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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致軒   技正

　　我國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於 1993 年超過 7%，成為高齡化（ageing）社會，

2018 年 3 月老年人口比率已超過 14%，正式邁入高齡（aged）社會；依國家發展委

員會推估，預估於 2026 年我國將成為超高齡（super-aged）社會（老年人口比率超

過 20%）。為因應人口結構變遷，勞動部已將促進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列為施政重

點，積極推動各項協助措施，並推動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期建構友善就業環

境，活化中高齡者及高齡者人力運用。

勞動力發展署



法案內容及辦理情形

一、為落實總統支持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

業，建構友善就業環境之勞動政見，勞

動部研訂「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

法」，自 105 年 10 月成立立法小組，

並廣納各界意見，邀集民眾、勞資團

體、專家學者、地方政府及各部會召開

數場座談會、專家學者及相關諮詢會議

完成法案初稿，於 107 年 10 月 31 日

送行政院審查，經 108 年 7 月 25 日行

政院第 3661 次院會討論通過，108 年

7 月 26 日送立法院審議，108 年 11 月

15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

二、法案共計 9章 45條，重要內容如下：

(一 ) 禁止年齡歧視：規範雇主不得年齡

歧視、雇主合法抗辯理由、對申訴

員工不得為不利處分及雇主賠償責

任等事項。

(二 ) 穩定就業措施：提供職務再設計、

在職訓練等措施協助續留職場，獎

勵雇主繼續僱用中高齡者及高齡者、

鼓勵雇主透過工作分享促進世代合

作。

(三 ) 促進失業者就業：鼓勵雇主依人力

需求辦理職前訓練，並獎勵進用失

業之中高齡者及高齡者；提供創業

輔導、研習課程及貸款利息補貼，

協助中高齡及高齡者與青年共同創

業。

(四 ) 支持退休後再就業：鼓勵退休者貢

獻專長及所學，傳承經驗予青年，

進行世代交流，規劃提供退休再就

業準備，建置退休人才資料庫，並

放寬雇主得以定期契約僱用 65 歲

以上者。

(五 ) 推動銀髮人才服務：中央推動銀髮

人才服務，開發適合中高齡及高齡

之就業機會，倡議推廣中高齡及高

齡人力運用議題；地方政府得成立

銀髮人才服務據點，開發臨時性、

季節性、短期性、部分工時、社區

服務等就業機會。

(六 ) 開發就業機會：規劃開發職缺、表

揚進用中高齡及高齡者績優單位、

提供雇主人力運用指引等措施。

三、與現行促進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相關

措施相較，本草案訂定禁止年齡歧視專

章，確保中高齡者及高齡者享有平等就

業權益；將就業促進工具補貼對象擴及

65 歲以上高齡者，獎勵雇主繼續僱用

或回聘退休高齡者；並由中央及地方主

管機關協力推動銀髮人才服務，鼓勵銀

髮人才及退休者重返職場傳承經驗。

結語

　　勞動部刻正依程序辦理法制作業，期望

透過專法訂定，促進企業與中高齡及高齡勞

工成為雙贏夥伴關係，強化職場世代合作，

建構友善就業環境，強化國家競爭力。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推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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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轉掛

　　有鑑於現行實務上，要派公司有常會在

面試或指定特定勞工後，才要求勞工轉掛到

派遣事業單位，藉以規避雇主責任，造成勞

雇關係混淆，致生諸多爭議，立法者爰增訂

勞動基準法第 17 條之 1，禁止要派單位與

派遣事業單位約定此種「人員轉掛」之服

務，損及派遣勞工之權益，期能保障派遣勞

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

展，茲就其內容摘要如下：

一、禁止人員轉掛

　　要派單位不得於派遣事業單位與派遣勞

工簽訂勞動契約前，有面試該派遣勞工或其

他指定特定派遣勞工之行為。如要派單位有

轉掛行為，勞工得要求其直接僱用，且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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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勞動關係研究組

張玉燕  研究員兼組長　卓奇勳  研發替代役助理研究員



勞動基準法增訂派遣勞工權益保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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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及派遣事業單位不得因派遣勞工提出直

接僱用之意思表示而對其有不利對待，派遣

勞工亦不因與要派公司成立勞動契約，而需

負違反原契約之最低服務年限約定或返還訓

練費用之責任。

二、派遣單位資遣費給付義務

　　派遣事業單位為轉掛行為對派遣勞工相

關權益影響甚鉅，因此派遣勞工與要派公司

成立勞動契約，而與派遣事業單位終止契約

時，明訂派遣事業單位仍應法給付資遣費。

三、罰則

　　為明確禁止轉掛之行為及避免派遣勞工

因提出直接僱用之意思表示而遭不利對待，

新法明定要派單位違反以上規定將被處以 9

萬到 45 萬元罰鍰；派遣事業單位違反上開

規定則會被處以 30萬到 150 萬元罰鍰。

職災發生時要派單位的責任

　　派遣勞工在要派單位工作且接受要派單

位之指揮監督，發生職業災害時，揆諸長期

以來有關職業災害之補償、賠償責任，派遣

事業單位及要派單位易因雇主及使用角色混

淆而相互推諉，損及派遣勞工權益，立法機

關爰於勞動基準法增訂第 63 條之 1 明訂雇

主責任，保障派遣勞工遭遇職業災害時，應

有權益之補償、賠償權益，茲就其內容摘要

如下：

一、連帶補償責任

　　要派單位使用派遣勞工發生職業災害

時，要派單位應與派遣事業單位連帶負勞動

基準法第 59 條所定雇主應負職業災害補償

之責任。但若該職業災害依勞工保險條例或

其他法令規定，已由要派單位或派遣事業單

位支付費用補償者，得主張抵充。

二、連帶賠償責任

　　要派單位及派遣事業單位因違反勞動基

準法或有關安全衛生規定，致派遣勞工發生

職業災害時，應連帶負損害賠償之責任。但

要派單位或派遣事業單位依勞動基準法給付

之補償金額，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

賠償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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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柏綸  研發替代役助理研究員１　　曾耀寬  科員２　
１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勞動關係研究組

２勞動部勞動保險司

　　我國勞工保險於民國 39 年開辦，係綜合性的社會保險，包含普通事故保險及職業

災害保險，兩者之性質目的不同，規範在同一部法律中，基於兩種保險的平衡性，若想

要針對職災部分保障作有效提升，勢必影響勞工保險體系；此外，各界皆亦有認為職業

災害發生前的預防及災後重建相關措施應一併作有系統的規劃之意見。因此，勞動部為

增進職災勞工及其家屬之權益保障，並積極回應各界建議，故推動職災保險單獨立法，

除將職業災害保險自勞工保險條例抽離外，將整合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建立包含職災

預防、補償及重建之職災保障制度，規劃重點如下：



一、擴大納保範圍，保障勞工之工作安全

　　依現行勞工保險條例規定，受僱於僱用

5 人以上公司、行號等事業單位之勞工、職

業工會或漁會甲類會員及職業訓練機構接受

訓練者為強制加保對象，受僱於僱用 4 人以

下公司、行號等事業單位的勞工為自願加保

對象，而受僱於自然人或其他工作不穩定的

工作者，則缺乏加保管道而未能參加勞工保

險。

　　本次單獨立法為確保勞工工作安全，乃

規劃擴大納保對象，凡受僱於登記有案之事

業單位的勞工，不論該單位僱用人數，均應

強制加保；臨時或短暫受僱於自然人雇主的

勞工則納為特別加保對象，並提供簡便加保

措施。

二、增進並充實各項給付權益，提供職災勞

　　工及其家屬必要且完整之保障

　　為因應實務上應加保而未加保勞工無法

獲得給付保障的狀況，草案規劃受僱於登記

有案事業單位勞工之保險效力自到職日起

算，若雇主沒幫勞工加保，勞工發生職災後

依然可以申請給付，而雇主將會被處以 10

萬以上 300 萬元以下罰鍰。

　　給付內涵增加部分，包括增列部分失能

年金、遺屬補償一次金、年金併領減額規定

等；提升給付水準部分，包括：提高傷病給

付第二年水準至 7 成、失能年金及遺屬年金

給付基準不按年資計算，改按投保薪資一定

比例發給等。

三、合理分攤雇主職災補償風險，減少職災

　　所衍生之勞資爭議

　　為了適當保障職災勞工及其家屬生活，

並合理分攤雇主勞基法職災補償風險，職災

保險投保薪資上限擬提高為 72,800 元，可

涵蓋 9 成以上勞工的薪資水準；下限則為基

本工資，可照顧薪資較低的勞工，進而保障

勞工的權益。

四、強化職災預防及重建業務，減少職災發

　　生及協助職災勞工重返職場

　　本次立法除提供職災勞工及家屬更適足

的給付保障外，亦整合職災預防及重建業

務，於前端落實預防作為，以減少職災發

生；對於仍不幸發生職災者，透過積極重建

措施，協助職災勞工儘速重返職場。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草案規劃重點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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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顧台灣經濟發展近 70 年，勞動供需

一直跟隨著國內外市場產生變化，1970 年

代開始出現勞動力需求面隨經濟投資開發而

快速飆升轉強，惟以製造業為骨幹的產業經

濟部門，仍然高度依靠技職人力，到了 80

年代全球化開始邁步推進，台灣經濟也進入

創富階段，包括經濟、知識、技能都有大幅成

長，勞動力需求則轉進到高科技製造業為主體

的新階段，薪資躍增，帶動社會民眾購買力提

升，內需市場蓬勃發展，也促進商業、服務業

興起，勞動人力需求，則由體力工為主體邁進

了技術本位勞動力為主體的樣態。

　　林建山社長表示，當時對勞動供給方而

言，只要有就業工作機會，就相當於能夠提

高生活水平，因此努力提高知識，追求財

富，成為市場驅動力，在勞動權利的討論上

相對較少。

　　台灣走過經濟起飛的輝煌年代，勞雇權利責任關係演進變化逐漸成為政府、企業共

同關心的議題，知名的制度經濟學家 環球經濟社社長林建山長期研究產業經濟與勞雇關

係，他認為，在全球化趨勢下，以製造業為主體的經濟發展架構已朝向以服務業為主體

的經濟發展架構轉變，勞雇身份關係界限已經全然趨於模糊，公共部門的政策法規，必

須要兼顧勞雇雙方福祉，不能僅僅偏重於任何一方，並要強調未來更須提升台灣知識經

濟的重要性，才真正是能有效振興台灣勞動市場供需順利往正向循環運作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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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稿 / 陳昱光 特聘記者

產 業 焦 點

照片提供 / 環球經濟社

環球經濟社社長林建山 ( 圖左 ) 榮獲中華智慧運輸協會 (ITS TAIWAN) 舉辦之 2018 智慧運輸獎章
　　　　　　　　　　　　　　　　　　　　　　　　　　　　　　　　　　　　　　　

照片提供 / 陳昱光



外部環境衝擊
企業家精神頹退

　　90 年代製造業進入高原期，在全球競

爭市場上，台灣只能供應中低階水準商品，

企業界利潤率由原先倍數、成數，變成為毛

三道四薄利競爭新階段，對工資薪水成本的

壓力越來越趨敏感；隨著新竹科學園區成

立，產業轉型往高科技發展，需要更具專業

知識及技能的勞動人力，另一方面，傳統製

造業萎縮淘汰，陸續有倒閉、關廠現象，對

中低階層勞動力需求降低，就業機會縮減，

薪資成長率也隨之放緩，而此時社會主義的

思想與論述也開始強調勞工權利的強固保障

觀念。

　　林建山社長說，台灣產業分布以中小企

業為主， 高時期平均每 5 個家庭就有一個

是創業者，不過，受到外部因素影響，以及

高科技產業興起之後，台灣的企業家精神開

始降溫；並自 90 年代中期便開始低於東北

亞、中國大陸及東南亞等鄰近國家，僅高於

孟加拉，而此現象的產生，反應出在國內創

業的風險提高，導致企業家減少，人力需求

能量縮小，勞動部門呈現就業機會大幅度萎

縮現象。

　　在勞動力供給面，也隨著時間推移而出

現重大質變，主要因為出生率降低、加上人

口高齡化問題，導致先前以傳統製造業為主

導的傳統中高齡勞動者，面臨到即使有了就

業機會，卻受體力年齡因素限制，更加上跨

國勞動力引進競爭，越發造成勞動市場的結

構性衝擊，越來越多勞動力不容易取得工作

機會。

產業經濟加值力弱化 
影響工資成長

　　此外，工資水準問題從 2000 年後已無

法與國際市場相比，出現嚴重落差現象，對

就業者造成很大的挑戰與壓力，林建山社長

臺灣勞動能量的振作與復甦-環球經濟社社長林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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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經濟社社長林建山主講「國家的崛興與頹壞」　　　　　　　　　　　　　　　照片提供 / 陳昱光



產業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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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其中一大重要因素在於台灣企業雖然

成功轉型跨入高科技時代，但所能製造生產

之 終產品在國際市場中仍是相對中低階，

競爭市場的附加價值率無法有效拉升，尤其

是在過往經濟發展過程中，勞動需求者一向

只專注在積極改善生產技術，未能注意到發

展自有品牌創造市場加值率與忠誠度的重要

性，相對較不利於企業本身的升級進階發

展。

　　從國際市場變化分析，世界貿易組織

（WTO）成立之後，掀起全球化浪潮，品牌

化重要性更為顯著，林建山社長坦言，台灣

企業生產產品未能往高端發展，就必須面臨

低價格競爭限制，以及利潤率相對較低的宿

命，因此在本國廠場的雇用給酬不容易跟上

先進國家的薪資標準，勞動需求者本身無法

滿足調高工資需求，並與國際相對比較成本

水準產生認知上的差異，使得雇主在追求企

業福祉為 大考量的情況下，只能透過遷廠

等方式抑制生產成本。

　　過去 30 年台灣傳統產業乃至於高科技

產業都陸續出現漸進擴大外移現象，1980

年代到 1990 年代是產業外移的高峰階段，

其主因仍在於市場加值競爭力不夠，已對薪

資成長帶來衝擊，且只能退而求其次，以成

本控管方式往其他國家投資，維持企業營運，

在雇主出走、人才出走的困境之下，導致國

內勞動市場發展的供需失衡問題浮顯，更直

接造成工資停滯現象。

兼籌勞雇雙方福祉 
維繫台灣經濟永續發展

　　林建山社長表示，國家經濟成長需仰賴

工商業的充足發展，近年美國也一直強調

「美國製造」，希望製造業能夠回流生產，促

進就業機會，進一步來說，若勞動環境沒辦

法「保障雇主福祉」時，「受僱人福祉」也

會相對被牽連犧牲。

　　一般而言，工時及工資是當前台灣社會

「勞動福祉保障」的兩大關鍵重點，林建山

社長說，台灣企業因規定造成經營上的絕對

困難，對勞雇雙方都同時迸生嚴重不滿意的

「理性效應」，勞動者全面不能加班，少了加

班費收入；對雇主來說，生產能量也因此出

現無法永續穩健持平狀況，且加班費持續調

漲，嚴重墊高了生產製造直接成本。

　　一旦企業主發現在國內難以生存後，惟

有選擇外移；以國內產業結構來看，1980

年代以後，已然大多屬於比較資本密集、技

術密集的產業廠商為主，而高資本、高技術

的企業出走之後，連帶衝擊國內相關工作機

會也告消失。因此，面對這樣子的經濟社會

失能現象，惟有政府主政當局在國家產業政

策的推進上，必須在政策上考慮求得勞動供

需雙方的保障對稱，同時保障勞資雙方福

祉，確保國內投資營運環境條件的常態性良

善，維持產業經濟永續經營。

　　針對勞動力進出問題，根據台灣目前經

濟發展階段，屬於勞力工跟低階技能工部分

與先進國家相同，大多需要引進跨國勞動力

協助；不過，在薪資價格上則有較大差異，

雇主認為開放數量限制過高，以及「未能採

用國際價格晉用跨國勞動力」，導致有些反

彈聲音，而在勞工方面，則不滿跨國勞動力

引進失去工作，雙方都不滿意的激盪衝撞，

越發激化社會摩擦的形成。

政府、民間協力
建構台灣品牌

　　從國家競爭力來看，台灣從過去製造業

到高科技產業蓬勃發展，都未能脫離「替跨

國公司國際大廠代工」的生產製造架構，

50、60 年來一直嚴重欠缺自主性的經濟實

力，相對容易受制於國外市場。他則以韓國

為例，透過政府，與民間力量合作，共同創

造出三星企業，雖然有犧牲部分個人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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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整個國家已成功建立產業經濟主權而獲得

「國家大幸福」；相對而言，台灣對於國產品

牌自製產品的本國市場支持力量則較為不

足。

　　目前全世界經濟發展已從過去以體力、

製造業為主，朝向由知識、創新、智慧化領

航的高科技服務業，進入新經濟社會，而企

業的存在與永續發展理由也不再是根據投入

能力與條件，而是市場需求與產業變化、追

求客戶滿意與接受度，以及社會認可與認

同，維持公司營運，對投資人、股東的「企

業福祉」的重要性，更要領先於「勞動福

祉」；先有「企業福祉的保障」才能落實「勞

動福祉的保障」，反之則不一定。

　　林建山社長說，任何勞動法規必須要

跟產業政策偕同，兩者密切結合，並取得

平衡，同時提升勞動供給者與需求者的福

祉，才是改善未來台灣勞動環境的 大重

點，避免市場上充斥仇富反商的氣氛，造成

勞雇激化對立情況，則必然對整體經濟造成

更大傷害。

零工經濟興起
糾葛了勞雇身分關係界限

　　另外，由於產業科技不斷進步，時下

流行的 Uber 叫車、線上餐飲外送服務等新

型態職能工作應運而生，蔚為新興的「零工

經濟」，林建山社長認為，隨著社會型態轉

變，個人身分同時既是老闆，也是雇工，今

天已經很難再刻意區分雇主與雇工角色，他

強調，勞動法規是為了幫助國家經濟向上發

展，而是必須要站在持平中立的角度，若反

之，則必會深刻影響社會和諧，因此公共政

策方方面面都必要周延考慮正確性，及如何

正常發揮政府職能。

　　他指出，派遣人力 早是在 1916 年美

國率先採用，之後日本開始跟進，今天在日

本勞動市場，派遣人力占比已經高達 65％，

而德國公部門也占 36％，而台灣派遣人力

不得超過總雇用人數的 3％，與國際市場強

勢有明顯落差。而零工經濟興起，代表一種

勞動派遣模式的常態經濟化現象，根據統

環球經濟社社長林建山 ( 右一 ) 出席論壇活動　　　　　　　　　　　　　　　　　照片提供 / 陳昱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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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美國目前屬零工經濟範圍的就業人口比

重已超過 16％，預期先進國家零工經濟人

數一路上升，未來比重繼續增加，相關規範

是否符合時宜，限制經濟向前走的機會，也

是法規調整的觀察重點。

新服務經濟成形
法令應與時俱進

　　尤其在全球化趨勢下，傳統的製造業與

服務業早已界線模糊，工廠設立的主要目

的，同樣是要服務其他商業客戶，而台灣受

地理環境及經濟結構也無法完全自給自足，

更不能與國際經濟背道而馳，因此，在勞動

法規制定上，也必須要與時俱進，納入服務

經濟的精神。

　　此外，林建山社長將台灣經濟譬喻成一

只水缸，「從右邊舀一瓢水到左邊，水位不

會產生變化，除非從外面舀水進來，才能把

水位提高」，對應台灣內需占 GDP 比重

高僅有 15％，顯示經濟成長依然是以外銷

出口為主要動能，強化內需在大陸型國家較

為可行，對台灣實際幫助則相對有限，若單

單希望靠提高工資來促進消費，而不提高對

外市場競爭力與普及率、提高產業經濟收益

率，卻只一味提高廠商成本，則會越來越發

容易造成工商業出走，國內投資營運環境惡

化的負面循環。

　　且企業獲利主要是根據企業家在與國際

產業競爭上所承受風險高低來決定，但今天

台灣經濟的市場主控權及主導權都不在雇主

手上，薪資水準的高低則受限於企業營運收

益成本，以及自由勞動市場的競爭定價而

來，也就是說，勞動成本過高，企業只能尋

求外移或以其他方式控管成本，難以達到永

續經營；同時，倘若勞動成本偏低，勞動供

需也會失衡，當雇主不容易找到足夠勞動力，

則自由市場也會逼著必須要提高薪資水準才

能雇用到足夠人力。

　　「新南向政策」將產業外移到東南亞等

地，仍是以降低生產成本為 大考量因素，

不容易提升產品附加價值，沒辦法跳脫過去

台灣專注代工，缺乏品牌的經營模式不會造

成台灣經濟未來的質變，他認為，其實要創

新品牌不一定要從頭做起，可以思考往歐美

市場發展，以併購方式買下具有知名度的既

有企業品牌，雖然看起來會有短期犧牲的過

渡期，但卻能夠顧全長期利益，並把產業格

局更上一層樓。

消弭機構障礙
創造三贏局面

　　林建山社長表示，除了受到國際環境的

影響之外，在台灣內部也要留意所面臨的

「機構障礙」問題，他解釋，「機構障礙」主

要來自於政府機構的政策法令或是行政措施

上，造成勞雇雙方不便，阻礙勞動市場發

展，需要由主管機關致力消弭障礙，改善勞

動效率，促成勞動供給者、需求者及國家經

濟的三贏局面。

　　為了創造良好的勞動環境，林建山社

長認為，「棍子之外，也要給蘿蔔」也就是

說，不僅是要透過勞動檢查，強制要求雇主

改正缺失，政策方向上必須更朝向興利角度

來思考，以極性的國家產業政策及行政法規

環球經濟社社長林建山     　　照片提供 / 陳昱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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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所 賦 予 的 功 能 協 助，可 以 積 極 產 生 作

用，帶動雇主樂意驅動投資，提升整體企業

經營環境，也同時改善「勞動福祉的保障」

機制。

　　林建山社長認為，要健全勞動力市場機

制，必須透過加強企業擴增市場價值與競爭

力，從基礎上改善企業界可以提高員工薪資

的實力與能力，其次，協助社會能夠提供高

品質勞動力，人力資本的專業知識與技術提

升，更能夠全面性提高員工薪資水準。

重視人才軟實力
提升知識經濟

　　「經濟發展不能只靠錢，基礎還是要回

歸到人身上」，林建山社長在長年研究國內

外經濟的過程中得到結論，他說，創新跟知

識 是 推 動 經 濟 的 兩 大 引 擎，任 何 創 新 經

濟、知識經濟的發展的根本都在人，「人力

資本是國家軟實力的骨幹，比資金資本（金

錢）還多了一份智慧」，經濟學不能只拘泥

在研究數學或是技術上，因此對於勞動市場

非常關切，期盼國家能夠升級進步，持續培

育人才，向上拉動知識經濟發展。

　　林建山社長長年擔任行政院人力評鑑小

組委員，也曾經是經建會諮詢委員等重要職

務，且在職訓局初創成立時就擔任第一屆的

諮詢委員，淵源非常深遠，對於勞工培養技

能與專業提升相當重視。他並以人的一生來

區分，一般教育從小學到大學，約需要 20

年時間，而在 65 歲退休之前，則有大概 40

年都處在工作階段，是教育期間的兩倍，且

隨著經濟結構與外在環境的變化，更顯現出

職業訓練對於國家人力資本成長發展的絕對

重要性。

　　進一步由實際面考量，林建山社長也點

出，目前國家投入職業訓練的能量仍有強化

空間，他說，勞工軟實力是攸關一個國家經

濟結構的根基，除了重視基礎教育外，後續

對於職業教育的投資也應該擴大，同時有

利薪資提升與勞動水準提升，建議從政策上

給予企業界的人力資本發展投資之積極鼓

勵，例如提供員工教育訓練減稅等，適度增

加勞雇雙方誘因。

　　概括而述，林建山社長認為，要讓台灣

勞動能量再度振作與復甦，必須要重視目前

全球產業變化，在智慧經濟社會，「知識」

與「專業技能」為薪資與相對所得水準的主

要因素，越是具備專屬特色知識，越是具備

創意創新技術能力，所獲得的報酬就更高，

且從先進國家實務經驗來看，薪資高低落

差，可以達 75 倍到 750 倍以上。

　　因此，在全球化的經濟社會中，台灣要

解決薪資偏低、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則必

須讓知識普及增進，以及教育訓練的不斷精

進，從學校教育一直延伸到職業訓練，達到

「普遍性終身學習的國家人力資本永續成長」

目標。

　　



