是60歲的怎麼辦，他們還有5年

才可以領。議員，我的意思是這樣。 

主持人（鄭議員孟洳）： 

  鄭新助前議員的意思，衛福部和勞保局有方案嗎？因為65歲的本身就

可以領了。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傅科員育奇： 

  跟主持人報告，依目前實務的作法，未滿65歲的部分，不管是55歲還

是60歲，勞保局這邊輔導的方式就是可以採小額來開單繳納。不是一次

就要把過期的所有的欠費都繳清，這個對於大家來說壓力太大了，他們

一樣可以在之前的一個月開成一張，或是依照民眾的需求，一個月開成

一張或是兩個月開成一張。當然如果即使這樣，他繳款還是有困難的

話，他就要去申請低收入戶或是中低收入戶，這個認定比較嚴格，他可

能就要到社會局去做所得未達一定標準的認定。如果渉及有關延期，或

是之前相關修法有關的部分，我們會請衛福部研議。 

主持人（鄭議員孟洳）： 

  你講的這些辦法我都知道，我們也pass過去社會局很多案件，目前可

以認定所得1.5倍的部分，其實微乎其微，我們高雄目前受到影響的有

13萬人沒有繳納。這13萬人你們都說有在宣傳，你們透過電子媒體、報

紙和電視，我想請問，路邊那些街友有這些資訊來源嗎？衛福部目前也

有請地方政府在做訪視對不對？社會局目前訪視多少了？高雄有13萬

人。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社會救助科陳股長琴寶： 

  這邊跟主席回答一下，我們在107年的主動聯繫欠費被保險人進行宣

導有27,550人；親自去拜託的有17,748人；採用電話、郵寄或是書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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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9,806人。 

主持人（鄭議員孟洳）： 

  你不要講這些，直接接到本人的有多少人？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社會救助科陳股長琴寶： 

  就是17,748人。 

主持人（鄭議員孟洳）： 

  我們總共有13萬人口，你全部扣掉之後還剩多少人？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社會救助科陳股長琴寶： 

  目前因為我們這個一萬多人的名單是由勞保局提供給我們，就是有欠

費的名冊當中去進行訪視的。所以106年…。 

主持人（鄭議員孟洳）： 

  所以你們都是依照有地址的部分嘛！我們今天在討論的就是最弱勢

的邊緣戶那一種。你們現在講的我這邊有數據，衛福部自己有數據。有

四成的民眾是無力負擔，他想繳納但是他沒有辦法，很多都是我們那邊

的街友，你去三民公園，去街友中心隨便一看都有，那邊你們有去過嗎？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社會救助科陳股長琴寶： 

  有。跟主席報告，就是如果是針對街友的部分，我們目前有兩個街友

中心在做外展服務，我們會請街友中心的同仁在外展服務的時候順便跟

街友宣導這樣的訊息。從去年開始，也有開始請國民年金的服務員到街

友中心去宣導國民年金的相關權益。 

主持人（鄭議員孟洳）： 

  所以你們只有限定於街友中心對不對？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社會救助科陳股長琴寶： 

  在街友中心針對他服務對象。 

主持人（鄭議員孟洳）： 

  你知道街友中心是不能夠久住的，流動率很高，所以他們有時候過渡

期去那裡住一段時間可能就走了。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社會救助科陳股長琴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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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員可能誤會我的意思，我講的是外展服務，就是不在街友中心裡面