    

　　辛炳隆副教授指出，雖然以經濟學角度

而言，訂立基本工資會阻礙市場經濟發展，

但其實根據許多經濟學者的研究結果中顯

示，基本工資制度反而能有效改善所得分

配，且不只台灣，包括美國在 1990 年代之

後，也有許多學者共同聯名，建議聯邦政府

調高 低工資，解決低薪問題。

　　參與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期間，他說，

首要是尊重勞資意見，以學者角色，並不會

主動發言，而是由雙方會先去談，了解彼此

異同，當需要意見時，才會根據現況及經驗

等提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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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辛炳隆　　　　　　　　　　　　　　　　　　　　　照片提供 / 陳昱光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辛炳隆專注勞動政策多年時間，就讀台大經研所期

間，受到當時的指導教授張清溪帶領之下，便一頭栽進相關研究，到美國康乃爾大學勞

資關係學院繼續攻讀，取得勞動經濟學博士學位後便回台發揮所長，投身公共政策領

域。

　　他在中經院工作期間，陸續參加相關勞動會議，對政府政策越來越了解，在近 20

年的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中，幾乎都可以看到辛炳隆的身影，對國內勞資關係發展貢獻

良多，他也肯定目前台灣雙方關係已有進步，考量目前經濟發展及企業承受度，建議基

本工資調整應採溫和漸進方式。



權責相符
政府具基本工資審議決策權

　　辛炳隆副教授認為，將基本工資交由勞

資雙方決定，政府不應干涉的看法過於理想

化。因為勞資雙方代表都必須對各自團體負

責，雙方都不可能讓步，也很難有共識。因

此，政府採取行政裁量有其必要性，同時也

能符合「權責相符」的概念。畢竟不論審議

過程如何，社會各界的課責對象還是政府。

以南韓為例，由於勞資雙方的審議委員都是

9 人，縱使表決還是同票， 後還是由政府

遴聘的公益委員做決定。

　　此外，近幾年來 ILO 或 OECD 都主張

基本工資就是一種用於改善低薪問題的政策

工具，既然是政策工具，那麼政府就應該具

有主導性，勞資則能夠透過當面溝通，扮演

高度政策參與諮詢的角色，並對政府決策提

出檢討或批判意見。

解決低薪問題
提升勞工權益

　　提及台灣以往對於基本工資審議的重視

程度較低，辛炳隆副教授認為，主要是當時

薪資環境普遍都有穩定上調的機會，不過，

隨著低薪問題日益嚴重，以及勞權團體的出

現，使得基本工資越來越被社會關注，已經

成為勞資雙方的年度大事，近年爭議重點也

從應該調升多少百分比，轉為應將基本工資

調升至多少金額。

　　進一步探究勞方團體提出大幅調高絕對

金額的原因，大致可以區分為兩部分，一是

基本工資先前歷經十年以上皆未調整，僅有

百分比調整不能跟上生活物價，其次，聯合

國提出兩公約，強調透過所有工作者的報酬

低限度能滿足本身及親屬合理生活水平，

台灣也在民國 98年 5月正式簽署。　　

勞資關係進步　基本工資宜溫和調漲-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辛炳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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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逐漸成為社會關注重點　　　　　　　　　　　　　　　　　　　照片提供 / 陳昱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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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由於原本基本工資調整百分比有

依據其模型推算，若要改為絕對金額調整，

如何訂定會更加複雜，也是目前形成勞資雙

方因立場不同，出現各自表述的情況。

調漲基本工資 
效益顯現

　　觀察近年基本工資審議調整頻率與幅度

皆比以往較高，辛炳隆副教授指出，主要原

因還是在於台灣低薪問題已經形成勞資雙方

的社會共識，執政者也必須回應輿論壓力，

且從政府職能來看，並不能強迫企業加薪，

得以使用的政策工具有限，僅有提高基本工

資，以及鼓勵勞資協商兩種。以目前國內工

會組織率偏低的情況來看，藉由勞資協商提

高工資的方法可行性低，因此，政府大致上

只能夠提高基本工資來逐步解決低薪問題。

　　針對有些工商團體批評調高基本工資只

有國際移工受惠，辛炳隆副教授並不以為

然。因為台灣就業結構中，服務業占比越來

越高，其薪資貼著基本工資走的情況也 為

顯著，因此，透過基本工資調漲，不僅能夠

解決低薪問題，同時也能改善往年薪資凍漲

的情況，且觀察近年國內所得五等分之成長

趨勢， 低等分的成長幅度 高，代表基本

工資調升的效益逐漸顯現。

　　至於調高基本工資是否會損及企業競爭

力，辛炳隆副教授認為雖然近年基本工資調

高幅度較大，企業人事成本是可能因此而增

加，但根據統計，除少數勞力密集的基層服

務業之外，大多數行業的人事成本占總成本

的比例都少於二成，甚至不及一成，即使人

事成本會因基本工資調升增加，可是以就總

成本而言，影響則是微乎其微，換句話說，

「確實會導致利潤減少，但不至於影響營

運」。

　　過去普遍都認為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

下，不應該調升基本工資，勞雇雙方要「共

體時艱」。然而，辛炳隆指出，其實國際上

已開始出現新的看法，就是希望透過提升

低工資，帶動內需消費，刺激經濟發展。近

年來臺灣面臨陸客觀光人數縮減，以及軍公

教年金改革等，對內需市場相對不利，這時

候或許更應該提高基本工資。

考量企業負擔
調薪應溫和漸進

　　對於基本工資調漲速度與幅度，辛炳隆

分別借鏡日本與南韓。日本因為企業法遵率

很高，所以首相安倍採比較務實的作法，在

任內每年調高 2％、3％ 低工資，幾年下

來，已經將 低工資全面逐漸拉高。反觀南

韓則是大幅度調升，過去因為政府勞動檢查

不落實，企業法遵率低，還不至於產生問

題，文在寅總統上任後，不僅連兩年調漲

低工資，增幅達二位數，而且也加強勞動檢

查，使得許多中小企業陷入經營困境，而且

出現失業率增加的反作用。

　　辛炳隆副教授強調要以南韓為戒，調高

基本工資需要循序漸進，不贊成一次到位，

台灣很多中小企業，仍要考量公司承受能

力，尤其一次到位所適用的調升薪資人數變

多，加上金額提高，企業人事成本會大幅增

加。

　　辛炳隆副教授也提醒，基本工資逐年調

漲，就目前情況來看是良性發展，但若成為

慣性，甚至追上市場訂價機制，則要擔心產

生定錨效應，企業中長期僅會跟隨基本工資

腳步調整薪資，或是造成企業加速人力縮

減，可替代性較高的基層勞工將可能面臨失

業，造成就業市場結構性問題，因此，在評

估整體薪資環境已到合理階段時，調整基本

工資要有「敢於喊停」的勇氣。

　　以目前國內勞動市場來看，確實已經有

因為基層人力短缺，帶動企業加薪留人的現

象，出現轉折由供需力量來提升市場薪資，

相對而言，政府透過調高基本工資壓力也會

因此減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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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進外籍勞工
填補基層勞動力缺口

　　由於台灣勞動人力持續短缺，引進國際

移工成為趨勢，針對基本工資與國際移工薪

資是否應該脫鉤等議題，也逐漸受到市場關

注；辛炳隆副教授表示，國際移工適用基本

工資，在調升過程中，成本確實會增加，但

其薪資水準還是低於南韓等鄰近國家，對產

業競爭力不會造成影響。

　　進一步而言，目前全球沒有國家將外籍

勞工薪資排除在 低工資以外，若台灣率先

實行，可能馬上會面臨到國際輿論紛沓而來

的情況，另外，台灣居家外籍勞工看護不在

勞基法適用範圍，主要人力輸出國家包括印

尼及泰國等也都持續對政府施壓，要求提高

薪資，未來其他國家可能會有不輸出的情

況， 終會使得台灣整體勞動市場造成負面

影響。

　　對於外界拋出應該讓市場決定國際移工

薪資的聲音，辛炳隆副教授坦言，這是「半

套市場經濟」，未將使用國際移工具有取得

稀少性的市場成本納入考量。理論上，雇主

使用國際移工的成本除了薪資成本外，還有

取得配額的成本，如果將國際移工配額採拍

賣方式來分配，也就是兩樣成本都讓市場來

決定，則雇主必須支付的成本一定增加。因

此，不論從學理或實務面來看都沒有理由支

持脫鉤。

擺脫傳統防堵思維
創造本勞正面效益

　　針對國內國際移工人數增加，辛炳隆建

議要務實面對台灣基層人力需求，以提升本

勞就業思維為出發點，扭轉以往擔心影響排

擠工作機會的防堵心態。他認為台灣在

1990 年代面臨產業外移情況，釋放出不少

中高齡的勞動人力，且因其就業限制，必須

留在製造業工作，當時引進國際移工會擔心

排擠到本國勞工的就業機會。因此，當時的

國際移工政策是採防堵思維。如今隨著人口

目前各國皆未將外籍勞工薪資排除在 低工資以外　　　　　　　　　　　　　　　　照片提供 / 陳昱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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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化，以及國人職業選擇改變，基層人力短

缺是現階段無法逃避的問題。雖然有人主張

應該藉此機會迫使企業轉型升級，減少對勞

動力的依賴，但辛炳隆擔心如果企業不是選

擇轉型，而是選擇外移或結束營運，則對本

勞未必有利。

　　辛炳隆副教授說，「現階段引進國際移

工不應陷於人數魔咒」，重點在於考量導入

國際移工之後，能不能對本國勞工產生改善

工資，工作內容提升等正面效益，而這部分

則有賴政策引導。他舉這波台商回流為例，

政府的政策就是希望選擇具高附加價值的產

業回台投資，帶動產業升級，符合這個條件

的，政府就給他較多的國際移工名額，但要

求他要提高本勞的薪資，這就是一個好的良

性循環。

最低工資法一體適用
需有配套措施

　　行政院預計在本會期將 低工資法送入

立院審議，目前除行政院的版本之外，在野

黨的立委也提出其他版本。辛炳隆副教授認

為這些版本 大的不同在於適用範圍與應否

訂定審議下限。目前基本工資是規範在勞基

法中，而現行勞基法並未涵蓋至所有產業。

因此，在野黨所提的版本之一就有提出應一

體適用的概念。

　　辛炳隆副教授雖然支持 低工資應該一

體適用，但強調仍要從務實面來進行考量，

必須有配套措施之後才能實行。以台灣目前

申請外資看護的家庭而言，有超過 4 萬戶為

中低收入戶，在問題還沒解決前，就全部採

行 低工資，平均每戶每個月要增加 6,000

元支出，增加不小負擔，就可能因此失去照

護資源。

　　在審議下限方面，部分專法版本中要求

未來 低工資審議結果必須高於法定下限，

也就是目前勞團所提出來的將個人 低生活

標準乘以 1 加扶養人口。辛炳隆認為如此雖

然可以更具體的把二公約的精神入法，但對

於勞團將未就業者都列入扶養人口的計算公

式不表贊同。如採社會救助法對扶養人口的

界定標準，辛炳隆所計算出來的下限大約是

24,000 ～ 25,000 之間，與目前基本工資

水準相差不遠，所以他認為入不入法應該沒

有多大差別。

工時規範
不宜過度複雜

　　在國內外的研究與實務經驗中，辛炳隆

指出，除了基本工資之外，工作時數的相關

規範也是勞動者所關注一大議題，需要透過

法規來維護勞工權益，他認為，勞動基準法

是公法性質，並不是由商業契約的民法關係

去看，加上勞資雙方處於資源不對等，本質

上就具有照顧勞工的用意，在相關法令的觀

察重點是會不會因過度強調勞動法治，而影

響企業經營彈性。

　　他坦言，在法令的適用程度上， 大困

難就是工時問題，適用對象 多，又 缺乏

彈性，且各行各業經營模式不同，若涉及普

世價值問題，則是不能有絲毫讓步的空間，

例如過勞致死或是成殘，都是因為長期惡意

違法加班所致，主張應該拉高罰則門檻。

　　因此，他建議在工時規範上不宜太過複

雜，國際間也有根據職業醫學角度，制定工

作間應連續休息幾個小時的規範，以不致使

受僱者產生過勞為 低目標，同時保有彈性

調整空間，尊重勞資雙方意見。

　　目前台灣企業家對於勞資關係，以及勞

動相關法令越來越重視，代表法治觀念提

升，是好的發展現象，但也必須強調，當企

業對於法律遵守程度越來越高時，就必須認

真審視法令制定務不務實，避免以少數個案

來修訂規範，造成企業有窒礙難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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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幸娟  副研究員    陳正堯  副研究員    周瑞淑  組長

專 業 瞭 望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2019 年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已於 9 月底在台北世貿一館完美落幕，勞動部勞動及

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 以下簡稱勞安所 ) 計有 2 件作品參與專利發明競賽，「用來評估 -

勞工之過勞風險的電子裝置」專利技術於眾多參賽作品中脫穎而出，勇奪最高榮譽鉑金

獎，本年度僅 15 項專利獲此殊榮，勞安所此次獲獎，實屬難得。另一項專利「水膜式

微粒衝擊器」也獲得金牌獎，充份展現勞安所前瞻創新技術與科技能量。

活動背景
　　「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原名為「台北國

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由經濟部、國防部、

教育部、科技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國家發

展委員會等部會共同主辦，將國內產官學研創

新發明的豐沛成果，藉由此展覽平台展現在各

界面前，為發明人與業者搭起合作的橋樑，促

使相關產業可將技術研發成果轉化為創意商

品，同時也邀請各國創新發明作品參展進行技

術交流，加強國內發明團體與國際的連結，並

展現台灣在研發創新的實力。

　　此活動在 2018 年轉型為「台灣創新技術

博覽會」，「2019 年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於

108 年 9 月 26 日（四）至 28 日（六）假台

2019 年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專利發明競賽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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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世貿一館舉行，以「未來科技」、「永續發

展」及「創新發明」型塑三大主題館，並設立

「專利發明競賽」，鼓勵國內優秀發明人才投入

研發創新。

　　本年度「發明競賽區」共計有 20 個國家，

654 件作品參與，可謂百家爭鳴，共吸引超

過 4 萬 5 千名國內外專業人士及一般民眾進

場參觀。勞安所計有「用來評估 - 勞工之過

勞風險的電子裝置」及「水膜式微粒衝擊器」

2 件作品參與專利發明競賽，於眾多參賽作品

中脫穎而出，勇奪最高榮譽鉑金獎及金牌獎，

充份展現勞安所前瞻創新技術與科技能量。

用來評估
勞工之過勞風險的電子裝置 
　　工作壓力與過勞等問題亦漸漸受國內社會

重視。然而在缺少管理經驗的狀況下，雇主很

難了解員工的身心狀況，也不容易做出適當的

調整。

　　「用來評估-勞工之過勞風險的電子裝置」

( 中華民國新型第 M574266 號 )，係透過一

穿戴式感測裝置，取得該勞工之心率資料以及

睡眠資料，接著由電子裝置中的問卷模組收集

勞工的心理資訊、工時資訊，再依據預先建置

的疾病風險資料庫以及這些勞工個人資訊，推

估產生勞工疾病風險指標及綜合分數。

　　這個裝置的特點是利用心率、睡眠、工時

等非侵入式蒐集數據，就可以將勞工的過勞風

險予以量化，協助勞工關心自己的身體，強化

自我健康管理，也可以協助雇主了解整體員工

的身心狀況，讓企業應用於高危害勞工族群的

健康管理，按勞工身心狀況適當進行工作調

整，有效預防職業病發生。

　　這項專利的研究過程非常完整，裝置簡

便、對使用的勞工沒有副作用，應用層面觸及

廣大勞工族群，因此能夠得到評審團的青睞，

獲得大會最高榮譽鉑金獎。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發明人 ( 左起 ) 陳正堯副研究員與周瑞淑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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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膜式微粒衝擊器
　　衝擊器是最常用於微粒分徑之設備，其主

要透過慣性衝擊機制，讓特定粒徑以上的微粒

可被收集於收集板上。然而，衝擊器最需克服

的問題為微粒彈跳，因彈跳會導致後續分析的

錯誤。

　　「水膜式微粒衝擊器」( 中華民國發明第

I511770 號 ) 主要由噴孔、衝擊基質及水流通

道組成。藉由改變噴嘴至衝擊板的距離，可以

得到不同的 50% 分徑截取直徑 (Dae50)。衝

「用來評估 - 勞工之過勞風險的電子裝置」獲得大會最高榮譽鉑金獎 ( 左起 )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洪淑敏局長
及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周瑞淑組長

擊基質的中間設計一進水孔，注水後，液體會

由此進水孔流入，並形成一道水膜。當液面達

到一定高度，水將會由衝擊基質的側孔流出，

可維持液體及水膜的厚度與乾淨。水流通道隱

藏於金屬外殼中，主要由兩側的接頭分別進水

及抽水。如此一來，收集的微粒將會被連續的

水流沖洗並去除，保持衝擊板的清潔，可以解

決微粒彈跳及衝擊板超載的問題，並使衝擊器

的微粒截取直徑不會因高濃度採樣或是長時間

使用而改變。

電子裝置與相關之感測裝置示意圖

電子裝置

處理電路

程式碼

儲存裝置

感測裝置

應用程式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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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rosol 
inlet

water 
inlet

aerosol 
outlet

water 
outlet

　　這項專利有效解決了傳統微粒衝擊器無法

穩定收集，且粒徑分徑效率低的問題，還能穩

定的產生產界所需要的標準奈米微粒，透過研

究可評估某一定量 ( 粒徑或濃度 ) 奈米微粒可

能對人體造成的危害。

水膜式微粒衝擊器的初始設計

氣流

 
 

 

 
 

水膜式微粒衝擊器

 

粉體分散器

水膜微粒衝擊器

流體均勻管

粉塵擾動板

多孔金屬片

吸粉管

臨界流孔板

氣流

氣流

水流

空氣型態的奈米微粒

水膜式微粒衝擊器可穩定產生標準奈米微粒

結語
　　新興的產業型態與勞動工時，產生許多新

的職業安全與健康問題。勞安所未來將持續參

與智慧財產與技術交易平台，尋求更多的智財

技術合作機會，將安全衛生研發技術概念予以

商品化，以嘉惠廣大勞工族群。本案 2 項研

發專利後續將規劃技術轉移相關事宜，歡迎有

意願之廠商進行技術轉移。

「水膜微粒衝擊器」獲得金牌獎　日本知的財產協會伊東正樹副理事長（左二）及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
研究所陳正堯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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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勞動關係研究組

　　過去 3 年來我國航空業陸續發生 3 起大規模罷工，其中尤以 2019 年 6 月的長榮

空服員罷工事件影響最為深遠，在罷工規模、時間，乃至於對第三人（如旅客、旅遊業

者等）之影響等皆係如此，在時值 6 月暑假之際，引起了社會各界高度關注。

　　自長榮空服員發動罷工以降，對於渠等罷工行為訴求之合理性及罷工之適法性不乏

各式質疑聲浪；其中，「禁搭便車條款」（agency shop）在過去數月更受到關注，工

會的行為被許多民眾認為係一種「會吵的小孩有糖吃１」，或是「自私、不願分享成果２」

的展現。日前網路上更出現禁搭便車條款在美國已被宣告違憲等聳動言論３，當有澄清

之必要。以下僅就美國最高法院相關對 Janus v. AFSCME 見解加以說明，兼論「禁

搭便車條款」之學理。

１今日新聞生活中心：長榮空服罷工　什麼叫「禁搭便車」條款？。今日新聞，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90620/

3454695/，最後瀏覽日期：2019 年 9 月 5 日。
２法律白話文運動：長榮罷工僵持關鍵：一次搞懂「禁搭便車條款」到底是什麼？。今周刊，https://s.yam.com/HbQUn（此網址

係經蕃薯藤網站 yamShare 縮短網址功能產生，並非今周刊網址，合先敘明。縮短網址之目的在於版面美觀，惟不影響資料來源

之正確性，透過上開網址仍可連結至原文，附此敘明。若對今周刊有造成不便或困擾之處尚祈見諒），最後瀏覽日期：2019 年 11

月 29 日。
３朱徵煦：「禁搭便車條款」之法律探討：有些人想要的，就是和工會不一樣。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https://www.thenewslens.

com/article/121167，最後瀏覽日期：2019 年 9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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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搭便車條款之學理意涵
　　一般而言，為避免工會與雇主協商之成果

得一體適用在非工會會員上，致使非工會會員

得不勞而獲，毋庸付出任何代價即得享有協商

結果，削弱勞工加入工會之意願，工會多會與

雇主約定此種「禁搭便車條款」。

　　「禁搭便車條款」概念原則上係指工會與

雇主約定兩造間協商成果只適用於工會會員，

而不及於非工會會員之約定，惟為兼顧資方、

工會，及非工會會員三方之權益，或實務上之

運作方便，常可見所謂「補票條款」，即學術

上所稱之代理工廠 (agency shop)，為工會保

障條款的一種 4。

　　所謂代理工廠，係指受工會與雇主約定非

團體協約適用射程所涵蓋者（即非工會會員），

需繳一筆金額大致相當於工會會費之「工會代

理費」即代理會費 (agency fee)，始能適用

團體協約。工會期望於團體協約中訂定此種約

定之目的在於，工會花費大量成本與雇主所訂

之團體協約會一般而言普遍適用於全體受僱

者，在此情況下，倘若無論勞工是否為工會會

員皆能享受工會所爭取之更優渥勞動條件或福

利，即難以期待勞工會有加入工會之意願。是

以「為防止只想享受權利，不願盡義務的『搭

便車者』（free riders）」5，此種使非工會會

員付出一定成本始能落入團體協約適用射程之

作法於焉產生。

　　我國團體協約法第 13 條將上開學理形諸

於明文，規定「團體協約得約定，受該團體協

約拘束之雇主，非有正當理由，不得對所屬非

該團體協約關係人之勞工，就該團體協約所約

定之勞動條件，進行調整。但團體協約另有約

定，非該團體協約關係人之勞工，支付一定之

費用予工會者，不在此限。 」此條之本文即為

得約定禁搭便車條款之規定；但書則為在工會

與雇主另有約定之情況下得訂定「補票條款」

即代理會費制度之規定。

　　有判決指出，此條之立法理由，係為配合

工會組織多元化及自由化，避免企業內團體協

約簽訂後，受團體協約拘束之雇主，對所屬非

團體協約關係人之勞工，就團體協約所約定之

勞動條件事項，進行調整，而導致勞工間不正

當競爭，間接損及工會協商權及阻卻勞工加入

工會，爰增訂團體協約得約定受該團體協約拘

束之雇主，非有正當理由，不得對所屬非團體

協約關係人之勞工，調整該團體協約所約定之

勞動條件。惟為避免因前開約定，間接造成非

團體協約關係人之勞工，其合理權益有受損害

之虞，爰另為但書之除外規定。蓋禁止搭便車

條款影響未加入該工會或加入其他工會勞工之

消極結社權（即勞工有不加入工會之權利）及

積極結社權（即加入其他工會之權利）、未加

入該工會勞工之平等工作權，以及未加入該工

會之勞工與雇主間之契約自由。惟為免勞雇關

係嚴重權利失衡，影響勞工籌組工會與雇主談

判之團結權，我國乃於憲法保障人民積極、消

極之集會結社自由下，特以團體協約法第 13

條規定賦予工會與雇主簽立團體協約時，得約

定雇主非有正當理由，不得對所屬非團體協約

關係人之勞工，調整該團體協約所約定之勞

動條件，並設有除外之情形（即該條但書規

定），以兼顧第三人獲得同等勞動條件之可能

性 6。

 4 衛民、許繼峰，勞資關係：平衡效率與公平，前程出版社，
   2019 年 7 月 5 版，頁 166-167。
  5 同前註。
６參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6 年度勞訴字第 224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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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實務發展 
1. Janus v. AFSCME 一案之作成

　　美國最高法院以往在經典的 Abood v. 

Detroit  Bd .  o f  Educ. ,  431  U.S.  209 

(1977)7 一案 中，肯認工會為避免搭便車情

形，得向非會員收取代理會費，與學界通說一

致，皆認此舉為保障工會集體協商權之重要基

石。在該案中，法院將工會會費性質分為二

種，一為用於進行集體協商，爭取勞動權益之

類型；另一種則係用於進行政治活動，如支持

之具特定政治傾向之人或政黨，參與或支持其

政治活動。前者所需之費用在上開最高法院判

決下，係得向非會員收取代理會費者；而在後

者，則係不得成為非會員所繳交之代理會費項

目之一部。其原因在於，最高法院認為工會所

收取之代理會費未必全係用於爭取會員權益，

部分費用係用以支持特定政黨或政治傾向之政

治人物或候選人，而被認為此種行為侵犯非會

員之言論自由 8，畢竟當渠等所繳交之費用之

一部係用於支持與其個人政治思想不同之政治

人物時，無異於係該當事人被迫支持與自己政

治理念不合者，致言論自由受到侵害，而違反

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

　　去（2018）年 6 月，美國最高法院在由過

半 保 守 派 大 法 官 以 5-4 作 成 之 Janus v. 

AFSCME（2018）判決 9 中更進一步指出，

伊利諾州州法要求未加入工會之政府部門受僱

者向工會繳交代理會費之行為，係對非工會會

員言論自由之侵犯，而違反美國憲法第一修正

案。在此案中，最高法院認為非工會會員即便

得以享受到工會與雇主協商後所得之利益，惟

其未必會支持工會理念或活動，迫使非會員支

持其個人不贊同或不支持之理念或活動即係言

論自由之侵害。

７此案案例事實略為當時密西根州政府授權代表政府部門受僱者

之工會得向非會員收取代理會費之規定為若干教師認為違憲，

遂向法院提起訴訟。
８在英美，工會與特定政黨關係較為密切情形較為常見， 19 世

紀末及 20 世紀時英國工會，特別係該國工會聯合會（Trade 

Union Congress, TUC）與該國政黨—工黨即有密不可分之

關係，無論係贊助該黨候選人，或係向其會員課徵「政治稅」

並轉捐給工黨皆然，更有論者指出工黨斯時近半數資金係來自

相關工會，此即為較經典之實例，有關此議題相關論述參見

Greg J. Bamber , Russell D. Lansbury, Nick Wailes 著，

成之約等譯，國際比較勞雇關係，天下遠見出版社，2007 年

9 月，頁 36-37。
９See 138 S. Ct. 2448. 本件案例事實略為任職於美國伊利諾

州政府之員工不滿要繳交代理會費給工會之規定，主張其並未

同意支付此項費用，且不應因為受僱於州政府即被迫支付此項

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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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多數的大法官 Samuel A. Alito Jr.

指出，是份判決作成時已慮及倘若缺少了非工

會會員的代理會費，短期而言對於工會會務之

運作將會造成不利影響，且可能將使工會必須

做出若干改變，以吸引非會員入會或是避免流

失會員，惟工會長期以來已透過此種方式獲得

鉅額之財產，且此種作法對於非會員言論自由

之侵害亦須被衡量。是以在結論上，美國最高

法院指出州政府強制要求其不具工會會員身分

之受僱人繳交代理會費，無論代理會費之用途

為何，皆無礙此係強迫非會員支持工會之事

實，而此種行為即係強迫非工會會員支持特定

言論，侵犯渠等之言論自由，遂將就此規定作

出違憲宣告 10。

　　自是份判決作成後，工會即不得在無非會

員的同意下，向其收取代理會費，或其他以任

何形式繳交給工會之費用，且此種同意必須經

非會員明確表示同意，不得透過推定之方式為

之。而當非會員同意繳交代理會費後，即形同

其放棄行使憲法第一修正案所賦予之權利。
2.Janus v. AFSCME 判決作成之政治背景
　 初探

　　美國審判制度與我國有極大不同，且由於

最高法院大法官係由總統指派，其政治傾向即

非無疑；而削弱公部門工會力量向為保守之共

和黨之目標，此判決因此被認為具有相當之政

治色彩 11。惟此判決是否有政治力量之介入及

介入之程度為何，又或者政治力量介入之目的

與本件是否有關，皆仍有待進一步探討，目前

可確定者係，在過去數年間，是否應廢棄以往

見解之聲浪持續不斷，在 2016 年更曾因 9 位

大法官中之一位不幸去世，而造成相關爭議以

4-4 票的結果懸而未決，直至美國總統川普

上任並任命新大法官後，始改變二大不同理念

陣營之平衡。
3. Janus v. AFSCME 判決之淺析

　　如前所述，近日網路上更有傳言直指美國

最高法院判決搭便車條款違憲 12，對此，吾人

當有釐清之必要，茲分述如下。

　　首先，禁搭便車條款之定義主要係指工會

與雇主約定團體協約內容僅適用於工會會員，

而或基於雇主管理方便，或勞工間之和諧，在

勞資間對於禁止搭便車條款無法獲得共識時，

得透過約定使非會員於繳交代理會費後享受工

會協商成果之作法，作為禁搭便車條款之折衷

方案。而被美國最高法院宣布違憲之法律，僅

係要求非工會會員者須繳交代理會費，亦即美

國最高法院在是份判決中僅指出不得要求非工

會會員繳交代理會費，並未論及此種約定是否

合憲，禁搭便車條款與繳交代理會費實屬不同

概念，斷不應加以混淆。

　　再者，是份判決作成之主因係伊利諾州透

過州法要求在該州政府部門工作之非工會會員

須繳交代理會費，而令渠等繳交代理會費支持

工會之行為侵犯了非會員之言論自由，從而認

為該法令違憲。是以在此議題吾人至少可分為

兩大面向加以檢視，一為此次之所以會出現

「違憲」結果，係因本件係政府部門透過法令

規範為之；倘若係在私部門，由於此種行為不

會是透過法令，不涉及公權力的行使，僅係勞

資間協商、交涉後之結果，不生違憲之問題，

更遑論本件之案例事實由於各國行政體制及法

制之不同，自始即無發生在我國之可能。此

外，本件判決影響層面僅及於公部門工會，對

一般私部門工會毫無影響，對於非公部門工會

而言，代理會費之收取並不會有違法乃至違憲

10 須注意者係，違憲客體為伊利諾州公部門勞工關係法 (Illinois 

Public Labor Relations Act)，此案發生之主因係該法要求

公部門受僱者須向工會支付代理會費，即便渠等毫不贊同工

會所為亦同。
11  Adam Liptak, Supreme Court Ruling Delivers a Sharp

Blow to Labor Unions,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 

nytimes.com/2018/06/27/us/politics/supreme-court-uni

ons-organized-labor.html (last visited September. 9, 

2019)
12 禁搭便車去年在美國早就被宣布違憲了，批踢踢實業坊，

https://www.ptt.cc/bbs/Aviation/M.1561571603.A.65F.

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9 年 7 月 5 日；同前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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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可能。在非公務體系，縱使雇主與工會達成

一定形式之協議，如簽訂團體協約，約定非工

會會員之受僱者需繳交一定數額之代理會費，

非工會會員亦不得主張渠等並不支持該工會之

運作理念等，以此種約定侵犯其言論自由為

由，主張該約定違反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

　　綜上，美國最高法院之判決固然認為強迫

非工會會員繳交代理會費給工會之行為侵犯其

言論自由，而認定訂定此種規定之州法違憲，

惟此與雇主及工會間能否約定禁搭便車條款無

涉，且私部門之工會原則上不因是份判決之作

成而受影響 13。

代結論—跨國經驗的省思
　　我國學界對於禁搭便車條款多持肯定態

度，認為以「補票」方式，即約定代理會費制

度即足以妥適衡平包含非工會會員在內之勞資

各方權益，例如學者邱駿彥即指出「工會辛苦

談來的條件，本來只能工會會員享有，這是天

經地義的。但工會也要考慮資方管理權的立場

不能一國兩制，非工會會員由於從未付出爭議

罷工的辛苦，理當不能坐享其成」。在此次長

榮空服員罷工爭議中，更明確指出禁搭便車得

以透過「補票方式」，並提出建議「補票」金

額可訂為會費之 1.5 倍等 14。

　　搭便車條款或補票規定究竟會有何法律問

題在我國長期以來較少受到關注，美國前揭最

高法院判決之案例事實在我國固幾無發生之可

能，且我國與美國勞資運作間之實務發展及操

作之成熟度成熟度亦未盡相同，惟是份判決所

持見解及案例事實背後之成因對我國仍不無啟

示。

　　文末，僅引用前大法官黃越欽教授於其著

作勞動法新論所述之「工會人士經過辛苦努力

和代價爭取權利和福利時，這些不參加工會的

人（俗稱搭便車）雨露均霑，坐享其成；從某

種意義來看，幾乎是消極團結權之濫用，藉

以獲得不當利益。15 」其所述甚值吾人深刻省

思。

13 當然，相關研究顯示，目前自相關數據檢視並未發現是份判

決對美國的工會有何明顯影響，公、私部門之工會皆然，或

許此點正印證了作成是份判決之一的大法官所言，並無明顯

證據指出限制代理會費的收取具體而言將造成何種影響。
14 張雄風：長榮罷工如何重啟協商 學者提禁搭便車解套。中央

通訊社，https://www.cna.com.tw/news/ahel/201906210171.

aspx，最後瀏覽日期：2019 年 9 月 9 日。
15 黃越欽：勞動法新論，自版，2006 年 9 月，頁 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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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勞動關係研究組

　　學界研究勞工議題的成果，廣為傳播界報導者，首先以研究媒體工作的勞動條件：

工時、工資、工作環境及過勞 ( 廖千瑩，2014) [1]，較受矚目，因為這直接關乎媒體工

作者本身的權益，故被引用而且報導者較多 ( 徐國淦，2013) [2]；再來以廣受社會矚目

的罷工議題、勞資糾紛、外勞議題、關廠裁員、男女平權、就業歧視、勞退制度等較為

傳播業者所重視，再者就是因為傳播科技的演進，  AI 取代人工、無薪假 ( 蕭宏祺，

2013) [3] 傳播科技匯流等，影響媒體勞動權益 ( 王維菁，2013) [4]。

　　最大的因素是這些議題的報導，並非以學界發現為報導取向，而是因為重大議題在

社會上發生了「事件」，媒體再回溯去找對此議題曾有專精研究的學者。

　　可以說，勞工研究的學術成果，新聞議題性如果不符合「新聞價值」：影響深遠

者、重大事件者、即時性、衝突性、有趣味性、鄰近性，基本上勞工事件的探討、勞資

勞權的研究、勞工法令適法性的追蹤探討，較少為人知，除非剛好碰到重大事件，可以

立即對照引用，媒體正好在報導此議題，需要有參考依據、對照、比較時，學界研究的

勞動議題成果才比較為媒體樂於報導。否則，勞動研究的學者，似乎較不擅長媒體操

作，吸引媒體的聚焦，引起輿論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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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追求時效，學術成果須轉化
　　學者從事一項研究通常要 1 至 2 年，且研

究結果比較沒有時效性，難以針對最新、最當

前的時事提供完全切合的解答，因此媒體縱使

有興趣，也僅限於一兩天。能吸引媒體關注的

或比較有興趣的，往往還是緊急的日常勞工事

務或衝突，原因在於一般記者多不熟悉勞工

法令、勞工事務管理的複雜性，因此會向學者

請教意見（opinion），屬於一般性的問題，而

非針對專業性議題或學者最新研究成果的闡述。

　　要讓媒體運用勞工學術研究成果，學者建

議除了要與記者建立良好的公關，或是機構

本身要勤於和媒體打交道，但是學術界要向媒

體界傳播研究成果，確實要花腦筋轉化成為

媒 體 熟 悉 的 語 言，掌 握 ABC 原 則：正 確

(Accuracy)、簡潔 (Brevity )、清晰 (Clarity)，

學者的研究需經過多方蒐集資料，學術研究方

法的建構，問題意識的釐清，實證研究需要廣

泛的民意調查，資料的分析等等，必須周延且

符合學術要求，周延無誤，不能急就章，這與

媒體的快速反應當前的勞工議題是不同的方向

(Sleigh, 2019) [6]。

　　但是，站在反映勞工事務的輿論和深度的

思考探究勞工議題，媒體和讀者確實需要有充

分和與時俱進的勞工議題研究成果。勞工記

者如未能定期或不定期了解、報導勞工研究成

果，或是勞工學者只追求學術圈的認可、不在

乎記者是否會報導自己的研究成果，更不在乎

是否需要主動地與媒體溝通，或提供媒體轉化

後的學術結晶給勞工知道，則勞工各種資訊的

獲得，可能只有官方的說法，或是單一黨派的

政見，或是某利益團體的主張，其實並不利於

整體勞工的權益。勞資關係的緊張，若沒有理

性的辯論，某種程度就是社會溝通的不良，造

成社會的衝突。如果勞工學術研究的成果能夠

適時的傳達給媒體，讓媒體界熟悉學者的研究

領域，和理性的、有依據的研究成果，尊重專

家的說法，再透過報導的方式讓勞工知道，應

可減少社會耗損的成本（李建勲，2018） [8]。

學術研究太專精，媒體要實用說法
　　勞動政策的學術研究，通常含有各種方法

學和抽象理論的建構，對於實務界而言，不見

得有立竿見影的實務效果，但對於立法精神，

或是政策理念，通常是政策論述的基礎和政策

的最高指導原則，而對於媒體而言，也可能流

於空洞，因此媒體界對於學術研究，容易顯得

興趣缺缺，不是媒體不願意幫忙傳播，而是過

於空泛。

　　對於勞動學術研究而言，學者只要思考一

點點小突破，即容易被學術界認可，就覺得意

義非凡。但是對媒體而言，沒有明顯的影響

性、重要性、衝突性、獨特性、鄰近性，學術

研究不夠親民，一般而言，學者再怎麼解釋，

媒體還是缺乏興趣。或是議題太過艱深，單單

學者解釋清楚，可能要耗掉很多時間才把記者

教會。

　　筆者於 108 年 6 月到美國參加勞動與就業關係協會 (Labor and Employment 

Relations Association, LERA ) 之國際研討會，主辦單位特別邀請美國前紐約時報記

者 Steven Greenhouse [5] 暢談從記者的角度如何看待學術研究的成果，會中亦有學

者 Stephen R. Sleigh [6] 及 Rebecca Kolins Givan [7] 發表如何傳播研究成果的文章。

　　本文希望藉由美國勞動學界對勞動議題的研究，探討媒體如何引用學術成果。有助

於研究單位將諸多學術研究成果，有效地提供媒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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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深思熟慮，媒體快速回應 
　　美國學者 Stephen R. Sleigh 非常稱讚

媒體中確實有不少記者很熟悉勞工事務，對於

學術研究成果也非常有興趣，但是勞工事務除

非影響深遠和廣泛的大罷工事件，或是重大的

勞工法案、重大的勞工政策，一般而言媒體不

會太關心勞工事務 (Sleigh, 2019)。

　　前 紐 約 時 報 記 者 Steven Greenhouse

說，勞工事件、法案、政策成為學術界研究探

討的議題，通常都是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等

待事件完整的發展完以後，才從各個角度展開

研究，從研究到產出研究成果，還要再經過投

稿和發表，在在都需要時間，因為學術界的步

調和媒體產生給閱聽人大眾的步調，是兩個

不 同 的 世 界；整 個 研 究 成 果 呈 現，就 時 效

性而言，已經事過境遷，且某些當初的人、

地、時、事、物，已 經 不 再 具 有 影 響 力 了

(Greenhouse, 2019)，就此而言，這些研究

成果對媒體的參考價值，就會大打折扣。因此

勞工學者扮演的角色反而不是媒體即時事件徵

詢的對象。

　　媒體需要學術界研究成果，反而是學者努

力對於長期政策的評估、對於政策執行的追蹤

評價、以及對於勞工政策規劃方向、勞工法令

的論述、比較性的政策法令等等大方向比較有

參考的價值，因為媒體也會規劃具有深度報導

的勞工事務，例如近年來台灣勞工外移和移

工來台的現象探討（莊舒晴，2018 [9]；鄭百

騰，2018） [10]，這些是傳播媒體界對勞工學

術研究成果最具有深度依據的智庫。

輿論與論述 vs. 記者與學者 
　　媒體需要有個人的勞工智庫，這些智庫學

者名單，通常也會和政府諮詢顧問的名單重

疊，但是絕對不要相信媒體只會完全聽取學者

的意見，因為媒體也了解學術界對知識產生的

時效性和屬性，有些偏頗、有些學者專業角度

不夠寬廣、有些學者太專注某個研究方向、有

些學者甚至專長於學術理論的建構，或只是政

治色彩明顯紅牌學者，媒體在報導之時，一旦

引用這些學者的論述，勢必還要再找不同立場

的勞工團體或是站在反對立場的學者，徵詢相

對的意見，因為媒體需要平衡報導。

　　媒體也需要專業角度足夠的論述，政府在

徵詢學者意見或委託研究之時，更要清楚學術

界的專業研究評價、學派、研究取向、研究能

量的多寡，不是每位具有博士學位的學者都有

研究單位透過座談會拉近與民眾的距離



我們與勞工的距離-從學術到媒體誰近?

33

品質佳的研究成果，或是具備與國際學術界同

步研究的能力和興趣。媒體通常看到這樣名實

不符的學者，能清楚辨別甚麼是學術權威，懂

得引用哪些學術界的資訊。因此媒體和政府對

於學術界的知識生產和把關，就必定要認清哪

些學者是真正的圈內人？哪些是圈外人？

　　媒體對於勞工學術界的陌生，很多在于勞

工學術界和經濟學術界相對而言，研究量較

少、研究時間較短、主題範圍幾乎涵蓋在跨領

域中，是相對的弱勢。舉例而言，諾貝爾甚至

每年還有經濟學獎，並無勞工研究獎，這當然

需要勞工研究更持續、更全面、也更需要專業

化，不可否認，在美國有經濟系的學校永遠比

勞工系更多，（其實臺灣也如此），比較起來往

往是弱勢 （臺灣甚至沒有勞工博士班的設立）。

因此，媒體對於勞工事務學術界的研究成果，

永遠少於對經濟學術成果的需求。

媒體：給我好故事　其餘免談 
　　另外勞工事務在媒體的報導偏向於地方性

個案，往往不會成為主流的報導事務，很多平

面媒體根本不會有太多的勞工版面，偏重於報

導經濟事務，或是根本也把勞工面省略。媒體

需要好的故事（good stories）(Greenhouse, 

2019)，好的故事會偏向市場分析取向、經濟

面有遠見的規劃、執行者攻城掠池的衝鋒陷陣

等等，這些都是好故事的素材。反觀勞工事務

工資的要求、勞資糾紛、勞工權益的爭取，雖

然也是故事，但是都偏向於負面的故事，媒體

會關注，但是強度不若資本家的故事來得受關

注，因為這裡面有貢獻度、令人尊敬的人物、

帶來社會影響等等，比較與大眾有關和受歡

迎，也就是說股市新聞，永遠多於勞工新聞，

人民想要投資致富、人民希望賭一把股市、人

民期待看到人生的希望，這是人民的執念，同

樣地，這也是無法去除的媒體執念（media 

obsession）(Sleigh, 2019)。

　　同樣的，美國全國性的學者也偏向研究全

國性事務，對於地方性的個案可能會關注一兩

次，單一個案雖有單一個案的參考價值，但是

無法成為普遍性引用的政策取向。所以美國全

國性的勞工學術研究要花大錢，由多人一起共

同研究，因此研究的內涵複雜度高，研究的學

術成果如果給媒體，媒體也實難以據實完整傳

播，因為在美國媒體有一個大原則：「什麼都

不懂，你就什麼都別說」（Don’t say anything 

you don’t know anything）(Greenhouse, 

2019)。

學術機構如何向媒體推廣學術研究
1. 定期製作研究成果宣導品

　　勞動領域的學術研究多為學理上的探討，

即便伴隨了質性與量化的研究方法，整份研究

往往被認為枯燥乏味。為能使非勞動領域的人

也能了解此領域的學術研究成果，相關單位宜

將研究結果加以簡化，並以淺顯易懂的方式，

例如圖文並茂作法，呈現研究的成果與價值加

以宣傳，供民眾閱覽。
2. 固定舉辦相關展覽

　　我國目前主要展示、宣傳勞動理念的單位

在北部為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下稱勞安所）的勞工安全衛生展示館；在南

部則為高雄市政府轄下之勞工博物館，建議將

來勞動領域之學術機構可與相關單位合作，定

期將成果展示於各該展館，使各地民眾皆能利

用假日或閒暇時間前往參觀，了解我國最新勞

動領域之研究議題及相關知識，發揮寓教於樂

的功能。

　　以勞安所為例，為能全方位針對我國重大

或新興勞動議題加以探討，勞安所每年皆有數

十件研究案探討各式議題。而為能使民眾了解

相關研究內容，每年皆會定期舉辦成果展，透

過設展方式與民眾零距離互動，提供實作、機

智問答、專人講解研究成果、實際研究成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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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等方式，讓民眾能直接了解勞動領域的相關

知能。
3. 與國際接軌　提升勞動意識

　　國人在受教育的過程中，長期以來較不重

視勞動教育，導致目前成年者多欠缺足夠的勞

動素養，即便課綱歷經數次修改，亦難以提供

莘莘學子完備的勞動教育，以至於在時事新聞

中，無論是媒體報導或讀者投書，常可見若干

欠缺勞動意識的論述。

　　建議未來相關勞動學術機構可與各級學

校、縣市政府或社區大學合作，開設相關演講、

研習或課程，提供社會上各階層的人士基礎及

應具備的勞動權益意識。
4. 與傳播媒體界交流

　　如前所述，學術界與媒體的步調是兩個不

同的世界，對於學術研究而言，只要思考一點

點小突破，即容易被學術界認可，甚至得以發

表著作。但是對媒體而言，這些研究成果不見

得有明顯的影響性、重要性、獨特性，且學術

研究往往不夠親民，從而難以吸引到讀者。

　　此外，學術研究的成果無論在呈現方式上

常常不具吸引力，導致乏人問津，研究議題及

內容亦可能太過艱深，若要教會記者可能需耗

費大量時間，再者其內容對於記者或閱聽人而

言可能過於艱深或不具吸引力。

　　能吸引媒體關注，或比較能引起媒體興趣

的，往往還是緊急的日常勞工事務或衝突，例

如工會發動罷工等，在許多國內重大勞資議題

上，常可見媒體會去請教學者意見，即可知媒

體不是全然對於勞動議題缺乏興趣，而是因為

能扣緊時事並吸引閱聽人注意的勞動議題太

少。

　　誠如美國學者建議，要讓媒體運用勞工學

術研究成果，各學術研究機構宜勤於和媒體打

交道，應建立相關公關部門，定期舉辦交流，

使媒體更加了解勞動領域的研究，並從中了解

在媒體界及閱聽人的角度，想看到怎樣的內

容。而透過這種交流模式，學術研究機構可與

媒體業者共同利用媒體這個載具，更有效率的

傳遞勞動意識，使國人具備充足的勞動意識並

了解應有的權利義務。

結論
　　學術研究工作需要收集完整文獻、建立假

說理論、運用研究方法尋找實證、分析統計，

過程嚴謹，研究期間往往一年起跳，因此研究

成果未必能貼近當前最新的時事；另外，多數

民眾不常接觸勞工法令、勞工事務管理的複雜

性，所以，研究單位或政府部門要把它轉化成

常識性的問題，而非針對專業性議題或學者最

新研究成果的闡述。

　　要如何讓媒體運用勞工學術研究成果，學

者也再次強調除了要與記者建立良好的公關，

或是機構本身要勤於和媒體打交道，學術界要

向媒體界傳播研究成果時，盡量要以活潑生動

的方式，並轉化為媒體熟悉的語言。

定期出版研究成果，呈現研究價值，並加以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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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業 瞭 望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一年一度的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 以下簡稱勞安所 ) 研究成果發表及展示活

動，本年度於 10 月 9 日、10 月 17 日及 10 月 25 日，分別於北部 - 勞安所、中部 -

中國醫藥大學及南部 - 長榮大學舉辦。活動內容包括研究成果論文報告，邀請國內重

要領域學者進行專題演講，並將勞安所研究重要成果擴大設置展示區，使研究成果具體

形象化，提供與會人員與研究人員交流與實體體驗場域。3 場次共吸引近 900 人次與

會。

　

108 年度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研究成果發表及展示 ( 左起 ) 國立政治大學成教授之約、台灣虛擬及
擴增實境產業協會周執行長佳君、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黃院長彬芳、勞動部林政務次長明裕、勞動
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劉所長傳名、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何副所長俊傑、中國醫藥大
學公共衛生學院張副院長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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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走入校園、強化交流合作
　　為了讓各界勞工朋友、學研機構、事業單