的，我們就是會去外面定點，可能他們…。 

主持人（鄭議員孟洳）： 

  這些街友中心受到影響的人有多少你知道嗎？有許多來這邊陳情的

都是街友。今天開這場公聽會的意思，就是為了這些弱勢和最邊緣的朋

友去爭取權益。今天他們不是不繳納，或是不相信政府而不繳納，今天

他們是連吃個便當都要跟別人討的，你認為他會有錢去繳納分期付款

嗎？今天他可能只是一個過渡期，因為街友朋友有時候面臨困難，可能

這段期間是一個過渡期，所以我們才希望能保留他們的資格。等他們過

渡期過後，有能力可以回來工作，或是可以去打零工等等之類的各種條

件之下，他還可以保有這樣的權益。因為國民年金是社會最後最後對於

弱勢的保障。所以我希望社會局不要那麼官腔的回答。 

  請研考會代表發言。 

高雄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管制考核組郭組長寶升： 

  其實以剛剛的衛福部和社會局來講，很多都是有相關明確的規定。如

果要突破的話，應該要用政治的方式來解決，因為按照法令規定，我想

是沒有突破的部分。這個演變應該是從以前的老人年金開始，當時是恩

給制，就是各縣市對於65歲以上的老人有3,000元開始，後來轉變為國

民年金，是從社會福利轉變為社會保險，由全民共同來負擔這一個保

險。所以是不是應該從政治解決的方式，就是農保的部分也是中央會補

助一大筆經費來補助農保。所以考量應該是以社會福利方式來看，還是

以社會保險的方式來看。政治解決的方式是，有一個方式是，因為時間

也很短，不曉得中央能不能做這個決定，就是先把它展期。剛剛鄭議員

有提到，如果65歲以上的，就從他領出來的母金來還利息的概念。但是

目前的問題不是65歲以上的這些人，是未滿65歲的這些人根本繳不起，

等到屆期他們就領不到了，就是完全沒有機會了，所以應該是要解決這

個問題。這個部分要用政治的方式來解決，第一點是不是能把期限延

長，先解決目前的問題。接下來是政治的部分要怎麼解決，你要考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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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做社會福利還是社會保險。如果要做社會福利的話，你要考慮到國

民年金已經成立了，你不能讓它虧損。我想國民保險所重視的是財務的

健全，如果只有出無進的話就一定會倒，所以這個部分是中央政府可能

要有一個規範，就是要怎麼補助。為什麼現在會限制這麼多，就是因為

社會上不是每個人都是善良的。鄭議員提到的，真的是有一些很可憐的

人，但是也有一些因為家庭問題，個人可能真的很困難，但是他的家庭

卻沒有這樣的情形，但是他就真的不能繳納這筆錢。如果其他家庭的成

員在繳納的話，當然沒有問題，但是現在是個人的問題，家裡人如果不

理他的話，就繳納不出來了。所以這個部分還是要政治解決。 

  第一個要政治解決的是能不能延期，延期完了之後再考量由中央政府

來做一個補貼，保障它的財務健全。第二個是要核實這些人，找出真正

需要的人，不要讓大家對於公共財這種不用花錢就盡量爭取，不用出錢

最好的心態。所以應該要用這種方式來解決會比較好一點，但是這些部

分要需要由政治來解決，對於現場的這些機關而言確實有困難，因為法

令規定，沒有人敢違法行政。所以可能要透過政治解決，請中央想個辦

法來處理，在座的這些機關要解決真的是有困難。以上報告。 

陳議員慧文服務處黃太春主任： 

  我代表黃議員慧文出席…不是他們不要繳納，是真的沒有錢，連吃飯

的錢都沒有，都還要去鄭前議員那裡領便當…。希望能夠修法，不管是

在議會還是各位立委，我也是要拜託你們，協助這些弱勢的人。  

快樂廣播網節目鄭主持人新助： 

  我補充一下，65歲以上的比較不用擔心。我是見景傷情，因為我也不

知道能活多久，我也80歲了。65歲老人搭公車免費，搭到我那裡領一個

便當，一天只吃那一個便當而已，而且只吃一半，一半留到晚上吃，你

們社會局都不知道。你們說有宣導一萬多人，都是透過我的電台在宣傳

的，你可以去問你們的聯絡員，我算是你們的小弟，宣導單送到我那裡

去，我就一直宣傳，結果沒有解決。如果真的想要處理事情，給一支有

人接聽的專線，不要找只會說國語的去應付。65歲以上的老人我不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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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我常常替他們出錢繳納三期，我經手過的也有幾百件了，都是我替