位、公務單位及一般民眾，了解最新「勞動」

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趨勢，勞安所特別舉

辦研究成果發表及展示活動，依照北、中、南

三地產業趨勢規劃成果發表及展示主題，將勞

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相關研究成果推廣至產業界、

事業單位及大專院校，使各行各業的勞工也能

透過繼續教育的機會，獲得最新勞動及職業安

全衛生知識，並培養預防職業災害之技術與觀

念，降低事業單位職業災害的發生，讓雇主與

勞工獲得雙重防護。

　　今年首次擴大舉辦，並與中國醫藥大學及

長榮大學共同齊力辦理，希望能透過此次研究

成果發表活動，對大專院校在學生給予職前安

全衛生教育機會，實踐「勞動與健康安全工作

環境」的理念。勞安所劉所長傳名亦特別感謝

中國醫藥大學與長榮大學對此次活動的協助。

劉所長表示，中國醫藥大學與長榮大學在職業

安全衛生領域的學術及應用與勞安所發展方向

相符，希望以後有更多機會共同推展相關活動

與業務。劉所長指出，勞安所除有職業安全衛

生方面的研究外，還有勞動關係、勞動市場等

相關研究，可以與相關管理科系結合，中國醫

藥大學與長榮大學均是綜合性大學，已有管理

學院與科系，希望未來能深入交流與合作。

108 年度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研究成果發表

論文發表、傳遞職場新趨勢
　　今年研究成果發表具有創新議題，因應時

事，北部場邀請中華經濟研究院王副院長健全

就「美中貿易戰及數位經濟對我國勞動市場之

影響」發表專題演講，中部場則邀請台灣虛擬

及擴增實境產業協會周執行長佳君為大家介紹

「延伸實境在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之運用」，

南部場則邀請臺南在地的臺南藝術大學曾教授

旭正暢談「地方創生與多元就業」。

長榮大學安全衛生科學學院同學藉由協助活動事務、
體驗職前勞動及安全衛生教育

中華經濟研究院王副院長健全「美中貿易戰及數位
經濟對我國勞動市場之影響」專題演講

台灣虛擬及擴增實境產業協會周執行長佳君「延伸
實境在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之運用」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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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藝術大學曾教授旭正「地方創生與多元就業」
專題演講

　　勞安所研究同仁亦將過去一年豐厚的研究

成果介紹予與會大眾，如職場與家庭 - 創造

互利互惠的勞動關係、多元族群的創新就業方

式、職場安全改善技術及安全管理探討、職業

衛生控制技術、職業危害暴露評估及介入改善

研究等論文發表，獲得與會人員廣大迴響。

職業危害暴露評估及介入改善研究論文發表

實體展示、一起認識安全衛生大小事
　　此次研究成果展示，展出「我們與就業的

距離 - 從就學到就業」等將近 20 項書籍、影

片、模型、軟體、設備等實體展品，透過互動

體驗及實際操作，告訴大家如何維護自身工作

權益、避免職業傷害。

　　本次展出最受歡迎的項目可說是「虛擬實

境教育訓練工具 - 化學品進料、領料及入庫

倉儲作業」，勞安所為了加強事業單位對於危

害性化學品安全衛生管理能力，特別參考事業

單位管理需求及近年來國內相關職災案例，應

用虛擬實境 (VR) 技術，開發一個化學品進

料、領料及倉儲的危害通識教育訓練工具，學

員可在虛擬實境建構的工廠化學品進料區、領

料區及入庫倉儲區，實際體驗上述流程所需的

標準作業及錯誤行為的避免或補救措施，以強

化人員教育訓練成效，並減少發生危害的可能

性。

勞動部林政務次長明裕親自體驗「虛擬實境教育訓
練工具 - 化學品進料、領料及入庫倉儲作業」

　　另一項備受矚目的展品是「營造工地虛擬

實境輔助教育訓練工具」，鑑於傳統課堂式的工

安教育訓練效果有限，無法達到「體認危害」

的效果，因此勞安所運用時下盛行的 VR 技術，

開發這套虛擬實境模擬體驗，學員可透過戴在

頭上的 VR 裝置、搭配手指操控，再選擇進入

8 種 VR 場景中，用類似玩遊戲的方式，在

有限時間內找出作業場景中的危險缺失。8 種

VR 場景包含起重機吊掛作業、乙炔動火作業、

樓板開口或電梯井開口作業、電器機具施工作

業、使用合梯作業、工作台與施工架作業、鋼

構作業、屋頂作業等。

學員體驗「營造工地虛擬實境輔助教育訓練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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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創新、履獲嘉績
　　此外，勞安所研發 ( 專利 ) 技術屢獲肯定，

「用來評估 - 勞工之過勞風險的電子裝置 ( 中華

民國新型第 M574266 號 )」及「水膜式微粒衝

擊器 ( 中華民國發明第 I511770 號 )」，2 項

研發專利榮獲今年 9 月「2019 年台灣創新技術

博覽會」發明競賽鉑金獎及金牌獎殊榮，因此

在 10 月的展示活動特別將此 2 項最新專利技術

帶到展示會場，使無法參加台灣創新技術博覽

會的人員也有機會瞭解這2項專利技術的內涵。

結語
　　勞安所長久以來應用研究成果修訂國內安

全衛生標準 / 建議、勞動政策 / 法令的參考外，

另推展運用研發成果解決職場安全衛生危害問

題，深入產業界進行輔導，協助事業單位改善

工作環境，本次藉由專業交流活動擴及影響層

面，並秉持專業、創新、進取精神提昇國內勞

動及安全衛生的水準及全面優質工作環境，達

到保護勞工安全健康的目標，同時帶動我國重

大勞動政策與職業安全衛生進步。

勞安所劉所長傳名介紹「2019 年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發明競賽鉑金獎 -「用來評估 - 勞工之過勞風險的
電子裝置 ( 中華民國新型第 M574266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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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hina, to identify the occurrence of an industrial injury is a complicate process. Firstly, the 
finding shall base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legal elements provided by the Industrial Injury 
Insurance Regulation (“the Regulation”). Secondly, in identifying the fact of work-related accident, 
different factors relative to the following dimensions shall be examined, whether he/she was in 
his/her working time, whether he/she was in his/her working place and whether the cause driving 
him/her to the work. 
　　The paper adopts the approach of content analysis to do the research on the factors for 
identifying industrial injury. Many court cases were reviewed. Through the content analysis, this 
paper finds that in the dimension of whether he/she was in his/her working time, the following 
factors for example, should be further examined, whether he/she was on his/her way to and from 
work, whether it is in a period he/she is leaving for business, whether it is in the time period that 
he/she doesn’t come in or leave on time, including late in reporting to work and/or leave work early 
and whether he/she was dining out within his/her scheduled working hours. In the dimension of 
whether he/she was in his/her working place, the following factors for instance shall likewise be 
further looked into, whether he/she was in the traveling between different working locations of 
working place, whether he/she was in the restroom of the working place and whether he/she was 
joining in occasions of team-spirit cultivation. As to the dimension of the cause driving him/her to 
the work, for example, the following factors should be further investigated, whether he/she went to 
restroom in working time, whether the accident is happened while the employer was holding 
company sponsored/organized activities such as outings, dining together and team-spirit cultivation 
occasions, whether the accident was happened while he/she was dining out, whether the accident 
was happened while he/she was leaving work to deal with personal business during lunch break and 
whether he/she was engaging in the work he/she is not responsible to.  

Keywords: Industrial injury, Working time, Working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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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In 1950,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omulgated the 
Provisional Regulations on Compensation of 
the Injury of Revolutionary Employees and 
the Employees of State Agencies.  The
regulations established insurance benefits for 
rank-and-file employees and the staffs to 
compensate them for their Industrial injuries. 
Corollary thereto, in 1951, its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further issued the Labor Insurance 
Regulations to extend the coverage to include 
the employees of enterprises. The regulation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safeguarding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employees in 
enterprises, stabilizing the society and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1957, 
its Ministry of Health issued the Measures for 
the Treatment of Occupational Diseases and 
released a list of 14 occupational diseases. 
Occupational diseases and Industrial injuries 
should be treated the same and occupational 
diseases fall within the meaning and the 
scope of industrial injuries. By the 1960s, the 
industrial injury insurance program evolved 
to be implemented only with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collective enterprises. In
2003, the State Council issued the Industrial 
Injury Insurance Regulations to govern the 
matters related to industrial injury. In 2010, 
the industrial injury insurance program was 
covered as one of the five social insurance 
programs under the Social Insurance Law.[1] 
Each province or main city, however, still run 
its own industrial injury insurance program. 
Unified program is yet to be established.
Therefore, the determination of industrial
industry shall be different province by province.
　　The industrial injury insurance program 
is a social program run by State agencies. It 
affords the injured employees to exercise their 
private rights i.e., the right to claim compensation 

benefit.[2] The competent agency of each 
province has the power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industrial injury has occurred/happened 
or not where an employee’s compensation 
claim should be based upon. Insured employee 
or employer may not accept the administrative 
action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an industrial 
injury.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may be
instituted on the agency’s determination.
Therefore, the dominant factors for the agency’s 
affirmative or negative determination should 
be carefully studied such that predictable rules 
can be formulated and subsequently issued, 
for guidance in the resolution of future
disputes.    
　　The paper adopts the approach of case 
review and content analysis for the research 
on the factors in determining industrial injury. 
Twenty-eight administrative cases were 
selected and reviewed, in carrying out this 
research paper.

The Constitutive Elements for 
Determining Industrial Injury

1. The elements provided by Industrial 
Injury Insurance Regulations

　　In the U.S., to check whether the employee’s 
injury is because of or has arisen out of or in 
the course of the work/employment, is the 
general rule applicable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industrial injury has occurred.[3] However, 
in China, until lately there isn’t any clause 
providing a general constitutive element to be 
implemented for identifying industrial injury 
in a board sense.[4] Industrial Injury Insurance 
Regulations does not stipulate general provisions 
giving general definition of industrial injury. 
There are only some specific constitutive 
elements explicitly stipulated by the Regulations. 
For those elements explicitly listed, competent 
authorities have to consider them wi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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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s to determine the occurrence of industrial 
injury.[5]
　　The elements are provided in the following 
provisions.
　(1) Article 14 of the Industrial Injury

Insurance Regulations stipulated that 
where an employee is injured in any of 
the following circumstances, his/her 
injury shall be determined as an 
Industrial injury:
(i.) he/she is accidentally injured during

working hours and in the workplace 
due to work;

(ii.) before and after working hours,
he/she is injured while he/she is 
engaged in preparatory or post- 
liminary work in the workplace; 

(iii.) during the performance of his/her
duties, he/she is accidentally injured 
by violence or other causes during 
work hours in the workplace;

(iv.) suffering from occupational diseases;
(v.) while he/she is working for business

out of his/her usual working place, 
an accidental injury happens due to 
the performance of his/her work or 
the happening of incidence resulting 
in the loss of his/her whereabouts;

(vi.) is incurred on the way to or from
his/her working places and residences, 
he/she incurs injury due to traffic 
accident, or the incident arising from 
city rail transportations, business- 
operating ferries, trains and he/she
is not held to bear the principal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accident.

(vii.) other circumstances provided by
the laws and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that shall be deemed to be Industrial 
injuries. 

　　It is quite obvious that in determining 
whether an industrial injury is incurred, 
under these provisions, the authorities need to 
examine the elements regarding “during 
working hours”, “in the working place”, and 
“reasons why the injured party was working”.
　(2) Article 15 of the Regulations further

provides that any employee who is in 
any of the following situations shall be 
deemed to incur an Industrial injury:
(i.) during the working hours and in the

working place, diseases induced the 
sudden death or the death within 48 
hours after a rescue fails;

(ii.) being injured in the activities of
safeguard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state or the public interests, such as 
emergency relief and disaster relief;

(iii.) caused during battle or other public
causes, the employee who used to be 
military serviceman is in disability 
and has obtained the revolutionary 
disabled serviceman card, his/her 
old wounds relapse while working 
with the employers.

　　For the conditions “during the working 
hours and in the working place, diseases 
induced the sudden death or the death within 
forty-eight hours after a rescue fails” under 
this provision, the authorities need to examine 
the elements regarding “during working 
hours”, “in the working place”, as well. 
Regarding the provision of “employees being 
injured in the activities safeguard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State or the public interests 
such as emergency relief and disaster relief”, 
Professor Zheng Shangyuan argued that 
where an injury happens when a person who 
is performing voluntary service should not be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industrial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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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ause no employment relations exists
there. Other programs related to industrial
injury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govern the 
compensation of those persons injured during 
the occasions. On the compensation for the 
injured serviceman, it is obvious that the 
liability shall only be borne by the State
rather than the employers hiring the retired 
serviceman afterwards.    
2. The element of “because of work”, to

qualify as an industrial injury. 
　　In determining whether an injury can be 
considered an industrial injury,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e employee’s injury is during 
the performance of his/her work for the 
employer, or performing an order/instruction 
of the employer?” should be answered first.
　(1) The Cause and Effect Requirement

　　The reason that the above-mentioned 
question should be answered is because 
the authority has to find out how
the accident happened, cause-eff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ccident and 
the injury, and between the work in the 
course of employment and the injury 
should be established. An employee 
must be injured by an accident while he 
is required to perform the work under 
the cause and effect requirement. In 
other words, a cause-effect causal link 
between an accident and personal injury 
suffered during work or in the course of 
employment is needed to satisfy the
said cause and effect requirement. In
the specific process of satisfactorily 
complying the essential elements so as 
to be considered an industrial injury, it 
is required to decide what causal factor 
links to the accident and the injury 
vis-à-vis the employee was performing 

his/her work. After the requirement of 
causal relationship is complied with, 
then it can safely be concluded that there 
is industrial injury. In ascertaining the 
existence of an industrial injury, the 
authority should analyze the specific 
facts and circumstances to find out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Checking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ccident and 
personal injury and the work performance 
of an employee is needed. For instance, 
the injury happened while an employee 
is leaving office for personal business 
during lunch break, shall be considered 
as a work-related injury. To examine the 
contributing factors relative to this
type of injury, is very important in
the formulation of an affirmative or 
negative result/decision. Therefore, 
examining a series of factors for 
determining an industrial injury
under the Regulation is a must. The 
examination of the factors causing the 
accident must be in accord with the 
important elements required by the 
Regulations. Many causes and effects of 
industrial injuries that meet important 
elements set by the Regulation may be 
found. However, there is no standard 
fact for analysis because in each case 
the fact is different, neither a general set 
of standard determinations can be 
found. All the analysis in each case is 
only for the specific case only.

　(2) In the case of collective activities such
as official outing organized/sponsored 
by employers.
　　In Xi-an High-tech Zone Fashion 
City Western Style Convention Center 
v. Xi-an Yanta District Labor and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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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y Bureau, what was the nature of 
the employee’s act was the dispute’s 
focal point. In the Court’s interpretation, 
the purpose of the outing organized by 
the employer was to alleviate the work 
pressure of workers and to achieve a 
better job performance purpose, therefore 
it constituted an integral part of work 
activities. The Court decided that the 
employee’s outing is a continuation of 
the work of the employees. Legally 
speaking, it is an “out” for business. The 
provision of Item 5, Article 14 of the 
Regulations shall be applicable to the 
case and the employee’s injury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work-related injuries.

　(3) In the case of collective activities such 
as dining together
　　In Sun Yin v. Hauzhou City Labor 
and Social Security Bureau, the Court 
interpreted that to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the dinning organized by the employer, 
the key point depends on whether or not 
the dining is a meaningful collective 
activity for the benefit of the employer 
and whether such activity must be 
attended. If it can be found to be
an extension of job responsibilities, 
the occurrence of casualties, can be 
considered as an industrial injury. If 
such a dinning is not for the benefit of 
the employer, cannot be considered as 
working hours or hours worked. More 
so, it cannot be considered performance 
of employee’s duties. Hence, dining 
together in this instant case, cannot be 
considered as “cause of working”.

　(4) “Cause of Work” and “Eating Out”
　　In Huang Honghong v. Ninghai 
County Labor and Social Security 

Bureau and Ningbo Hongchang 
Construction Co., Ltd., the dispute 
focuses on the controversy where the 
worker’s eating lunch out of the working 
place while the employer has provided 
place for eating lunch. Whether it 
constitutes “a cause of working?” A 
traffic accident injury occurred while 
Huang Honghong was eating out. In the 
trial, the Court applied the rule “if the 
employer did not provide the employee 
with place of eating lunch,” the injury 
occurred in employees’ returning to 
their place of residence or dining in
restaurant near employer’s business 
place shall be considered to be work-
related injury. The situation constitutes 
a sufficient working cause. Where one 
dine at his place of residence or dine
at the nearest restaurant should be 
excluded from the scope of what 
constitute an industrial injury, if the 
employer provides the employee with 
place of eating lunch. This is in 
consonance with the rule in “cause of 
working.”

　(5) “the cause of working” in the case of
“performing non-assigned duty”
　　In Beijing Yimei Yi Jia Co., Ltd. v. 
Beijing Municipal Bureau of Labor and 
Social Security, the Court decided that 
an injury caused while an employee was 
engaging in the normal work of 
employer, even he/she is in violation of 
the company’s rules or in accord with 
his/her job description, the injury shall 
also be considered as work-related 
injury. The plaintiff, in Beijing Yimei 
Yi Jia Co., Ltd., argued that the assigned 
job of Liu Ping was edge seal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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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ongly assigned by her husband Li 
Chengwu to work for picking up. The 
act was in violation to the rule of their 
company rules and leaving her working 
post without permission. Hence, the 
same injury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as 
a work-related injury. The Court 
decided that though Liu Ping’s work 
then was not exactly the same as the one 
assigned by the management, it is 
equally part of the normal work of the 
employer. 

The Factors Related to Working 
Time Dimension Examined by

Administrative Courts 
1.The difficulties in clarifying the factors 
   related to working time
　　Obviously, under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labor standards, the determination of what 
is an employee’s working hours seems to be 
very easy. “Working hours” refers to the 
working time required by law, arranged by 
labor contract or by employer’s usual practice. 
The labor law stipulates that workers should 
work no more than eight (8) hours a day and 
not more than forty (40) hours a week. If there 
is no other arrangement or practice on 
working hours, working time refers to the 
working hours of the workers that meet the 
basic provisions of the law concerning 
working hours. Therefore, in specific judicial 
cases, the identification of “working hours”
can be clearly defined by combining the 
express provisions of laws and labor contracts 
as well as the internal work rules of the 
employer. In practice, however, there are 
difficulties in identifying industrial injury 
occurring/happening in the time related
to employees’ working hours but with no
strict legal construction. The “working time 
dimens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dimensions 

because “work” is the basic ingredient for 
identifying the occurrence of industrial 
injury. It is necessary to determine the 
specific circumstances of "working time" 
according to the elements and specific 
circumstances provided in the Regulations 
and empirical rules that can be found.
2.The time dimension “on the way to or 
   from working places and residence”[6]
　　As to the determinative ruling found in 
Courts’ decisions on the factor “on the way to 
work”, time and path are concerned. In 
analyzing the factor “on the way to work”, the 
Court enunciated, that it shall include the 
commuting time and commuting paths into 
consideration. On considering the time
on the way to work, further, the Court set
a requirement of a reasonable time and 
reasonable path. For a reasonable path, the 
path to work is not limited to the usual path 
that an employee/worker goes to work. 
　(1) Shen Lishun v. Labor and Social

Security Bureau, Chizhou City, Anhui 
Provence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parties 
focused on the point of “on the way
to work”.  Based on the facts of the
case, the regular off-duty hour of the
employer, Chizhou Hailuo Cement Co., 
Ltd., was 17:30 and the employer
provided company bus for employees to 
take to and from residence to working 
place. The injured parties, Shen Zhijun 
and Zhang Wenbin did not take the 
company bus while they got off work
to go home. Shen Zhijun and Zhang 
Wenbin were killed in a traffic accident 
two hours later after leaving the 
company. The judge estimated that the 
time, two hours later, when the accident 
happened were not within the working 
time that Shen Zhijun and Zhang 
Wenbin were working and nei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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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in their extended overtime. In other 
words, Shen Zhijun and Zhang Wenbin 
suffered from traffic acciden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ir way to or 
coming home from work.
　　In this case, the Court’s decision 
cited the letter, numbered Lau She
Mi [2004] No.222, “Regarding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Injury Happening 
on the Way to and from Work to Be 
Determined as Industrial Injury”,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Labor of 
Anhui Province. It clearly defined the 
meaning of “on the way to work” which 
should generally be interpreted on the 
factors of the route of traveling, 
commuting time and travel time 
required.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working hours refers to beginning and 
end of the normal working hours or 
overtime. Travelling time required 
refers to the route of the employee’s 
chosen and the reasonable time required 
for the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from the 
working place to the place of residence. 
The Court, accordingly made the 
determination, Shen Zhijun and Zhang 
Wenbin’s death was not within the 
scope of industrial injuries.

  (2) Yangzhou Xin Yang Filter Co., Ltd. v. 
Labor and Social Security Bureau of 
Yizheng City
　　In this case, the Court explained 
that the law of “on the way to work” is 
about a reasonable time and reasonable 
path. Workers who are late or leave 
early in breach of company discipline 
rules on time and attendance does not 
change the basic attributes of the law of 
“on the way to and from work”. It will 
not affect Item 6, Article 14, of the 
Industrial Injury Insurance. It shall be 

applicable to the accidental injury 
occurring on the way to and from work. 
The interpretation shall be based only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dimension of 
“working hours”.

3. The time “during business travel” 
　　In Luzhou Di Wang Yin Zun Co., Ltd. v. 
Luzhou Labor and Social Security Bureau, 
Mu Yong was hurt by others on the way of 
business trip, and the defendant, Luzhou 
Labor and Social Security Bureau, found the 
hurt to be considered as an industrial injury. 
The plaintiff, the employer of Mou Yong, 
instituted the litigation and argued that the 
hurt cannot be considered as an industrial 
injury. In the trial, the Court, cited Item 5, 
Article 14, of the Regulations and explained 
that the term “leave from working place 
because of business reason”, refers to “leaving 
the fixed workplace or area for performing 
work”. Therefore,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time spent during “leaving the fixed workplace 
or area for performing work” can’t simply be 
understood as the time that employee was at 
work. The time during the business trip 
should include the time in travelling and 
lodging during the business trip. Injuries 
during this period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an 
industrial injury. 
4. It happens in the time period that the 
     employee doesn’t come in or leave on time
　　In Yangzhou Xin Yang Filter Co., Ltd. v. 
Labor and Social Security Bureau, Yizheng 
City, Gu Chunbao accidentally killed by a 
motor vehicle during the time of his overtime 
period while he left earlier than the end the 
period to back home. From the facts given, 
can it satisfy the required element “on the way 
to or from working places and residences”? If 
so, it can be considered as industrial injury. 
According to the company’s record, Gu Chunbao 
did work overtime on the day and the inc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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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rred during the overtime period because 
of his earlier leaving from the working place. 
With the management policy that an employee/ 
worker can get-off from work if he/she has 
completed his production tasks. Records 
further revealed that Gu Chunbao went home 
from the working place together with other 
workers after completing overtime tasks. This 
fact is consonance with the management 
policy on the matter. Accordingly, the Court 
ruled that Gu Chunbao’s act of leaving from 
work and the time is a reasonable off-time 
duty. 
5. It happens during the scheduled working 
    hours “but the employee is eating out”
　　In Wuxi Xueyu Printing and Dyeing 
Co., Ltd. v. Huishan District Labor and Social 
Security Bureau, Wuxi City, the scheduled 
working hours is twelve (12) hours per day.  
On the day of the accident, the company
was not in normal production operation, as
the boiler and oven of the company were 
undergoing preventive, maintenance work 
and the company did not make proper 
arrangements for the breakfast of its 
employee, Zheng Jianzhong, therefore leave 
from work to go home for his breakfast. The 
Court found that at this time Zheng Jianzhong 
eating outside of the office premises is
to solve the normal physiological needs of
the human body, which is reasonable. The
time of Zheng Jianzhong’s eating out during
scheduled work hours remains within the 
purview of the meaning of working hours. 
With respect to the said work rule, “boiler 
workers may not leave during work time”, is 
the company’s own internal rules and shall be 
applicable thereto. The purpose of the rule i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company and 
to restrain the employee’s work behavior. The 
unreasonable, unrealistic or illegal restraint 
may not be availed of in determining an 
industrial injury. The internal rules, in this 

case, are obviously unreasonable. Although 
Zheng Jianzhong breached the rule, his injury 
is still considered as an industrial injury.

The Factors Related to Working 
Place Dimension Examined by 

Administrative Courts
1. The difficulties in clarifying working place
　　Working place shall include but not 
limited to mean, factory, office, warehouse 
and the like. From the workers’ perspective, 
however, the meaning of working place may 
be extended to where the work is, where is the 
working place, where the work is being done, 
performed or executed regardless of the so- 
called fixed physical boundaries.
2. The occurrence was during the employee’s      
    traveling between different working 
    locations of working place.
　　In Sun Lixing v. Labor and Personnel 
Bureau, Tianjin Technology Industrial Park 
The Bureau (Labor and Personnel Bureau) do 
not have the authority to determine whether 
Sun’s injury can be considered as an 
industrial injury. During litigation, the Court 
found that in case of multiple workplaces, the 
essential areas where workers and staff travel 
to and from multiple workplaces remain in 
the workplace. Sun Lixing accepted the task 
of driving a car, so from the company where 
the business center on the eighth floor of the 
business premises (the site of Sun Lixing’s 
normal workplace) to the car parked in the 
commercial center on the first floor of the 
Lixing was injured in the “workplace”. The 
Court held that the business place of Zhonglì 
company located on eighth floor of the 
business was Sun Lixing’s workplace. While 
Sun Lixing accept the task of driving a car, 
the car of Zhonglì company was Sun Lixing 
another workplace. Sun Lixing had to park 
the car in the park of the business center’s 
first floor to complete the car’s work ta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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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Li Xing must pass through downstairs 
from the eighth floor of the business center to 
the first floor and through the first floor
of the doorway. Due to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space closely linked with Sun Lixing’s 
two workplaces, i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legislative intent in recognizing all the space 
as mentioned above as the workplace of Sun 
Lixing.
　　In this case, the judge also made further 
elaboration that the workplace generally refers 
to the employees engaging in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The actual workplace can be 
divided into fixed and non-fixed workplace. 
Fixed workplace refers to the daily work area 
of workers, mainly including the location of 
the employer, the vicinity area and outdoor 
area. As to non-fixed workplace, they are 
referred to those workplaces of, such as the 
postman, couriers, the repairman, electrician, 
crew and journalist.
3. the “Employer’s toilet” case 
　　In Luzhou New Standard Parts Industrial 
Co., Ltd. v. Luzhou City Labor and Social 
Security Bureau
　　The Court decided that during the 
employee’s work time and performing the 
temporary assignment assigned by his 
manager in his work place, the physical 
injuries happened in the toilet should be 
considered an industrial injury. The item I, 
Article 14, of the Regulations did not stipulate 
the place where the industrial injuries occur 
as a “post” but as “workplace”. Therefore, the 
scope of “workplace” should include, but
not limited to the meaning of “post”. The 
establishment of toilets in workplaces is the 
necessary sanitation condition that any 
employer should provide to workers. Therefore, 
go to toilet during working hours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as leaving the workplace. The 
employee injured during working hours in 
toilet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being injured in 

workplace.
4. The accident happened while the employer 
     was holding team-spirit building activities
　　In China, workers are usually required 
to leave his/her working post to join many 
routine team-spirit building activities held in 
their working places. Lang Yina v. Chaoyang 
District Municipal Bureau of Labor and 
Social Security of Beijing is a case disputing 
on the matter.
　　BMW China Company held routine 
team-spirit building activities. The company 
actively encourages employees to participate 
in this routine activity. Lang Yina attended 
and was injured in the activity. The Court 
held that Lang Yina’s injury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work-related injuries. The 
Court found that Lang Yina participated in 
the team-spirit building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the BMW China companies and the 
activity constituted part of a regular working 
arrangement set forth in the BMW Team 
Guide to Team-spirit Building. All the activities 
were subject to prior arrangement by the 
Company and nothing to with other activities 
Lang Yina attended for her own purposes. 
Moreover, the ultimate goal of BMW Group's 
team-spirit building activities in China
is to improve the company’s performance
by improving team communication and 
collaboration, that is, to realize the business 
interests. Lang Yina’s participating in team- 
spirit building activities is equivalent to 
performing working. The place of the activity 
can be viewed as the worker’s regular 
workplace.

Finding and Conclusion
　　In the operation of industrial injury 
insurance, the core issue is the determination 
of Industrial injuries because the purpose
of establishing industrial injury insurance 
program is to provide compensatio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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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jured employees qualified to claim. [7] The 
determination is the precondition for the 
injured party to enjoy the insurance’s 
benefit.[8] The elements to be considered as 
an injury to be an industrial injury, are mainly 
stipulated in the Article 14 of the Regulation. 
Several detail elements and requirements are 
explicitly listed. The merit of this legislative 
method is that it would be easier for the 
agencies to make the determination. However, 
there is no general clause applicable in 
determining industrial injury on a broader 
scope. Many injuries may be excluded from 
being considered as industrial injuries. There 
will be many new types of occupations which 
will come with new industrial injuries. 
Therefore, further research will be needed.[9]
Even though the Courts’ determinations are 
on case by case basis, the rules established by 
the Courts will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the 
practices of the industrial injury insurance. 
More types of disputes will still come and 
stick to three dimensions, “the cause of work”, 
“working time” and “working place.” The 
Courts shall then institute appropriate rules 
and regulations to govern the disputes on the 
subject area of this research.
　　Through the content analysis, this paper 
finds: 
　　1. in the dimension of “whether he/she 
was in working time” the following factors 
should be further examined, “whether he/she 
was on his/her way to and from work”, 
“whether it is in a period he/she is leaving for 
business”, “whether it is in the time period 
that he/she doesn’t come in or leave on time, 
including late to work or and leave early” and 
“whether he/she was dining out within in 
his/her scheduled working hours”, 
　　2. in the dimension of “whether he/she 
was in working place”, the following factors 
should likewise be looked into, “whether 
he/she was in the traveling between different 

working locations of working place”, “whether 
he/she was in the restroom of the working 
place” and “whether he/she was joining in 
occasions of team-spirit cultivation”, and 
　　3. as to the dimension of “the cause 
driving him/her to the work”, the following 
factors should further be investigated, “whether
he/she went to restroom in working time”, 
“whether the accident happened while the 
employer was holding activities such as 
outings, dining together and team-spirit 
cultivation occasions”, “whether the accident 
was happened while he/she was dining out”, 
“whether the accident was happened while 
he/she was leaving work to deal with personal 
business during lunch break” and “whether 
he/she was engaging in the work he/she is not 
responsible to”.
　　For a big country like China, its workplace 
safety and health issues are broad in scope 
and diversity, researches aiming at its worker’s 
safety and health demand the application of 
numerous disciplines. Applying content analysis 
research approach to identify the legal rules 
in determining the industrial injuries is
never enough for understanding what is 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in China. In 
terms of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industrial 
injuries and occupational diseases, many 
fields have not been detected because of 
deficiencies in the methods and tools available. 
Further advances in identifying occupational 
hazards, at-risk workers, exposure assessment, 
control an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standard 
setting and risk assessment with various 
methods would be need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researches may benefit the further 
findings on more dimensions in determining 
the factors of industrial inju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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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中國，認定職業災害的發生是一個複雜的過程。首先，其認定應基於其《工傷

保險條例》所規定的法律要件而認定。其次，在認定該一職災是具職務相關性的事實

時，應相應的審查以下各層面之許多不同的因素，他 / 她是否在上班時間、他 / 她是否

在工作場所，和肇致職災之事務是否係屬職務因素而驅使他 / 她去執行該一事務。

　　本文採用內容分析法對職業災害之認定要件進行研究，而對於許多法院判決進行

分析。經由內容分析，本文發現在他 / 她是否在工作時間這一層面上，例如，應進一

步審查以下因素，他 / 她是否在上下班的路上、他 / 她之離去是否處於要去執行事務之

工作期間內、他 / 她是否在非準時地進入或離開之這一段時間之內，包括遲到和 / 或提

早下班，和他 / 她是否在他 / 她之排定之工作時間內在外用餐。在他 / 她是否在工作場

所這一層面上，例如，還應進一步考量以下因素，他 / 她是否在工作場所的不同工作

地點之間往返，及他 / 她是否在工作場所的洗手間，和他 / 她是否在參加企業的團隊精

神的培養活動。關於肇致職災之事務是否係屬職務因素而驅使他 / 她去執行該一事務

的層面，例如，應進一步審查以下之因素，他 / 她是否在上班時間去洗手間，是否在

雇主舉辦公司所支持 / 安排的活動，例如郊遊、聚餐和團隊精神培養活動場合之期間

而發生意外、是否在外出用餐時發生事故、是否在午休用餐期間外出處裡私人事務而

發生事故，和他 / 她是否從事了他 / 她之職務上不需負責的工作。

關鍵字：關鍵字：職業災害、工作時間、工作場所

民國 107 年 12 月 3 日投稿，民國 108 年 8 月 19 日修改，民國 108 年 9 月 2 日接受。

通訊作者：謝棋楠，中國文化大學勞動暨人力資源系，11114 臺北市陽明山華岡路 55 號，

電子郵件信箱：Chey.nan@msa.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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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勞動部為推廣友善職場，鼓勵企業營造溫暖的工作環境，數十年來不遺餘力推動

員工協助方案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s, EAPs) 的政策。然而，EAPs 推動在台灣

已經超過十餘載，企業與員工的無感似乎與政府的努力推動有著很大的落差。經由文

獻分析發現，EAPs 若採行公司制度外的運作模式或以短暫熱鬧一時的活動來規劃，將

成為不受高層關心，不被員工信任，甚至落入可有可無的福利制度。企業的運作為功

能性組織架構，適合處理定常性工作業務，面對非經常性與需求導向的員工協助方案，

若無法以功能性組織去規劃相關事宜，則常落入曇花一現。因此，EAPs 若要深入協助

企業員工，勢必須將執行活動的做法轉變為規劃制度的觀念。

　　本文以專案管理觀點，以系統化、流程化的方式，導入員工協助方案的規劃階段。

為了讓這個新穎概念落實，本研究將以不法侵害防治 (Illegal Infringement Prevention)
推動為例，藉由企業資源連結進而完成的方案規劃，可以做到規劃方式同步、員工需

求同步、資源分享同步及績效管理同步等過去 EAPs 所無法達成的優勢。由專案管理

觀點規劃的 EAPs 方案，不單只是站在企業及員工需求立場，更重要的是將 EAPs 成為

公司深根的政策制度，以及尋找到一個長治久安的規劃概念。

關鍵字：關鍵字：員工協助方案、專案管理、方案規劃、不法侵害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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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員工在職場中面對工作環境、人際關

係、薪資待遇等因素會產生不同的壓力與

挫折；而在職場外，面對家庭、婚姻、親

子甚至社經地位的差異等也會累積壓力與

挫折。員工隨著工作及環境互相影響下，

所產生的壓力都可能影響身心健康，更成

為影響工作表現的因素。員工是企業最有

價值的資產，關注其身心健康提升其工作

效率，才能提升企業的整體競爭力。

1.1.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背景與動機

　　勞動部為推廣友善職場，鼓勵企業營

造溫暖的工作環境，數十年來不遺餘力推

動「員工協助方案」(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s, 簡稱 EAPs ) 的政策。勞動部為

讓企業理解 EAPs 的運用，製作手冊並彙

集業界推動的成功案例，讓企業在規劃相

關 EAPs 時，有具體的活動案例參考，協

助企業快速有效的推動與落實。然而，

EAPs 推動在台灣已經超過十餘載，鍾燕

宜、胡佩怡 [1] 研究調查中發現，台灣七

百大企業設立 EAPs 的企業只占 21.6%，

相較於美國企業 5000 名以上員工 97%、

250 名以上員工 75% 有很大的差異。研究

歸納出企業推動中所遭遇到的問題，區分

為：1. 缺乏專業人才、2. 高階管理者的支

持不足、3. 員工對方案的接受度低、4. 經

費或預算不足、5. 方案推行後的隱私、績

效及信任程度等疑慮。徐西森 [2] 針對台

灣地區 EAPs 運作模式研究，指出有效運

作因子分別為雇主支持、制度化、擁有專

業人員及宣傳；而影響推展因素，則分別

為成本、隱私權、缺乏專業人員及沒有求

助的時間。EAPs 是企業體恤照顧員工的

政策，政府多年來亦大力的宣導與補助，

然台灣企業在 EAPs 進程仍有許多努力空

間，本文期盼加強內部管理制度，以突破

運用效益。

　　中庸第二十章之六 :「凡事豫則立，

不豫則廢。」強調要把事情做好，取決事

前準備及規劃，而未做好事前準備終將導

致失敗。林兆明 [3] 研究發現，能有效推

動專案順利達成，需確實掌握專案推動的

目的、方針及目標並讓所有組織成員都能

瞭解。黃世芳 [4] 的研究中指出，專案規

劃流程的能力不足往往是導致專案效果不

彰或失敗的主要因素。張維浚 [5] 在新產

品開發研究發現，若企劃階段定位不清、

規格不明，易使產品無法契合客戶端需

求，造成無法上市或乏人問津，故在專案

初期就需明確定義好規格與目標。Pinto & 
Slevin[6] 在專案與經理人的調查發現，關

鍵成功因素依其重要度的前三位，分別是

1. 專案任務：明確的定義目標及方向，2.
高階主管的支持：提供必要資源與權力，

3. 專案計畫：執行及實施步驟要明確規

範。綜合上述學者的研究結果知道，專案

推動成功的要素分別在初期計畫階段對目

標的定義、方針及推動方向的明確，並在

推動執行階段配合計畫行動、規範及團隊

間溝通互動的順暢而努力。本研究希望就

規劃 EAPs 方案該如何進行初期的計畫規劃

來把事情做好，此即為本研究動機之一。

　　就員工協助方案而言，到底要規劃出

甚麼樣的內容，才能符合企業需求呢？企

業有屬於自己獨特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企

業員工也會因不同的企業風格或個人境遇

下，有著不同的需求與想法，溝通互動是

相當重要的 [7]。EAPs 服務方案內容，不

應由提供者決定更應由需求者選擇。換言

之，要成功導入企業的運作，不該使用共

通制定的通用套餐，而是真正必須針對該

企業文化、組織及員工需求量身打造專屬

的特餐。然而如何做出符合企業員工需

求，並融入公司目標、組織文化及企業腳

2. 研究問題

3.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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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與動機

步之中，聽來確實讓人不知所措，除非本

身就具備相關規劃的基礎知識及經驗，想

要能順利執行只能說是困難重重。如何設

計出適合該企業員工又符合公司組織文化

的方案內容，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二。

　　員工協助方案設置主要目的，就是為

幫助有困擾的職場員工解決其問題，以提

升或回復其原有的生產力 [8]。就企業而

言屬於非財務性經營績效指標，是企業績

效管理的選項之一，如果僅以規劃活動的

概念來推動協助方案，勢必則隨著公司的

盈虧或老闆的意念，這些友善職場的活動

將會顯得可有可無；反之將這些友善職場

的政策成為公司的管理指標選項，成為

公司管理制度下的產物，相信一定能將這

些友善職場的政策深入企業文化之中。

然而，以何種規劃設計能將原有的活動設

計的想法，轉變成為規劃公司制度的觀

念，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三。

2. 2. 研究問題研究問題

　　本研究探討透過專案管理模式流程，

是否可以建構及彌補員工協助方案，在初

期規劃及制度化不足的問題。研究中提出

藉由專案管理系統化的規劃方式，與企業

的資源規劃及績效管理做連結，讓企業的

友善員工政策成為績效指標選項。研究中

並以企業規劃不法侵害防治為例，進行實

際案例的規劃，以期待對企業導入員工協

助方案相關議題推動時，有更多實務應用

上的幫助。具體的研究問題如下：

(1) 依照本設計內容的流程，是否讓企

業容易著手初期方案的規劃？

　　以專案管理為基本架構，建立出規

劃員工協助方案所必要的流程，就企業

實際負責執行員工協助方案的主管或專

員而言，透過這樣的流程設計去進行新

方案的規劃運作時，是否有助於統合規

劃初期的準備事項，進而讓規劃更趨完

善。

(2) 依照本設計流程進行方案規劃時，

其所規劃內容是否更貼近企業自己

的需求？

　　從規劃開始就是以企業自身為出發

點，包含組織的選定、資源的運用、需

求的規劃到實際運作及團隊溝通等，都

是透過企業內部的整合而逐一完成的，

這樣所規劃出的方案內容，是否更貼近

企業需求。

(3) 員工協助方案的規劃在導入專案管

理精神後，是否有利於推動內容與

企業資源分配與規劃管理等相結

合？

　　員工協助方案的規劃因專案管理精

神的導入，並從規劃初期開始就與企業

的資源運用進行連結，這樣的規劃方式

在往後推動員工協助方案等任務規劃

時，是否有利於企業的資源分配及統整

規劃？

3. 3.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研究方法是以文獻分析法及深入訪

談個案 C 公司為主。文獻分析法是收集

相關文獻資料、期刊報導、調查報告或網

路資訊等；訪談個案 C 公司則是訪談人

資部門 1 位、專案負責人 1 位及部分專案

成員 3 位，每位都訪談 1-2 次不等。人資

部門是負責推動 EAPs，瞭解 C 公司推動

EAPs 的現況與困難。訪談專案負責人及

部分專案成員，則主要討論專案管理在公

司成功的關鍵要素及 EAPs 專案規劃的可

行性，以此建構出符合企業推動 EAPs 的

規劃方式。個案 C 公司成立於 1965 年，

位於台灣中部地區，目前為全球最大的數

位相機代工製造廠，客戶主要是日本、歐

美、亞洲之品牌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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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與動機

2. 研究問題

3. 研究方法

文獻探討

1.1. 員工協助方案發展與功能員工協助方案發展與功能

　　美國員工協助專業人員協會 (Employee 
Assistance Professionals Association, EAPA)
將 EAP 定義為：「員工協助是企業可以利

用的資源，透過相關聯的核心技術，去預

防和解決員工個人及效能不彰的問題，以

提升員工和工作場所的有效性」[9]。員

工協助專業人協會 EAPA 所制定的《EAP
標準與專業手冊》則認為：EAP 是一個

以工作場所為背景的協助計畫：包括處理

(1) 生產有關問題、(2) 解決個人問題，如

同健康、財務、婚姻、法律、壓力、情緒

及種種可能影響工作表現的問題 [9]。
　　美國企業推行員工協助方案可以追朔

到 1880 年代，當時是企業僱用社會工作

者以提供福利工作為主 [2]。1935 年戒酒

無名會成立，成功協助酗酒者戒酒，成

功 的 案 例 也 促 使 企 業 聘 請 專 家 進 入 職

場，並提供戒酒方案協助員工解決嗜酒問

題 [8, 10]。人本主義的再度盛行，人們

重新開始重視幸福感與良好的工作環境

[11]。1971 年員工協助方案 (EAPs) 的推

動，企業照顧員工的協助方案也由單純協

助酗酒藥癮的改善，擴展至員工所可能面

臨到的諸多問題。1980 年的員工增強方

案 (Employee Enhancement Programs, EEP)
[12, 13]，更是直接從員工的日常生活開始

規劃，做好壓力調適、健康促進的方案。

2.2. 專案管理專案管理

　　國際專案管理學會 (Project Management 
Institute, PMI) 發行的「專案管理知識體

系指南」(PMBOK Guide) 將專案管理定

義為，管理知識、技術、工具、能力等應

用在一個專案上，使其能符合專案利益相

關者 (Stakeholder) 的需求與期望的專門科

學 [14]。在台灣，中華專案學會 (National 

Project Management Association, NPMA)
依照「專案管理知識體系指南」將其定義

為將管理知識、技術、工具、方法等應用

在一個專案活動中，使能符合專案的目標

需求。是一種有效率、有效能的流程與

方法。而任務的目標是將任務如期、如

質、如預算的達成 [15]。
　　專案管理的起源，可追朔到 1950 年

代美國杜邦 (Dupont) 公司，成功地以要

徑 法 (Critical Path Method, CPM) 提 升 研

發與營造專案時程的效率，因而開始受到

業界重視。1957 年美國國防工業因應蘇

聯太空發展，也開始有系統地將技巧、方

法、工具及知識運用在專案規劃上。隨著

專案的需求不同，專案經理人開始發展出

不同的方法，使其可以應用在各種企業

中。同時，為增加更多學術與實務界的對

話平台，專案經理人於 1960 年正式成立

國際專案管理學會 (PMI)。隨著大批學者

投入專案管理學理知識與應用發展，已廣

泛被企業組織應用在實務的管理與流程中

[16, 17]。
3.3. 專案運作與企業運作的差異性專案運作與企業運作的差異性

　　EAPs 的初期規劃，屬於一次性的專

案活動。從規劃開始就有很多的運作模式

與企業並不相同，要直接套用並不容易，

其差異整理如下：

（1）組織運作的差異

　　企業的組織運作中，部門的設立多

以功能性目的而建立，其目的是為處理

相關的定常性業務。EAPs為導入企業

組織中運作，在初期的規劃及推動階段

中，會有很多的需求與企業的功能性組

織有些差異，例如工作型態（表1）。

因此比較適合在傳統功能性組織外，設

立臨時性組織以整合公司相關資源，並

執行特定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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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表 1 專案與企業在運作型態的比較

工作
型態

執行特定性業務，
為一次性工作，任
務達成即解除該組
織。 

執行例行性業務，
反覆持續性進行
相同工作，性質相
近業務合併於該部
門運作。 

區分
專案運作
(目的性)

企業運作
(功能性)

業務
運作

需經過規劃、執
行、確認、行動
 (PDCA) 等程序運
作。 

需經過規劃、執
行、確認、行動 
(PDCA) 等程序運
作。 

組織

屬於臨時性組織，
由功能性部門以支
援性質參與，彼此
連結只負責其專屬
的部分業務。 

負責完成公司設置
該部門時所賦予的
工作目標，並由上
而下的直線領導並
由幕僚從旁輔佐。 

主從
關係

階級制度的關係
相對較弱，屬於
技術性構成的複
合團隊。 

有完整的主管與部
屬階級，負責範圍
均層層管控，好比
金字塔層層負責。 

目標

為達成特定目標各
單位共同負責，但
各部門負責的業務
目標並不相同。 

由公司設定組織目
標，組織中成員都
以達成該目標而努
力。 

指揮

由專案經理領導並
統合相關部門達成
專案目標。 

由功能性部門長
（經理）進行領
導所設定的部門目
標。 

權責

專案經理對於部屬
管理多為義務性管
理，特別當面對支
援性質部屬的薪資
、升遷、績效等議
題時，主要仍由原
功能性組織控管。 

主管、部屬與幕僚
之間權力及義務關
係，明定在組織的
管理之中。 

期限
一定的期限內結
束。 

無特定結束的期
限。 

（2）組織結構的差異

　　功能性組織依其工作目標形成獨立

部門，再依需求向下延伸至必要的管理

組織，不同部門間的工作目標並不相

同，各自的命令體系也不會相互干涉；

而專案團隊經理只有行使專案相關任務

的職權，其團隊成員會因為特定目的向

其他部門調借，雖然相關成員在專案成

立期間屬於專案團隊管轄，但仍需對原

功能性組織的主管負責（圖 1）。

 

 

 

 

 

 

 

 

 

 

 

 

 

 

總經理 

廠長 

部門經理 部門經理 部門經理 

課長 課長 

專案團隊 

主任 主任 

「↓」領導方向(命令體系) 
「…」專案團隊 

圖 1   功能性組織與專案團隊的差異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3）規劃與推動的差異

　　EAPs 的初期規劃，屬於一次性的

專案活動。從規劃開始就有很多的運

作模式與企業並不相同，並不容易直

接套用，包含運作的型態、組織結構

及規劃方式等均不同，多數企業選擇

的委外方式，卻只能提供共通性的套

餐服務，也就不容易滿足企業需求。

而 EAPs 導入專案規劃，不但可以排

除上述問題，透過與企業接軌的規劃

方式，企業組織會意識到這是屬於公

司制度的一部份，也隨著制度化的推

動更能將 EAPs 精神深入企業的文化

之中。

　　本研究以個案 C 公司為例，對照

說明 C 公司應用專案管理在執行新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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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研發，以及在推動 EAPs 方案時，