他們辦的，因為繳納三期之後就可以領了。有些領完還拿來還我，一個

月500元這樣還我，我跟他們說不用還沒關係。是60歲到64歲這個部分，

所以研考會知道我的意思，先延幾個月，不要過年前截止。過年在台灣

的習俗是很重要的，還有6天就截止了，這樣怎麼對，你要人家怎麼過

年？ 

社會局，我替你們宣傳，我在電台呼籲比較容易，你去找個場所，我

幫你找幾千個人來聽你說明，這樣合理吧！你們的職員出來說明的時

候，不要好像一副欠他很多錢的樣子，我也不要講太多，不然又說議員

在欺負市府員工。有的愛理不理，講個兩、三句就結束了，有的說國語，

老人家都聽不懂。我在電台呼籲幾月幾日還未繳款，有困難的趕快來，

你找一個場所，我找幾千人來讓你解釋，衛福部也派人來。第一點我只

要求延期而已，65歲以上的我不要求。你至少要有一個期間，讓人家過

完年之後再繳納，你們怎麼會想要在過年前截止呢？鳳山的議員也知

道，去我那裡領一個便當再搭公車回去鳳山剛好一天。那些人是很可憐

的，你們不了解坐在辦公室裡上班，你不知道來領便當的人都把帽子壓

很低，有些是很斯文的人，戴著帽子來領個便當都很感恩。之前發紅包，

我說我沒有錢，所以就訂一個餐盒再加上200元就當做是過年。那天因

為他在開會，應該要讓他發的，最後我幫他發。我說我沒有錢，議員剛

選完，所以只發200元，來領的人感動到流淚。你們社會局哪裡知道這

個，我每年都發，發十幾年了。我只有要求這樣而已，不是要作秀也不

是要選舉。如果讓這些人造反，蔡英文的民調不可能會有多高，會輸得

很慘。我昨天直接跟陳其邁副院長說，這些人口有一百多萬人，我也不

知道高雄市這樣的人口還有十幾萬人。 

主持人（鄭議員孟洳）： 

高雄有13萬人，而且目前影響到第一期欠費沒繳的，我們高雄市是第

二高。所以我在此要拜託高雄市政府也可以積極去辦理這件事情，還有

主持人鄭新助前議員也有提到，甚至也可以辦一場說明會。希望中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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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可以把這件事情反映過去，我們今天就不要針對自願不繳納的，針對

弱勢有意願的，只是他這段期間真的沒有辦法的人。 

現在只剩下6天就到期了，看有沒有辦法再把時間延長，不然6天一過他

們就完全沒機會了。 

快樂廣播網節目鄭主持人新助： 

研考會應該可以延幾天到過完年，這樣應該不違法，不會被捉去關

吧！ 

主持人（鄭議員孟洳）： 

沒關係，這交給你們去討論研究一下。我們不是因為時間快到了才來

開這場公聽會，從去年和前年，我們都有針對這個十年大限的議題去反

映，不過沒人理我們。即使回復也是官腔的回復，說什麼低收入資格或

是收入不到1.5倍的可以去申請補助。但是很多街友都不是這樣的狀

況，我坦白跟大家講，你們去街友中心，或是來服務處，或是去行德宮

走一圈就可以看到了，社會百態都在那邊。所以我希望你們可以去了解

一下，苦民所苦，他真的有這個需求，也真的是我們最基層的弱勢。所

以希望我們的相關單位，你們回去研究一下。再6天就要到期了，在還

沒有想出辦法之前，先把它暫緩。 

快樂廣播網節目鄭主持人新助： 

拜託先延到過年後，過年後再想辦法。目前只剩6天，已經很緊迫了，

你們回去光公文往返的時間，6天就過去，來不及了。這是我一再反映

的。那天他在質詢的時候，可能因為是對新科議員應付一下而已。當時

提出來的時候都沒有人理，大家都不繳了。 

主持人（鄭議員孟洳）： 

韓國瑜市長也有要求說他會盡全力來協助，所以我希望高雄市政府可

以全心來協助這個案件，最好是能有個窗口，今天針對國民年金有任何

的補助或是任何需求協助的地方，我們就報這支專線，衛福部有嗎？ 

快樂廣播網節目鄭主持人新助： 

要有一支有人接聽的專線，不能只有一個人聽，我的電台一廣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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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有時候會是幾百通的電話湧入。 

主持人（鄭議員孟洳）： 

這個部分社會局可以協助嗎？ 

快樂廣播網節目鄭主持人新助： 

還有衛福部，把電話給我。要像我接全國的call in一樣，電話一進

去是幾百通的，要有很多人接聽，不要像民進黨故意掛在線上，就像是

詐騙集團一樣，只用語音信箱是沒有用的。衛福部看你們何時可以，我

配合你們，我多找一些沒有繳納的人來，再找上級的長官一次解釋。時

間和場所讓你去找，我來找人，不用給我費用，不用給我電台廣告費，

你們再去跟中央請示一下。 

主持人（鄭議員孟洳）： 

  說明會的部分沒有問題吧！我要求各部會協助一下。今天謝謝大家，

今天的會議到此結束。 

快樂廣播網節目鄭主持人新助： 

  如有得罪，敬請原諒。 

主持人（鄭議員孟洳）： 

  黃議員捷的代表有要發言嗎？沒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