兩者在規劃階段展開時的差異區分（表

2）。表中可知，EAPs 規劃方式與推動

專案模式不同。前者多以委外方式執

行 EAPs，公司設置窗口管理委外公司

的相關合約項目及績效查核。後者則

在專案規劃部份，公司由內部主管負

責專案管理，並召集各部門投入規劃、

進度報告及即時修正專案目標。

項目
專案管理

(以新機種為例) 
EAPs

（C公司為例）

方
案
規
劃
與
推
動 

規劃 

執行

監視

行動

由專案經理人
主導，召集相
關各部門成員
，訂定實施大
日程計畫。透
過 5W1H的應
用，整合各部
門資源。 

人資部門為窗
口單位，全權
委外規劃。 

依照需求，由
組成的成員各
自推展相關業
務，並依循日
程計畫及目標
執行。 

由人資部門設
置管理窗口，
依委外單位要
求執行的事項
進行。 

以每回/周的頻
度，實施新機
種定例會，由
各執行人員進
行進度報告。 

委外進行，管
理窗口人員僅
確認進度及完
工日 

若發生偏差時
則透過相關單
位，採取必要
的挽回措施或
修正計畫因應
，並持續依此
流程進行。 

無特別行動 

表 2   專案管理與 EAPs的差異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4. 4. 職場不法侵害預防職場不法侵害預防

　　「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

對於職場中的不法侵害定義如下：勞工

因執行職務，於勞動場所遭受雇主、主

管、同事、服務對象或其他第三方之不法

侵害行為，造成身體或精神之傷害。也

就是說只要在職場中被不特定的人所傷

害，都屬於不法侵害，其所適用的範圍涵

蓋職業安全衛生法中規範的各業別人員

[18]。
 　勞工在職場中遭受主管或同事不當的

對待，或遭服務對象、顧客或其他人員以

肢體攻擊、言語羞辱、恐嚇、威脅等霸凌

或暴力事件，因而產生精神或身體上的傷

害，甚而危及性命等。此類的社會危害行

為，不僅涉及個人的身家安全問題，也牽

連組織甚至影響國家整體經濟發展。為維

護勞動者權益，勞動部配合法源修訂並要

求企業推動相關的預防及處置措施。職業

安全衛生法第 6 條第 2 項第 3 款中，要求

雇主對於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

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應妥為規劃及採取

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 [19]。勞動部依此法

源於民 103 年 9 月訂定「執行職務遭受不

法侵害預防指引」提供業界參考使用，並

經參酌相關業界及專家學者意見 [20]。
5. 5. 初期規劃的差異分析初期規劃的差異分析

　　以企業常用的品質管理循環（PDCA：
Plan, Do, Check, Action）及 邏 輯 思 考 法

（5W2H：5W包括Why, What, Where, When, 
Who, 2H 包括 How, How much）作為分析

條件，來探討不法侵害防治預防指引 [20]
與專案管理導入 EAPs 規劃，就初期規劃

彼此間的差異（表 3），可清楚地發現不

法侵害防治預防指引 [20] 主要針對有哪

些項目要實施做說明，在如何規劃及推進

則沒有太多的說明，例如方案推動需要花

費多少錢？在錙銖必較的企業中，是一定

要清楚交代的；反之專案管理導入 EAPs
規劃，則提供較為完整的規劃項目。 

Plan

Do

Check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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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

Do

Check

Action

不法侵害
防治預防
指引 

專案管理
導入EAPs
規劃

不法侵害
防治預防
指引

專案管理
導入EAPs
規劃

不法侵害
防治預防
指引

專案管理
導入EAPs
規劃

不法侵害
防治預防
指引

專案管理
導入EAPs
規劃

管理
循環

分析法

規劃方式

規劃與實
施中概說

(P7) 

前言中
概述
(P3) 

組織
設計
 (P6) 

規劃與實
施(P7～17)
執行成效評
估及改善 
(P18～19) 

範疇
規劃

專案
概述

擬訂
計畫

資源
分配

時間
規劃
評估

專案授權.
任務清單.
擬訂計畫.
策略評估 

預算
規劃

專案
計畫書

專案
計畫書

專案
計畫書

成本
控制

績效
審查
會議

溝通
規劃

進度
報告

績效審查
會議進度

報告

績效審查
會議有效
性稽核

成本
變更
控制

專案
計畫
推動

進度
控制
變更

進度控制
變更.風險
應變更新.
專案績效

改善 

成本
預算
修正

無

完成目標
what

推動理由
why

場所
Where

擔當
who

完成預定
when

進行方法
how

預估費用
how much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專案
計畫書

無

無

無

專案
計畫書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表3   不法侵害防治預防指引與專案管理導入EAPs規劃的差異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專案管理導入員工
協助方案推動模式建立

　　專案管理要能順利執行有四個重要

的條件：1. 目標要明確；2. 推動程序中

各個項目的先後順序要呈現出來；3. 每

個 推 動 項 目 要 有 時 間 的 規 劃；4. 設 定

專案推動過程中的重要檢核點及檢核項

目，以確保計畫有依照進度實施。以此

概念並涵蓋專案管理的五個流程起始、

規劃、執行、控制與結案為藍圖，描繪

出 EAPs 負責人員在協助企業組織進行員

工協助相關方案規劃時，所應必備的流

程順序及進行項目。如圖 2 所示。

規劃 

執行

確認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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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專案管理下的 EAPs 方案規劃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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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管理導入不法
侵害防治的實際運用

　　不法侵害防治為職業安全衛生法 [19]
要求企業雇主必須執行的項目，亦屬於

EAPs 的協助範疇。企業主為規避罰則或

顧及企業形象，自然對於有法源依據項

目會受到重視。EAPs 是勞動部推動友善

職場的重要政策，主要精神是企業協助

員 工 回 復 或 提 升 其 工 作 生 產 力。由 於

EAPs 無法律強制要求，僅以加強宣導、

協助輔導及舉辨優良企業選拔等柔性方

式來推動。本研究目的為導入專案管理

的概念，將 EAPs 推動系統化與執行制度

化，若以不法侵害防治為研究對象，未

來推行的阻力較低，如若執行頗有成效，

相信必然會產生其他 EAPs 項目 ( 如新人

工作適應、主管諮詢與敏感度訓練、重

大傷病關懷等 ) 之漣漪效應。

　　本研究將運用專案管理的起始、規

劃、執行與控制、以及結案四大步驟為

藍 圖，結 合 EAPs 的 初 期 規 劃，使 得

EAPs 與企業功能性組織接軌，將更易成

功。

1. 1. 起始階段規劃起始階段規劃

　　依照 EAPs 方案規劃流程圖（圖 2）

所描述的流程中，起始階段的共通結構

（表 4），區分內容如下：

表 4   起始階段的共通結構

專案
概述 

處理
(工具與技術 ) 輸出

．標的物說明

．依據資料

．業界相關情報

．歷史資料

專家判斷

具備相關

推動經驗

者

專案

授權書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1）起始階段的輸入：標的物說明是對

不法侵害防治進行概念性的說明，

表 5   範疇規劃的共同結構

包括不法侵害的基本概念、定義、

危害程度等；依據資料則是勞動部

衛生署所提供的「執行職務遭受不

法侵害預防指引」[20] 所指示的政

策、實施辦法等相關規定；業界相

關情報則是以收集業界相關推動方

法及推動後的具體成效為主；歷史

資料則是收集過去發生案例、相

關的應變資料、文獻或現有已制定

的相關防治計畫書為主。

（2）處理（工具與技術）：本階段是以

專家的選擇及判斷為主。可透過

組織內相關部門、專家或法律顧

問等具相關專業技術能力者，其

所提供的建議來進行評估，選擇

適當的處理方案。

（3）起始階段的輸出：為取得「專案

授權書」，是經由經營層簽署認同

的專案推動的證明文件。

2. 2. 規劃階段規劃階段

　　規劃階段透過各個項目的規劃，包

括 (1) 範疇規劃、(2) 擬定策略、(3) 擬訂

計畫／策略評估、(4) 專案計畫書整合及

(5) 溝通規劃，逐漸建立不法侵害防治的

活動項目，並依循各項評估規劃結果，

討論出可被執行的工作內容與目標 ( 請

參考圖 2）。

（1）範疇規劃：目的是為釐清需要解

決什麼問題，然後清楚明訂完成

的願景，再以此範疇內容為基礎

並制定相關性的發展活動。範疇

規劃的共通結構（表 5）的區分

內容分別如下：

輸入 處理 ( 工具與技術 ) 輸出

專案概述

產出結果說明

限制事項

專家判斷

籌組專案小組評估

範疇

聲明書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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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範疇規劃的輸入：包含起始階

段所整理的專案概述 ( 標的物

說明、依據資料、業界情報等）、

產出結果及限制事項的說明。

B. 處理（工具與技術）：專家的選

擇的部分為環安衛人員及公司

法律顧問；專案評估小組成員

則是由人資經理、工會幹部等

進行方案的工作範疇評估。

C. 範疇規劃的輸出：範疇聲明書

內容包含不法侵害防治的目的

目標的說明、專案範疇、產品

驗收、時間及專案限制等。

（2）擬定策略：清楚不法侵害防治相

關訴求、規定及範疇設定後，透

過小組成員力量進行策略的擬定，

其共通結構（表 6）的區分內容

如表所示。

表 6   擬定策略的共同結構

輸入 處理 ( 工具與技術 ) 輸出

專案概述

產出結果說明

範疇聲明書

專案小組腦力激盪 工作架構

任務清單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A. 擬定策略的輸入：內容有專案

概述（標的物說明、依據資料

[20]、業界相關情報、歷史資

料）、產 出 結 果 說 明、範 疇 聲

明書。

B. 處理（工具與技術）：主要是透

過專案小組以腦力激盪方式集

思廣益，進而轉換成實際推動

項目。腦力激盪法為一種激發

創造力、強化思考力的普遍應

用方法。

C. 擬定策略的輸出：在實務上的

運用，如下分成兩個步驟進行：

步 驟 1 製 作 架 構 圖（圖 3）：

先輸入不法侵害防治專案概述

等內容，並擬定出必要的重要

項目，方便專案團隊成員在腦

力 激 盪 時，可 聚 焦 討 論 在 重

要項目中，以避免內容過於散

亂，造成會議時間過於攏長或

漫無目的。步驟 2 完成工作任

務 表 ( 表 7 及 表 12)：將 架

構圖（圖 3）的內容轉換成任

務 (mission)，並 依 任 務 設 定

目標 (what) 及必要執行方法

(how)，分 別 記 錄 於 規 劃 任 務

清單 ( 表 7)，讓專案團隊成員

再次確認表 7 的內容。又，再

經由數次的討論，加入推動理

由 (why)、時間規劃 (when)、

預算規劃 (how much) 及場所 /
擔當 (where/who) 等評估，完

成更為完整的不法侵害防治規

劃工作任務表單（表 12）。

  

 

 

 

 

 

 

 

 

 

 
 

 

 

 

 

 

 

 

 

 
  

 

 

 

 

 
 

 

 

不法侵害防治

辨識及評估危害

作業場所點檢

工作適性調查

建構行為規範

辦理危害預防及
溝通技巧訓練

建立事件處理程序

執行成效評估改善

建立風險
評估小組

評估或
訪談

歷史案件
調查

環境設備
安全調查

工作場所
安全評估

適合性
配工

工作設計

建立
組織文化

加強
人員訓練 

教育訓練

成立預防應變組

事件處理 事後處置
建立申訴
通報流程

圖 3   不法侵害防治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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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不法侵害防治規劃任務清單

任務 mission 完成目標 what 進行方法 how

1. 辨識及評估

a 評估者選擇

b 評估活動

c 歷史案件分析

2. 作業場所點檢

a 環境設備調查

b 職場安全評估

3. 工作適性調查

a 適合性配工

b 工作設計 

4. 建構行為規範 

a 組織文化建構

b 個人訓練強化

5. 辦理危害預防及溝通技巧訓練 

6. 建立事件處理程序 

a 通報流程建立 

b 事件進行管理

c 事後處置確認 

成立評估組 
建構評估流程

全體員工調查

公司案例

硬體設施，外在環境安全

工作職場點檢

高風險作業評估及改善

工作效率向上活動

明文化管理流程及規定

階層別教育訓練導入

成立教育訓練及處置小組

建構通報體制

通報管道建立

案件追蹤報告

工作調查

參考指引手冊

問卷調查或訪談

噪音、高溫、化學物質、環境通風

安全點檢表

高風險作業定義及全場調查

作業簡化、自動化

改善工作效率活動定例會

高層主管宣示

明訂懲處方式 

高階主管 : 以身作則

基層主管 : 指揮監督

勞工 : 加強溝通扶持 

人員預防危害訓練

人際溝通技巧訓練 

參考指引手冊

設立窗口，確保個資安全，確保安全

定期追蹤評估

提供安心服務

預防事件再發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7.其他 補助款申請 職安署補助企業改善工作環境相關規定

（3）擬訂計畫／策略評估：透過 A. 時

間規劃、B. 預算規劃、C. 資源分

配三個步驟，分別依 (A) 輸入、

(B) 處理 ( 工具與技術 ) 及 (C)
輸出之共同結構，將其內容加入

工作表單後，即可完成不法侵害

防治的工作任務表單 ( 表 12 )。最

後，再加入 D. 事前風險評估，事

先將風險規劃納入專案計畫管控

之中，以減少對專案的影響。

A. 時間規劃：除配合公司需求外，

也 是 為 確 保 專 案 計 畫 能 依 預

定 的 時 間 完 成。其 共 通 結 構

（表 8）的區分內容分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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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時間規劃的共同結構

輸入 處理 ( 工具與技術 ) 輸出

任務清單

限制條件

歷史資料

資源需求

風險評估

專家判定

時間預估

預留時間

任務時間計畫

任務清單更新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熟悉具體活動
內容的人員

（A）時間規劃的輸入：時間規

劃的輸入為任務清單、限

制條件、歷史資訊、資源

需求及風險評估等內容的

評估。其目的是確認每一

項規劃準備在時間規劃的

觀點上，是否有重複、衝

突或不足的可能以杜絕時

間考量不備的情形發生。

（B）處理（工具與技術）：主

要是透過專案小組及熟悉

具體活動內容的人員，進

行重點的評估項目。在評

估相關時間時，應以歷史

資料或業界資訊做為判斷

的參考依據，切勿以猜測

的方式推測。時間預估是

以歷史資料中類似活動實

際消耗的時間為基礎，推

估相關活動可能需要的時

間；預留時間則是在規劃

的時間中，加入一些緩衝

的時間，以避免在初步規

劃的時間因資訊不足而產

生的差異。

（C）時間規劃的輸出：任務時

間計畫中包含時間預估及

預留時間；任務清單更新

則是將最初規劃好清單內

容，加入經過時間規劃評

估後的日程計畫。 
B. 預算規劃：針對專案內容中所

需要的成本進行評估，建立該

專案的成本基準，以利推動時

監控專案經費的使用狀況。共

通結構（表 9）的區分內容分

別如下：

表 9   預算規劃的共同結構

輸入 處理 ( 工具與技術 ) 輸出

任務清單

歷史資料

資源規劃

成本預估

經費報價

估算法 預算編列

成本基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A）預算規劃的輸入：包括任

務清單、歷史資料、資源

規劃、成本預估及經費報

價等內容。其規劃的重點

是以任務清單為主體，預

估各個活動項目所需消耗

的資源及成本，透過收集

到的相關情報，呈現出該

專案所耗費的成本，進而

編列出相對應的預算經

費。

（B）處理（工具與技術）: 預

算規劃的處理技術為估算

法，估算的方式是以過去

類似專案的實際成本或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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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經費報價而產生的預估

成本。

（C）預算規劃的輸出：輸出為

預算編列及成本基準的建

立，預算編列為任務清單

中所有的經費總和，並加

入突發事件應變用的意外

預備金而成；成本基準是

將 編 列 好 的 預 算，以 時

間帶或活動階段別來呈

現，方便在控制階段進行

成本的管控。意外預備金

則是為避免風險而產生的

衝擊所設置，可透過事前

風險評估後設置以防萬

一。

C. 資源分配：主要的是指人力資

源的分配，其包含組織規劃及

人力的取得，藉由書面化的規

劃，清楚呈現專案性組織或成

員所應負責的工作範圍及負

責 的 內 容。透 過 書 面 化 的 規

劃，制定不法侵害防治專屬的

專案組織圖及專案組織職務要

件說明，將負責不法侵害防治

規劃的組織及人員的工作範圍

清楚的明訂出來。其共通結構

（表 10）的區分內容分別如下：

表 10   資源分配的共同結構

輸入 處理 ( 工具與技術 ) 輸出

專案介面

資源需求

限制條件

類似規劃範本

人力實務

組織建構根據

重要關係人需求評估

角色及責任分配

人力募集管理

專案組織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A）資源分配的輸入：包含專

案介面、資源需求及限制

條件。介面在此定義為外

部可見作業或複雜工具互

動中的關聯性。而「專案

介面」則是涵蓋組織、人

力、技術等層面的組成；

資源需求則是說明該專

案需要的團隊構成份子或

是需要有哪些專案技術；

「限制條件」則是指公司

現狀的組織、人力、技術

為主，再搭配被指定或指

派的人員。

（B）處理（工具與技術）：包

含類似規劃範本、人力實

務、組織建構根據、重要

關係人需求評估等。「類

似規劃範本」是透過專案

概述時收集到的資訊作為

範本，以瞭解類似案件的

組 織 規 劃；「人 力 實 務」

則是配合公司的組織政

策、公司方針及實際運作

等規劃出的組織架構。組

織建構根據則是指組織建

構的相關理論基礎或文

獻；「重要關係人需求評

估」則是要分析探討每個

重要關係人的需求，並給

予相對應的回饋，以滿足

該重要關係人的需求。

（C）資源分配的輸出：將角色

及責任分配、人力募集管

理、專案組織圖等規劃出

來，建構出屬於該專案專

屬的組織圖。「角色及責

任分配」為明確定義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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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其 角 色 及 任 務，方 便

列入該專案組織的職務

要 件（表 11）；「專 案 組

織 圖」（圖 4）則 是 顯 示

不法侵害防治規劃的成員

之間隸屬關係及聯絡體

系。圖 4 中專案負責人應

依 照 組 織 職 務 要 件（表

11）中的職務內容提出相

關需求，並與相關部門經

理討論後所提出最適合人

選，選定的人員多以該部

門具經驗者為優先。「人

力募集管理」則是公司內

涵蓋的人力或相關技術層

面不足時，以對外募集方

式進行推動，其內容包含

組織內外的招募、教育訓

練等。

專案組織 職務內容說明

專案負責人

諮詢服務組

環境評估組

負責進行規劃、組織、指導專

案推動、控制進度、品質及成

本的維持。任務分配、協調及

統整各組任務運作。 

負責法律諮詢、諮商輔導、急

難救助等運作及管理，並統整

外部資源，做好預防及救濟資

源的連結。負責事件發生時的

處置窗口提供受害者必要之協

助。 

負責公司硬體設施、環境及安

全性的評估，掌握公司員工或

來社接洽業務之廠商安全。軟

體運作則配合現場單位進行適

性配工、工作設計等變革，以

圖降低不法侵害之威脅。 

表 11   專案組織職務要件

專案組織 職務內容說明

規程建構組

教育訓練組

負責建構完善職場不法侵害防

治的實施辦法，並配合勞動部

發行之指引手冊，以 PDCA 的

手法，建立適合公司管理的規

程、規定及建立事件處理程序。 

負責人員教育，辦理危害預防

及溝通技巧訓練。依不同對象

及職務要件區分作業者、主管、

廠商、警衛人員等進行特定訓

練。並進行受訓人員列冊管理

及定期回訓。

表 11   專案組織職務要件 ( 續 )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技術支援：

K 廠長

L 協理

專案

負責人：

A 經理

教育

訓練組

諮詢

服務組

環境

評估組

規程

建構組

人資部 B 經理

人事室 C 課長

總務部 E 經理

D 律師

環設課 F 課長

加工課 G 主任

總合企劃 H 經理

經管室 I 主任

總務課 J 主任

圖 4  不法侵害防治規劃組織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1.辨識及評估 

a評估者選擇

b評估活動 

c歷史案件分析 

2.作業場所點檢 

a環境設備調查

b職場安全評估 

3.工作適性調查 

a適性配工 

b工作設計 

4.建構行為規範 

a組織文化建構 

b個人訓練強化 

5.辦理危害預防
   及溝通技巧訓
   練 

6.建立事件處理
  程序 

a通報流程建立 

b事件進行管理

c事後處置確認

成立評估組

建構評估流程
全體員工調查

公司案例列冊

硬體設施，外
在環境安全

工作職場點檢

高風險作業
評估及改善

工作效率
向上活動

明文化管理
流程及規定

階層別教育
訓練導入

成立教育訓練
及處置小組

建構通報體制

通報管道建立

案件追蹤報告

專業性

項目確認
需求掌控

瞭解
發生原因

現狀調查

現狀調查

現狀調查
及評估危
害性

降低
危害程度

工作調查

參考指引手冊問卷
調查或訪談

噪音、高溫、化學
物質、環境通風

安全點檢表

高風險作業定義及
全場調查

作業簡化、自動化
改善活動定例會

高層主管宣示明訂
懲處方式

高階主管:以身作則
基層主管:指揮監督
勞工:加強溝通扶持

人員預防危害訓練
人際溝通技巧訓練

參考指引手冊

設立窗口，確保個
資安全，確保安全

定期追蹤評估
提供安心服務
預防事件再發

會議室

環安衛主任

評估組

評估組

職場、會議室

環安衛主任

各部部長

職場、會議室

評估組
各部部長

各部部長
改善活動小組

會議室 

人事經理

人事經理
外聘講師

訓練中心，
環安衛主任
外聘講師

環安衛主任

環安衛主任
警察保全

人事經理

4/15

5/1

4/15~6/1

4/15～6/5 

4/15～6/30  

5/1～ 

5/1～ 
1回/每月 

6月～8月
計3場 

9月～10月
計2場 

 5/5～6/3 

6/15

6/15

1,000元 

講師費：
計6000元 

講師費：
計4000元  

任務
mission 

完成目標
what 

推動理由
why 

進行方法 
how 

場所/擔當
where/who 

完成預定
when 

預估費用
How much 

會議室 

7.其他  補助款申請 職安署相關規定 規程建構組  - 4∼20萬補助

表 12  不法侵害防治規劃工作任務表單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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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事前風險評估：不是所有的活

動內容都能依照計畫進行，當

不可預期的意外發生時，可能

會導致計畫的延宕甚至產生危

機。為避免無預警狀況發生而

產生危害，透過事先對專案可

能遇到的風險及威脅進行審慎

評估，發展出相對應的應變計

畫，以減少對專案的影響。本

章節以失效模式分析的方式，

透過數值化的呈現讓小組成員

對每一個風險所產生的危害及

其輕重緩急，有一個共同的概

念，以方便對風險項目建立合

適 的 回 應 方 式。其 共 通 結 構

（表 13）區分如下：

表 13   事前風險評估的共同結構

輸入 處理 ( 工具與技術 ) 輸出

風險

項目清單

風險事件分析

風險應變規劃

風險事件分析表

風險應變計畫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資料來源：[21] 

（A）事前風險評估的輸入：建

立風險項目清單。收集包

含影響專案運作的三個變

數 : 阻礙專案發展事件、

事件發生機率、事件發生

的嚴重性等相關內容，並

將收集到的資訊加以分類

而成風險項目清單，以便

後續的處理評估。

（B）處理（工具與技術）：為清

楚掌握每一個風險的輕重

緩急程度，透過兩個步驟

的分析模式，以制定適合

該專案的風險應對規劃。

步驟 1.「風險事件分析」：

透 過 事 件 發 生 機 率 評 比

( 表 14)、事件發生的嚴重

性 評 比（表 15)、可 被 預

測 性 評 比（表 16）等 項

目為參考依據，將數值記

入風險事件分析的各欄位

中，可能性總數欄位則填

入前面三個評比相乘值，

以 完 成 風 險 事 件 分 析 表

（表 17）。步驟 2.「風險應

變規劃」: 將風險事件分

析表，配合基本原則 ( 日

程、預算、績效等 ) 及整

體的專案成敗等項目進行

評估，以符合現狀需求的

風險回應方式（1. 避免風

險 2. 減輕風險、3. 轉移風

險 等），建 立 符 合 不 法 侵

害防治規劃的風險應變計

畫表（表 18），以迴避或

減輕風險發生時對專案推

動所造成的危害。

非常高

高

普通

略低

低

極低

≧0.5

0.125

0.0125

0.0005

0.000067

≦0.00000067

10

8

6

4

2

1

事件發生機率 可能發生機率 評比

表 14   事件發生機率評比



表 15   事件發生的嚴重性評比

無預

警危害

有預

警危害

無預警，嚴重影響專案，

可能被迫取消。

有預警，嚴重影響專案，

可能被迫取消。

嚴重影響日程、預算、

績效或導致進度遲延、

追加預算或績效低下。

非常高

專案日程、預算、績效

影響大，工作可以完成

且有顧客不滿疑慮。

高

日程、預算、績效稍受

影響，有顧客不滿疑慮。

專案日程、預算、績效

影響輕微，有顧客些許

不滿疑慮。

專案些許影響，顧客會

注意到這樣的影響。

專案影響小，部分顧客

會注意到些許差異。

專案影響小，非常敏銳

的顧客才會注意到。

沒有影響

普通

低

非常低

輕微

非常

輕微

沒有

10

9

8

7

6

5

4

3

2

1

影響程度 嚴重度 評比

資料來源：[21] 

表 16   可被預測性評比

完全不確定

幾乎無法確定

微乎其微

非常低

低

普通

略高

高

非常高

幾乎確定

10
9
8
7
6
5
4
3
2
1

可測性 評比

資料來源：[21] 

（C）風險評估的輸出：有風險

事件分析表及風險應變

計畫表。風險事件分析表

（表 17）是將相關風險項

目評比的相乘總數，列入

「可能性總數」欄位中，

以代表事件的影響程度。

「可能性總數」愈高者，表

示風險愈大，屬於優先處

置及對應對象。風險應變

計 畫 表（表 18）則 是 將

找出的風險事件經過討論

後，得出相對應的回應方

式，以便將風險納入專案

計畫管控之中。

1.
內部
因素

1.1
專案
人員
異動

1.2
經費
短缺

1.3
溝通
不良 

1.4
日程
延宕

風險

項目

影響

層面

人力重

新規劃

的浪費

進度遲

延，目

標無法

完成

效率降

低，成

功率降

低

成本上

升

2 2 2 8

1 9 1 9

6 7 3 126

1 6 1 6

發生

機率

評比

(1) 

嚴重

性評

比

 (2) 

可被

預測

評比

(3) 

可能

性總

數 
(1)*(2)*(3)

表 17   風險事件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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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部
因素 

2.1
法令
變更 

2.2
外部
資源
變動 

2.3
政府
政策
轉變 

風險

項目

影響

層面

變更計

畫，進

度遲延

，成本

增加 

變更計

畫，進

度遲延

，成本

增加 

專案必

要性，

執行風

險增加

2 9 1 18

2 9 1 18

2 9 1 18

發生

機率

評比

(1) 

嚴重

性評

比

 (2) 

可被

預測

評比

(3) 

可能

性總

數 
(1)*(2)*(3)

表 17   風險事件分析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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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風險

項目
風險描述

應變

回應

方式

避免 /
減輕 /
轉移

風險管理

內容

1.1
專案

人員

異動 

人力重新規

劃的浪費

風險

可能

總數

8 減輕 /
轉移 

謹慎評估成

員，事先規

劃備選人員。 

1.2
經費

短缺 

活動經費未

納入，進度

遲延，造成

目標無法完

成 

9 避免 範疇變更， 
另尋資金來

源。 

風險

項目
風險描述

應變

回應

方式

避免 /
減輕 /
轉移

風險管理

內容

風險

可能

總數

1.3
溝通

不良 

上司反對，

認為是在找

碴、沒事找

事做，因為

配合度低造

成效率降低。 

126  避免 增加定例會

，事前溝通

平台建立。 

1.4
日程

延宕 

未依預定的

完成進度進

行，透過加

班及增加對

應人員，產

生成本上升

的疑慮。 

減輕

減輕

減輕

減輕

2.1
法令

變更 

2.2
外部

資源

變動 

2.3
政府

政策

轉變

法令變更會

造成方案須

重新規劃，

進度因而遲

延，造成成

本增加 

資源異動降

低有效可運

用的資源，

使得須進行

計畫變動，

成本增加 

專案必要

性，執行必

要性的風險

增加 

6

18

18

18

定期審查進

度及管理時

效性。 

範疇變更，

以配合法令

為原則。 

範疇變更，

增加專案排

程及成本。 

範疇變更，

以配合政府

政策。 

表 18  風險應變計畫表

表 18  風險應變計畫表（續）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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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專案計畫書整合：不法侵害防治

的初期規劃，將之前所完成的資

料彙整成冊，經過上司承認，就

成為執行階段的基軸，其共同結

構（表 19）的區分內容如下：

表 19   專案計畫書整合的共同結構

輸入 處理 ( 工具與技術 ) 輸出

其他產出之計畫書

組織政策

限制條件

專案規劃方法論

專案績效管理

團隊組織的技術支援

專案計畫書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A. 專案計畫書整合的輸入：包括

其他產出之計畫書、組織的相

關政策規定及限制條件。

B. 處理（工具與技術）：分別為專

案規劃方法論、績效管理及團

隊支援小組的技術支援。

C. 專案計畫書整合的輸出：專案

計畫書整合的輸出，也就是專

案計畫書。將收集到的資料依

照下列的順序及相關性分類及

排序 a. 專案的簡介 b. 專案範疇

c. 方案大日程 d. 方案預算 e. 人

力資源 f. 溝通管理 g. 其他。最

後填好專案計畫書彙整成冊，

就完成了完整的專案計畫書。

（5）溝通規劃：每項計畫的推動都會透

過小組或相關人員來執行，而每項

計畫是否能確實執行，在進度、品

質及成本是否滿足，如何將專案的

資訊正確及迅速地傳達給小組成員

及重要關係人，溝通規劃則顯得非

常 重 要 的，其 共 同 結 構（表 20）

的區分內容如下：

表 20   溝通規劃的共同結構

輸入 處理 ( 工具與技術 ) 輸出

資訊傳達計畫

專案計畫書

溝通傳達技術

重要關係人建議

資訊公布系統

進度報告書

·專案簡報

·專案報告

·專案會議紀錄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A. 溝通規劃的輸入：包含資訊傳

達計畫及專案計畫書兩種，其

最主要的目的是明定專案計畫

在每一個階段，以何種技術方

式、頻度及手法傳遞資訊給相

關成員或重要關係人。

B. 處理（工具與技術）：包含溝通

傳達技術、重要關係人建議、

資訊公布系統。溝通傳達技術

是明訂溝通的模式，諸如溝通

方式（電話、郵件、會議）、

召 開 頻 度 （ 即 時 、 週 、 月 、

年）、會 議 方 式（流 程、書 面

文件、口頭報告）等進行方式

的規劃。重要關係人建議，是

指高層人士在專案推動時的建

議 事 項，這 是 要 特 別 注 意 的

地方，因為建議事項往往牽動

整個專案的推動及最終結果。

資訊公布系統則是藉由不同的

傳播方式，將收集到情報傳達

（如 郵 件、語 音、資 料 庫）給

重要關係人及小組成員。

C. 溝通規劃的輸出：就是產生進

度報告書，其報告書的內容會

因當時需求而會有專案簡報、

專案報告及會議紀錄等不同的

呈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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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執行與控制執行與控制

　　此階段最重要的是檢視所有的規劃

內容是否依計畫表中執行，包括進度、

品質及成本是否滿足。透過定期例會的

方式進行進度報告，搭配制定出的溝通

規劃、計畫管理等在會議體中，傳達進

度及成果等資訊；也藉由定期例會將目

前階段性進度狀況，傳遞給專案小組成

員及重要關係人，以建立良好共識，提

升整體專案推動的效能。

（1）計畫管理：計畫管理的方式大都

透過進度報告方式，來進行績效

是否達成的審查，透過收集現狀

的實際進度，與原先專案計畫書

中規劃的預定進度進行比較，研

判 各 個 階 段 或 時 間 範 圍 的 績 效

情形。其共同結構（表 21）區分

如表所示。

表 21   計畫管理階段的共同結構

輸入 處理 ( 工具與技術 ) 輸出

專案計畫書

進度資料

績效審查會議

差異分析及趨勢評估

進度報告書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A. 計畫管理的輸入：包含專案計

畫書及進度資料。

B. 處理（工具與技術）：計畫管理

的處理技術為績效審查會議、

差異分析及趨勢評估。

C. 計畫管理的輸出：主要為進度

報告書，彙整現階段專案資訊

及分析評估。報告書的內容除

報告資料的收集外，也透過長

條圖（甘特圖）、曲線圖或其他

圖形表格來呈現，目前的工作

進度狀況。

（2）控制變更：當不如預期的事情發生

或無法依照規劃內容進行時，透過

協調發展出應變處理方法，以減少

計畫的延宕或損失。控制階段的共

同結構（表 22）區分如表所示。

表 22   控制階段的共同結構

輸入 處理 ( 工具與技術 ) 輸出

專案計畫書 團隊發展與管理

風險應變有效性稽核

成本變更控制

任務進度管理

績效審查

進度報告書

·專案績效改善

·風險應變計畫更新

·成本預算修正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A. 控制階段的輸入：控制階段的

輸入就是專案計畫書。

B. 處理（工具與技術）：包含團隊

發展與管理、風險應變有效性

稽核、成本變更控制、任務進

度管理及績效審查等。

C. 控制階段的輸出：其目的在對

於現狀的進度，進行整體計畫的

回 饋，內 容 包 含 專 案 績 效 改 善、

風險應變計畫更新、成本預算修

正等資訊。

4. 4. 結案階段結案階段

　　當所有的專案目標都已達成，專案就

進入最後一個階段，透過最終審查的會議

進行績效成果發表，除提供給利害關係人

專案的績效（成果）外，也進行專案整體

的反省報告，其共同結構（表 23）區分

如下：



表 23   結案階段的共同結構

輸入 處理 ( 工具與技術 ) 輸出

進度報告書

專案成果紀錄

績效審查會議

成果 /反省報告

分析及評估

結案報告書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1）結案階段的輸入：包括進度報告

書及相關的專案成果紀錄。

（2）處理（工具與技術）：包含績效審

查會議、分析及評估、成果 / 反省

報告。

（3）結案階段的輸出：為專案結案報告

書，透過適當的索引編輯，然後

進行檔案歸類管理，以利未來辦

理類似專案規劃時，作為重要的

參考依據。

結論

1.1. 研究發現研究發現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專案管理模式，是

否可以有效建構及彌補 EAPs 在初期規劃

及制度化不足的問題。在 EAPs 規劃選

擇中，本文是以有法源依據的不法侵害

防治為例，進行實際案例的規劃。希望透

過此方案在企業的重視與推行，產生良性

的漣漪效應，讓更多的 EAPs，亦能採行

專案管理模式。因此，對於本研究所提出

的三個研究問題，獲得以下初步的成果：

（1）初期 EAPs 方案規劃更易行：依照

本設計內容的流程，可以讓企業

容易著手初期方案的規劃。如規

劃內容中包含上司會關心的工作

進度（時間規劃）及相關的費用

（預算規劃），參照擬訂計畫／策

略評估章節，若能依循流程推動，

可以減少許多質疑。

（2）貼近企業需求：公司在推動任何措

施，均有一定的流程及規定，EAPs
使用流程規劃，依圖 2 的 EAPs 方

案規劃流程圖來進行推動，讓各

部門知道要配合的事項，也比較

容易表達意見。因此，依照本設

計流程進行方案規劃時，其所規

劃內容更能貼近企業自己的需求。

（3）企業資源及規劃有效結合：公司

推動任何方案，圖 2 的 EAPs 方案

規劃流程圖與公司在專案規劃一

樣，依循各個項目及順序逐一推

動。由於公司對專案推動並不陌

生，若 能 與 專 案 管 理 精 神 一 致，

有規劃組織圖（圖 4）及職務要件

（表 11），企業的資源分配會與相

關部門協商，則可以順利與企業

資源及規劃結合。

2.2. 研究建議研究建議

　　企業要能有效的推展 EAPs 服務，多

元化的資源整合以滿足需求是勢在必行

的，而如何整合可使用的資源，確實是規

劃 EAPs 的人員所必須面臨的考驗。專案

管理在初期規劃即與組織的資源相結合，

企業高層及相關部門可做好完善的溝通與

連結。企業導入專案管理模式，有系統循

序漸進地逐步完成計畫，可避免因人因時

執行規劃的差異，以及沒有既定的 SOP
影響而產生出不同的規劃結果，減少很多

的不必要的差異。因此，本文建議應藉由

專案管理建構一個適合公司的員工協助方

案制度，並透過該模式進行公司內部及外

部的資源進行整合，如此才能從企業資源

連結中，有效完成方案規劃，達到規劃方

式同步、員工需求同步、資源分享同步及

績效管理同步等過去 EAPs 所無法達成的

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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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發現

2. 研究建議

　　本研究以「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

防」為範例，運用專案管理的五個流程，

包括起始、規劃、執行與控制、以及結案

四大步驟為藍圖，呼應 EAPs 在初期規劃

時的五大流程，讓 EAPs 在初期規劃就

能與企業功能性組織接軌。由於整體的推

進是由企業內部人員主導，從溝通規劃、

資源分配、經費支出、績效管理到專案完

成，都與企業的運作系統相連結，因此

EAPs 透過專案管理的運作機制，可以自

然地與其他部門做好完善的連結與推動。

如此，過去許多企業輕易將 EAPs 委外管

理，可以藉本研究建議的步驟，轉變為內

部管理系統的定常性制度。最後，在永續

管理意義上，專案管理建構員工協助方案

制度，應將其評估機制與處理流程等列入

公司的知識管理系統中運作，讓 EAPs 有

更完善的管理與推廣效益。

專案管理導入企業員工協助方案的技巧與運用-以不法侵害防治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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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chnique and Utilization of Project Management
in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s- Illegal
Infringement Prevention as an Example

Yen-Yi Chung1 　Shao-Wen Chang2 

Abstract

　　In order to promote a friendly workplace and encourage enterprises to create a warm 
working environment, the Ministry of Labor has spared no effort to promote EAPs policy for 
decades. However, EAPs have been promoted in Taiwan for more than a decade, and the 
emphasis on enterprises and employees is not appreciated. It seems that there is a big gap 
between the efforts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government.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EAPs, if they adopt a mode of operation outside the company system or plan for a 
short-lived activity, will become uninterested by the high-level, not trusted by employees, or 
even fall into the optional welfare system. Enterprises are functional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that are only suitable for regular business tasks. In the face of non-recurring and 
demand-oriented EAPs, if they are unable to become functional organizations to plan related 
matters, they often turned out to be a flash in the pan. Therefore, if we want to make EAPs 
assist employees in depth, we must transform the implementation of activities into the concept 
of planning system.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planning stage of the EAPs in a systematic and streamlined way 
with a project management perspective.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is novel concept, this study 
will take the case of illegal infringemen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s the example. Solution 
planning through enterprise resource linkage can achieve the advantages that past EAPs cannot 
achieve, such as synchronization of planning methods, synchronization of employee needs, 
synchronization of resource sharing, and synchronization of performance management. The 
EAPs progra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ject management is not only based on the need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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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s and employees, but more importantly, it is to make EAPs a deep-rooted policy 
system and to find a long-term planning concept.

Keywords: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s, Project management, Program planning, Illegal
 　　　　   infringement pre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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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探討科技發展對勞工團結、集體協商等工會運作的影響；研究方法包括問卷

調查和深度訪談。主要發現如下： 

　　工會運用科技工具可促進產業民主，並有利工會目標的達成，但工會間的效果參

差不齊。科技工具有利工會會員溝通聯繫，組織數位化可降低工會的營運成本，也具

有避免被監督的優點，但部分工會主事者可能不想或無法運用太多的科技工具。

　　社會的勞工團結組織可以運用科技工具來吸收和服務會員、運用科技工具可以幫

助我國工會更優質地服務會員。發展網路投票有利勞工團結；網路傳播有利訊息的快

速流傳。

　　科技發展會對勞動市場產生影響的項目，都可以納入工會集體協商議題。但勞動

者因應的認知還是不夠，遂會影響集體協商的內容和進行。在勞資不對等的情形下，

運用科技工具來對話對資方較有利。科技發展可以提供集體協商創新的手段，但未來

必須法律修正配合以及勞雇雙方的接受。若能讓工會在企業層次從一開始就高度參與

科技導入決策，也讓勞動部在政府層次從一開始就高度參與相關科技發展決策，則工

會對資訊和議題的掌握應該會較佳。

　　本文 後說明因為順應現代科技所造成工作模式與工作型態之改變，對勞動三權

可能產生的影響，並對勞工團結，以及工會法、團體協約法、勞資爭議處理法的修正，

提出一些建議。

關鍵字：關鍵字：科技工具、工會、勞工團結、集體協商、工會數位化

民國 107 年 10 月 26 日投稿，民國 108 年 6 月 25 日修改，民國 108 年 9 月 5 日接受。

通訊作者：藍科正，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62102 嘉義縣民雄鄉三興村 7 鄰大學路一段

168 號，電子郵件信箱：labkcl@ccu.edu.tw。



研究論文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季刊78

Research Articles

緒論

　　科技發展是一個動態現象，其內涵包

括電腦、網際網路、社群網路、智慧型手

機、物聯網經濟（Internet of Things）、共

享經濟（如汽車共享的 Uber、單車共享

的 Ubike、住宿共享的 Airbnb、機車快遞

的 GOGOVAN）、平台經濟（如 Amazon、 

Facebook、Google、Line 扮演媒合功能平

台）、隨選經濟、數據（資料）經濟、工

業 4.0、人工智慧、機器人、無人工廠（關

燈工廠）、無人商店、無人車、雲端運算、

大數據（參 [1] 王健全、林宜蓁，2017：

4）。因為科技發展，本質上會改變勞資關

係的認定（[2] 劉光瑩，2018；[3]Statt, 
2016）、  工作方式（[4]Wheatley, 2017；

[5] 劉士豪，2017；[6] 李世光、童啟晟，

2017）、工作場所、工作時間（[7] 曾燈玉，

2018）、勞動條件（[8]Meil & Kirov, 2017；
[5] 劉士豪，2017）等等。

　　在這樣的趨勢下，科技發展對工會運

作的影響值得各界關注。例如，工會會

利用網路的力量，建立自己的網站，以

說明理念、提供服務、組織會員、發布資

訊等，避免會員人數的下降 ([9]Chaison, 
2002) ；工會也進行勞資爭議協處、協助

（集體）協商、國際交流、發展虛擬工會、

去組織科技人或形成 e 工會等（例如，

電子投票）（[10]Fowler & Hagar, 2013）。

那麼，臺灣的工會是不是也會運用科技工

具來招募和服務會員、處理勞資爭議、進

行團體協商？本文即欲從勞方和雇方的認

知，探討科技發展對勞工團結和集體協商

的工會運作會產生哪些影響。

研究方法

　　本文的方法有二：

11. 問卷調查. 問卷調查

　　本文採結構式問卷，針對本文相關議

題，蒐集企業（製造業和金融保險業 50
人以上的企業）和工會（全國各企業工會）

的意見，因為 50 人以上的企業和成立企

業工會的單位，較會關心科技發展對工會

運作的影響。問卷的設計理念是要詢問受

訪者對於科技發展對所屬企業、我國勞工

團結組織的發展和運作、我國的集體協

商、我國勞資爭議件數的影響，以及勞動

三法應修正之處；再藉以分析回收問卷反

映的科技發展對工會運作會產生的影響之

認知。

　　企業問卷的發放對象是利用各資料庫

（包括 2018 年中華徵信所 5000 大資料庫、

天下雜誌製造業 1000 大、服務業 500 大

及金融業 100 大等資料庫），針對中大型

企業進行發放；其中製造業以經常僱用員

工人數 100（含）人以上、金融及保險業

以經常僱用員工人數 50（含）人以上為

調查對象；其中，製造業係依經濟部定

義分四大類：（1）民生工業、（2）化學工

業、（3）金屬機電工業、（4）資訊電子工

業。

　　企業工會問卷發放對象係蒐集自政府

資料開放平台、縣市政府勞工局或社會處

工會資料；工會組織類型依 2011 年 5 月

1 日修正施行之工會法分類。共蒐集 851
家企業工會，實際發放 846 家企業工會

（給理事長收），以桃園市 168 家、高雄市

146 家、臺北市 137 家為前三多縣市。

　　2018 年 5-7 月間，共回收企業有效問

卷 333 份，拒訪 234 家，回收率 58.73%。

共回收企業工會有效問卷 142 份，占所寄

發 846 份之 16.78%。

2. 深度訪談. 深度訪談

　　本文採半結構式題綱、立意抽樣方

式，對 7 家全國性的工會組織或勞工團體

幹部，以及 5 家有企業工會的企業人資人

員，進行深度訪談，以補充問卷調查的不

1. 使用科技工具以促進勞工團結

3. 科技發展下的集體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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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問卷調查

2. 深度訪談

外國的情形

　　本節依據國內外文獻，分析科技發

展對外國工會運作的影響情形。

1. 使用科技工具以促進勞工團結. 使用科技工具以促進勞工團結

　　工會運用網路的項目包括在特定時

段進行教育訓練、對會員提供網路學習

的資訊、招募會員、組織、動員、勞資

爭議協處、協助（集體）協商、國際交

流、發展虛擬工會、去組織科技人或形成

e 工會等，可促進產業民主和職場公民參

與（例如，電子投票，特別是會員跨國

時）。   1 工會運用數位科技也已展現出較佳

的組織抗爭。   2 工會若善於經營媒體關係，

則有利工會目標的達成（[15] Krašenkienė, 
Kazokienė & Susnienė, 2014） 。   3 不過，工

會本身使用科技工具的文化仍參差不齊；

工會的作為還是受到領導者的意向之影

響，並非一致。   4 而英國禁止工會使用電

腦 或 智 慧 型 手 機 進 行 罷 工 投 票（因 為

2015 年 11 月 10 日英國工會法案的三讀

通過）（[18] Editor of TUC, 2016）。

新科技下工作者的團結有諸多困難，包

括身分不明、沒有同事、工作不明確、

太容易被監控（[7] Meil & Kirov, 2017），

工作者間的互動、溝通不易，集體意識

的凝聚不易，工作者對工會的依賴也不

高。如能接觸工作者、工作者有權利意

識、工作者參與推動、有外來具經驗者

協助，則較易成功（[19] Huws, 1995）。

　　運用科技的工會平台需要建立三個

重要要素：一、溝通，建立現代化的社

交平台，要能夠雙向互動；二、連結，

平 台 具 有 反 饋 機 制，讓 會 員 感 受 到 彼

此間的互動；三、蒐集資訊，平台能降

低會費，並且輕鬆的蒐集數據，並將數

據發展為可應用的資訊 ( [20] Uniontrack 
Team, 2018)。
　　德國的 IG Metal 工會曾推動虛擬工

會平台 Fair Crowd Work，讓自營作業者

參與組織；英國採用資通訊（ICT）技術，

3. 科技發展下的集體協商

足。題綱的設計理念如下：詢問受訪者認

為科技發展對「我國勞動市場」、「我國勞

工團結組織和運作」、「我國集體協商」會

產生的影響，以及「有沒有因為科技發展

而造成的相關勞資爭議」和「我國勞動三

法需要調整修正之處」等的見解：再藉以

分析受訪者對於科技發展對我國工會運作

會產生的影響之認知。深度訪談前先告知

受訪者本研究的背景，詢問受訪者是否同

意錄音，同意後才進行錄音；訪談紀錄對

受訪者係以代號匿名處理。

　　本文的企業問卷未涵蓋製造業和金融

保險業 49 人以下者以及其他行業，企業

工會問卷未涵蓋總工會、產業工會和職業

工會，也未針對政府官員或非工會會員的

工作者進行調查或訪談，屬於研究限制。

1 例如，在英國的大學教師協會（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Teachers of UK）利用電子郵件來組織學術人員，英國聯合

工 會（TUC in UK）和 英 國 建 築 勞 工 工 會（UK Building 
Workers Union）製作定期的電子期刊以維持穩定的代表和其

他訊息（[11]Badigannavar, 2002）。2011 年加拿大的工會使

用新的社群軟體參與選舉，讓工會更有效率及更有凝聚力

（[10]Fowler & Hagar, 2013）。

2 例如，英國空服員 2010-2011 年的罷工（[12]Schoemann,
2018）。EDF Energy 的安裝人員被要求強制安裝車輛追蹤裝

置以及隨機的藥物和酒精檢測，代表英國和愛爾蘭 大的工

會 Unite 宣布在倫敦舉行七天的罷工行動，拒絕公司的過度

監控（[13]Editor of Unite, 2018）。愛丁堡大學法學院則試圖

以 過 去 的 課 程 錄 音，因 應 英 國 大 學 工 會 UCU 的 罷 工

[14]Editor of UCU, 2018)。
3  2016 年 6 月 24 日華航空服員透過桃園市職業工會發動的罷

工，後來贏得華航企業工會幹部選舉，並推動籌組長榮航空

企業工會，就是顯例。

4 例如，在勞資協商下，德國福斯汽車 2011 年起規定 6:15pm-
7am 之間伺服器中止運作，法國保險公司 Reunica 禁止

8pm-7am 之間和週末電子郵件收件 （[16] 劉黃麗娟，  2016）。

而南非 1989 年廢除隔離政策後，面對科技發展的影響，南

非白人為主的金屬工會（Solidarity）和黑人為主的金屬工會

（NUMSA）都著重於協商工資、放棄協商科技的改變和組織

再造（[17]Hlatshwayo,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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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E-union（[21] 成 之 約、徐 國 淦，

2017：63-65）。虛擬工會式的 APP “shyft”
讓員工可簡單的分享工作信息、換班、

舉發違反勞工權利等；目前此 App 應

用在星巴克、麥當勞、海軍（Navy）等

（[22] White, 2016）。

　　虛擬組織具備五大優勢：第一、它

可以讓工作者按自己的意思建立，不需

要與雇主或是外人打交道；第二、它可

以有效的避免雇主的監控，減少被威脅

的風險；第三、它可以因應現代工作場

所分散的趨勢；第四、它可以簡化組織

工會的成本，明確工會的目標；第五、

組織與組織間可以很輕易的互動，交換

資訊，必要時提供幫助 ( [23] Zuckerman, 
Kahlenberg & Marvit, 2015)。
　　在 Web2.0 的時代下，虛擬工會只存

在於網路空間，這樣風格的組織與傳統

的工會相比，可能會失去某些功能，工

作者之間能否真正的在網路之外團結一

致？專注於網路上的活動，是否真的能

快速的反應到現實工作場所呢？故低成

本、快速的 Facebook 或 Twitter 活動，仍

然無法取代人際相處所建立的持久和深

度團結。([24]Burgmann, 2016) 
3. 科技發展下的集體協商. 科技發展下的集體協商

　　科技發展會對勞動市場產生影響的

項目，都可以納入工會集體協商議題。 
5 勞工要爭取集體協商，6 才可避免科技

發展造成的更不均化。 
　　德國於 2001 年修正企業組織法，將

事業單位的界定從「空間」改為「功能

性」的 概 念，「員 工」遂 包 括 在 家 庭 或

移動辦公室的工作者（參 [5] 劉士豪，

2017：37、44）。德國的雇主認為，在工

業 4.0 下，將有助於加強專業化及分工，

但不能受限於過度的監管，故要求不能

強化工會的共同決定權，且工作時間必

須要更靈活一點。德國 IG Metal 工會則

提出三大訴求：一、在數位化下仍要保

障工人的權利，加強共同決定權；二、

積極地塑造科技和工作間的組織設計，繼

續制定職業健康和安全標準；三、員工有

平等的機會參與數位化下的工作環境，持

續促進公司的培訓。  （[31] Degryse, 2016）

　　TUC 希望爭取將導入 AI 所獲得的利

益可以用來逆轉延後請領老年年金的年

齡（2037-2039 年時將變成 68 歲），不要

只讓雇主和高階經理人取走導入 AI 所獲

得的利益（[32]Walker, 2017）。UNI 全球

工會（[33] UNI Global Union, 2017）主張，

個人資料被蒐集和運用過程中，要確保

個人隱私權的保護。ILO 準備在 2019
年國際勞工大會倡議的政策包括全面性

基本收入，以及社會安全改革 7 等（[34] 
Kvam, 2016）。

5 例如，多少工時是可控制的、工作時的安全衛生風險為何、

職災如何認定、工作與生活如何平衡、可能需要新的法規

等等，都是集體協商需要關心的項目（[25]Paramo & Vega, 
2017）。

6 例如，荷蘭的海尼根公司透過新科技，建立彈性工時制度平

台「聰明工作平台」，包含彈性的排班，也保障較年長的員

工及時間與金錢交換的薪酬機制；該制度被認為在科技的

突破及社會對話上是雙贏的，其得以持續成功之原因在於

其 勞 動 條 件 是 由 工 會 和 管 理 階 層 集 體 協 商（[26]Fagan, 
Hegewisch & Pillinger, 2006）。UPS 公司對於以新型的科技

取代司機運送包裹非常有興趣，因此貨櫃司機工會中的司

機們向 UPS 提交新協議，其中包括禁止 UPS 使用無人機或

是自駕車交付包裹，更不可取代任何一位司機（[27]Ziobro, 
2018）。紐約市議會 2018 年 8 月 8 日通過一項對 Uber 和 
Lyft 這類汽車共乘公司的規定，對上路車輛有一年為期的數

量上限管控，並對駕駛有 低工資的要求（[28] 許家華，

2018）。2017 年瑞士出現平台經濟工作者首度抗議，結果勞

動條件改善，也不再被認定為自營作業者（[29]Vandaele, 
2018）。當涉及工業 4.0 的計畫，AirBus 在德國的四家工廠

之工會利用自身的影響力與公司一起制定政策，來降低工

會對未知未來的恐懼，確保工作機會不減少、督促雇主對

勞工技術進行再訓練，以及爭取分享提高生產力後的報酬

增加等（[30]TUC, 2017）。

7 讓某些給付可持續適用於受僱者或自營作業者，如法國

2017 年試辦的「個人活動帳戶」於失業時可取用來教育訓

練，或先用於他處再延後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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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科技發展下的集體協商

　　不過，知識工作團隊成員間的同質

性較低，且該團隊成員通常並非固定，

而是在一個工作項目結束後又再次重組，

故工會難以透過集體協商的方式在知識

密集產業下有運作空間（[35] Lee, 2014）。

任何地點、任何時間都可以工作，工作

者也更追求工作與生活的平衡，故很難

協商集體的利益（[36] Federal Ministry of 
Labour and Social Affairs, 2015）。自 營 作

業等的非典型工作者通常難以進行集體

協商，也不會被團體協約涵蓋；且分享

經濟平台使得雇主的操控更加難以察覺，

工作者的集體協商行動改變工作環境的

可能性大為下降（[37] Cockayne, 2016）。

若工作者在平台經濟是兼職，則歸屬感

較低，故團結意識較低；持續的顧客評

價對工作者有紀律約束（和歧視）效果，

平台說要用無人車送餐就可壓制工作者

的協商力量（[29] Vandaele, 2018）。

　　科技發展可以提供集體協商創新的

手段，但必須法律修正配合以及勞雇雙

方的接受，例如資訊蒐集、視訊會議、

數位會議記錄、爭議處理得採數位方式、

網路投票、勞方的代表單位（不侷限於

企業工會）、必要時邀請外部專家參與

等。也有提起訴訟，以解決集體訴求的

爭議。  8 若能讓工會在企業層次從一開始

就高度參與科技發展決策，也讓勞動部

在政府層次從一開始就高度參與科技發

展決策，勞方對資訊和議題的掌握應該

更佳。

　　在德國，勞雇在許多機制上都對等

參與，如自由集體協商、社會夥伴、職

工代表、自行管理的社會保險體系等；

但因集體協商的涵蓋率下降、非典型工

作增加，故各界期待政府提高介入保障

工作者權益，例如，如何促進自營作業

者的公平收入和社會安全（[36] Federal 

Ministry of Labour and Social Affairs, 2015）。

　　為促進集體協商，德國人認為需要

修正的法律內容包括：放寬法律，讓某

些勞工對工時的選擇更有彈性；放寬德

國的「工時長期帳戶」，來因應「終身規

劃」 （需照顧小孩、長期照護），以便讓勞

工更能自主決定過渡到退休的選擇。  9 要

擴大集體協商的適用範圍、降低適用門

檻，透過集體協商去放寬彈性。未來可

採簡化工作委員會的選舉以提高組織率、

更加地保護籌組工作委員會的勞工、利

用科技來提高共同決策的速度；若勞雇

雙方都同意，則可找外部專家參與；可

允許工作委員會會員間採錄影會議，但

工作委員會會議不可錄影，因為屬私人

會議，且須防止第三方得知內容；若要

允許錄影，應經勞雇雙方同意，且係召

開面對面的會議有困難、而第三方不會

得知內容。（[43]Federal Ministry of Labour 
and Social Affairs, 2017）

8 例如，Uber 與司機間的勞雇關係究竟為何，在加州進入集

體訴訟；美國加州勞動委員會 2015 年判定 Uber 司機是

Uber 的受僱員工，不是承攬關係（[38] 楊晨欣，2015）。美

國 服 務 業 受 僱 者 國 際 聯 合 工 會（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發現，麥當勞總部使用大數據系統管理

直營店和加盟店的員工，如此等於有指揮監督關係，遂上告

美國政府的全國勞動關係委員會（NLRB）；從 2015 年開始，

麥當勞已經輸了數場訴訟，包括 2016 年 1 月初紐約的判決

（[39] 卞中佩，2016）。歐盟法院（ECJ）宣判，無固定辦公

室的員工離家前往第一個會面點和離開 後一個會面點回家

的路途時間，都要算在工時內計算（[40] 陳韻涵，2015）。

亞馬遜所屬的頑皮機器人平台（Amazon Mechanical Turk）

的工作者於 2012 年到法院控告 Crowd Flower（媒介頑皮機

器人工作和工作者的公司），主張說工作者作的超過 低要

求；此 集 體 訴 訟 贏 得 58 萬 5 千 美 元 的 賠 償

（[41]Lehdonvirta, 2016）。在我國，南山人壽為因應數位化時

代，要求收費員接受轉型訓練或是離職，工會指控收費員轉

任新職後，薪資折半，違反勞基法第 10 條之 1 第 2 項，因

此產生多件訴訟（[42] 廖千瑩，2017）。

9 不過，德國該等法令的放寬主要是因應工作與家庭平衡的措

施，恐怕不是因應科技發展下的集體勞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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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情形

　　本節依據問卷調查和深度訪談的意

見，分析我國的情形。

11. 科技發展對勞工團結的影響. 科技發展對勞工團結的影響

　　科技發展有利工會會員溝通聯繫，

工會之因應以現有勞工之權益保障為主；

臺灣勞資爭議的主因是勞資互信程度不

足。改變現狀對某些企業來說，就容易

引起勞資衝突，故雇方通常會依循習慣，

以避免勞資爭議。雇主想要有效運用科

技，必須配套完整，較可發揮功能；工

會主事者若有效運用科技工具，可發揮

多方面的功能。若能考量人性的偏好，

則效果較佳。

　　但部分工會主事者可能不想或無法

運用太多的科技工具，一方面是會員不

支持，二方面是擔心改變可能帶來的風

險，三方面是人與人之間彼此互動的傳

統作法較具有人性的溫度，四方面是主

事者擔心控制不了草根民主的意向，五

方面是企業對使用網路有限制。另外，

有企業工會的雇主通常較守法，也較重

視勞雇間的溝通。

　　企業工會認為，科技發展對我國勞

工團結的影響以社會的勞工團結組織可

以運用新科技工具來吸收和服務會員為

高（39.44%），其次為對所屬企業的勞

工團結組織之運作有幫助（30.99%），第

三為可以幫助我國工會更優質地服務會

員（30.28%）；但各項都沒有超過 50%。

企業工會文字補充說：傳統產業面對科

技發展的影響不大，可能影響較大的是

科技產業，卻幾乎無工會組織；如要勞

資協商，應先解決科技公司組工會的問

題。

　　企業則認為，科技發展會對我國勞

工團結的影響前三項為：社會的勞工團

結組織可以運用新通訊科技工具來吸收

和服務會員（66.37%）、對整體社會勞資

運作有幫助（57.06%），以及可以幫助我

國工會更優質地服務會員（56.76%）。其

他超過 50% 的項目包括：對整體社會的

勞資協商有幫助（54.65%）、對企業的勞

工團結組織之運作有幫助 （51.35%）、對

企業的勞資會議之運作有幫助 （50.45%）、

可以促進虛擬工會在我國的發展 （50.45%）

等。此顯示，企業對這項影響的認知較

企業工會更為敏感和肯定。

　　深度訪談的意見顯示：科技發展可

能有利工會的組織和運作。例如，有年

輕人利用網路，串聯百貨公司的櫃姐，

組成櫃姐工會。但工會財力不足，維護

工會網站網往往需要倚賴政府挹注資源；

虛擬工會的運作仍待細節項目的確認，

而對基層人員多半還是採傳統團結手段；

發展網路投票有利勞工團結；網路傳播

有利訊息的快速流傳；但新世代對於工

會的看法恐怕與其他世代的人有階層上

的差異性。

　　科技發展也可能不利工會的組織和

運作，因為企業工會籌組原本就不易，

科技發展減少傳統參加工會的成員人數，

工作者抱持短暫過度的心態，故企業工

會的籌組更加不易。再者，非典型工作

的增加不利勞工的團結，因為部分勞動

力是自願選擇進入非典型工作，這不只

會有勞資爭議，也會有勞勞衝突的問題。

2. 科技發展對集體協商的影響. 科技發展對集體協商的影響

　　我國企業工會（特別是私部門）在

集體協商中的功能弱，主因包括勞工怕

因此失業、企業工會是廠場工會性質 10、

規模小、勞資和諧、進行集體協商的人

10 部分企業工會依據成立廠場工會的原則，發展成複數企業工

會，更不利勞工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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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背後幕僚支援缺乏、工會幹部可能

不關注集體協商的功能、工會幹部較在

乎會務假等。再者，產業工會在集體協

商中較能發揮功能，惟產業工會還是要

以企業工會為基礎，較為堅實。

　　科技發展對勞動市場的影響非常廣

泛，但勞動者因應的認知還是不夠，遂

會影響集體協商的內容和進行。特別是，

企業工會是否有參與企業內科技發展的

決策？本文調查顯示，鮮少如此，關鍵

是雇主態度。事實上，勞動部也沒有參

與經濟部帶領的科技發展之決策。這些

氛圍都不利相關的集體協商。

　　企業工會認為，科技發展對我國集

體協商的影響，以勞資雙方可以運用新

科技工具來互相對話為 高（45.77%），

其次為相關議題會納入所屬企業的集體

協商中（31.69%），第三為勞方會運用科

技工具來進行集體協商（29.58%）；但各

項都沒有超過 50%。企業工會文字補充

說：在勞資不對等的情形下，運用新科

技工具來互相對話，資方更能擺脫人情

世故來控制勞方。

　　企業認為，科技發展對我國集體協

商的影響前三項為：勞資雙方可以運用新

科技工具來互相對話（78.68%）、勞方會

運用科技工具來進行集體協商 （63.06%），

以及資方會運用科技工具來進行集體

協 商（62.16%）。其 他 超 過 50% 的 項

目 包 括：行 業 別 的 集 體 協 商 會 增 加

（61.26%）、地 區 別 的 集 體 協 商 會 增 加

（59.76%）、相關議題會納入企業的集體

協商中（54.65%）等。此顯示，企業對

這項影響的認知也較企業工會更為敏感

和肯定；由於勞資雙方對科技發展會帶

來的影響之認知差異明顯，恐會影響勞

資間對集體協商議題的共識。

　　深度訪談的意見顯示：科技發展有

利工會在集體協商多個方面的運作，例

如，連署、動員；勞檢則可幫助協商；

工會相對於資方的資訊落差會減少。也

有利雇方在集體協商多個方面的運作，

例如，視訊會議、員工成本效益的計算。

針對科技發展，通常資方的適應能力強

於勞方；勞動者的勞工意識仍需強化，

參加工會效益必須展現來吸引會員。再

者，認為勞資不對等的工會幹部，較傾

向不可以放任勞資協商。此外，若能讓

工會在企業層次從一開始就高度參與科

技發展決策，也讓勞動部在政府層次從

一開始就高度參與科技發展決策，勞方

對資訊和議題的掌握應該更佳。

建議事項

　　隨著科技持續發展，工作模式和工

作型態正在改變，特別是自營作業和非

典型工作型態增加，這會造成傳統僱傭

關係的範圍窄化、不屬於傳統僱傭關係

的範圍擴大。在這樣的氛圍下，如果沒

有其他激勵或轉變，則勞工團結會變得

較困難。其次，隨著科技持續發展，數

位化的工具和資訊愈來愈多元，假使爭

議權的行使依循傳統作法而不接受新的

科技工具，則可能降低處理勞資爭議的

效率。再者，集體協商必須及時納入科

技發展下的勞工相關議題、採取運用科

技工具的創新手段，以及確認非傳統僱

傭關係工作者的協商對象，以確保社會

上勞資和諧。以下對有關勞工團結的作

法和勞動三法的修正，提出一些建議。

11. 有關勞工團結的作法. 有關勞工團結的作法

　　第一，教育訓練幹部和會員是提升

工會功能的根本作法之一，例如，訓練

中高齡勞工使用 App、線上直播等科技

工具，以及國內外工會的創新作為。另



研究論文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季刊84

Research Articles

外，可從學校教育開始，強化各級的勞

動教育，來啟蒙勞工意識。第二，勞工

籌組工會並不需要以適用勞基法為前提，

但可考慮放寬勞基法對「勞工／受僱者」

和「雇主」的定義，以涵蓋科技發展趨

勢下非典型的工作者和媒介者（如平台

經濟）；如此可以提高工作者的勞工意

識。第三，現有工會可逐步喚醒平台經

濟工作者的勞工意識和集體意識，以利

擴大潛在會員；例如，工作者形式上是

自營作業者，實質上是受僱者或「類似

受僱者」，平台經濟的平台是「類似雇

主」，而工作者要知道可爭取甚麼權益和

如何爭取。第四，勞動部可引導工會去

增加使用科技工具的服務，並擴展去招

募新興職業的勞動力。

22. 工會法的修正. 工會法的修正

（1）放寬企業工會的會員空間範圍至企

業外的工作者、「企業工會」應以法

人／公司為範圍、「廠場工會」應係

「企業工會」的分支；若要允許目前

漸漸出現的複數「企業工會」，則應

建立「企業工會代表權機制」（第 6
條）。

（2）宜向下修正組織企業工會的人數門

檻，因為科技時代的企業規模變小，

如比照勞保條例，將第 11 條的「30
人以上」修正為「5 人以上」。

（3）可允許工會的籌組和運作（如開會、

選 舉、投 票、收 費、服 務）採 數 位

化。例如，第 22 條「三、地點」可

修正為「三、地點 （視訊會議可以不

記載）」、第 27 條可增列「視訊出席

視同出席」和「書面委託得採掃描

數位檔為之」之項。推廣電子投票、

電子協商、視訊會議時，要有預防

舞弊的機制，以確實保護隱私。又，

因為假身分會影響表決結果，故需

配套發展線上認證會員真實身分的

機制。 
3. 團體協約法的修正. 團體協約法的修正

 （1）第 2 條簽訂團體協約的工會資格「依

工會法成立之工會」可放寬為「依

工 會 法 成 立 之 工 會 或 相 關 勞 工 團

體」，第 6 條第 3 項協商資格之勞方

各款人數「二分之一」可調降至「三

分之一」，俾鼓勵集體協商。 
（2）第 8 條第 1 項第 3 款有關團體協商

代表的產生管道，「由過半數會員以

書面委任」可放寬增列一項「書面

委任得採數位掃描檔為之」。

（3）第 9 條書面同意簽訂團體協約可放

寬增列一項「書面同意得採數位掃

描檔為之」。

（4）第 15 條可在末尾增訂但書「但有關

以上項目的影響除外」，俾允許勞資

協商企業引進新科技所造成的影響。

（5）勞基法 6 個彈性條文的勞方同意權

行使之「工會」定義應與團體協約

法一致亦即，若無企業工會者，應

允許由具代表性的產職業工會代替，

而不是改由勞資會議行使同意權。

4. 勞資爭議處理法的修正. 勞資爭議處理法的修正

（1）勞資爭議處理過程中的資訊可採數

位資料；如第 15 條的「調解會議」

不必限制是「現場會議」，應該放寬

為，若勞資雙方同意，「也可以是視

訊會議」；「勞資爭議調解辦法」中

的「調解紀錄」應包括「數位資料」，

但要有配套措施，來保護個資不外

洩，以避免製造出新的爭議。

（2）勞資爭議處理的出席得採視訊替代

親臨；如第 11 條第 4 項的「調解委

員會」應放寬為「也可以採視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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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方 式 進 行」，第 44 條 的「裁 決

委員會」可放寬為「也可以採視訊

會議方式進行」；「勞資爭議調解辦

法」可考慮對部分會議放寬為「經

過雙方同意得採視訊會議辦理」。

（3）處理相關勞資爭議的調解委員等要

特別認證，確保對於數位資料、視

訊等相關資料真偽的辨認和判讀之

能力；這可以納入現行由中央主管

機關訂定的「勞資爭議調解辦法」

中的「調解人認證」資格和「研習」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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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s of Technology Development on
Union Operation in Taiwan: Focus on Medium
and Large Enterprises and Enterprise Unions

Ke-Jeng Lan　Huan-Yu Liu

Abstract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impacts of technology development on trade union operation, 
such as worker solidarity and collective bargaining. The methods adopted include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depth interviews.  Major findings are the following: 
　　Trade unions can utilize technology tools to promote industrial democracy and enhance 
members’ communication, but the effects vary.  Technology tools are useful for 
communication among members and digitalization of union can lower union operation costs, 
but some union leaders do not adopt many technology tools.
　　Worker solidarity can be improved by utilizing technology tools to recruit and serve 
memebers. Developing ivoting can promote worker solidarity while internet communication 
can help fast communication of information. 
　　Any impact of technology development on labour market can be included in collective 
bargaining agenda, but workers’ perception is not sufficient in managing collective bargaining.  
Under imbalance power beteen workers and enterprises,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an offer 
new means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but regulation amending and prevalent adoption are 
required.
　　Finally, this research provides some suggestions to worker solidarity, and amendaments 
of Labor Union Act, Collective Agreement Act and Act for Settlement of Labor-Management 
Disputes.

Keywords: Technology tools, Trade union, Worker solidarity, Collective bargaining, 
                      Digitalization of 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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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之研究目的為依據我國近年來實施勞動檢查，從檢查結果的數據、各縣市政

府執行檢查工作的執法者、接受檢查之企業人資人員等多元角度，從勞動檢查資料解

析當前勞動條件的樣貌。

　　經以數據資料、座談、深度訪談進行分析，主要發現如下：　

一、高工時成因

　　（一）農業縣勞資雙方通常會非正式的協調好，且員工對於勞動法令規定並不熟

　　　　  悉，即比較不會有申訴或檢舉案件。

　　（二）傳統產業制度不健全或多有急單的製造業，因趕工而多超時加班。

　　（三）工作流程具有待命特性，易衍生實際出勤但不被列入工作時間。

　　（四）企業規模小、並未設置人力資源部門或專職人員，易有違反工時規定現象。

　　（五）年齡偏高且教育程度低者易落入不具競爭力產業，這類產業通常經常性薪資

　　　　  低，需以超時加班提升個人薪資。

二、低薪成因

　　（一）農業縣都市化程度低之區域，產業生產效率低且低利潤，勞動市場普遍無法

　　　　  提高聘僱薪資。

　　（二）許多服務業因雇主認為產值不高，因此普遍不願意提升薪資徵聘員工。

　　（三）企業規模小、獲利能力低者，多以接近最低工資水準招募員工。

　　（四）低薪與科系類別在勞動市場中較缺乏工作機會者，致使這些科系的尋職者必

　　　　  須尋找與自己學系較無關的工作。

關鍵字：關鍵字：勞動檢查、勞動政策、大數據

民國 107 年 11 月 30 日投稿，民國 108 年 7 月 5 日修改，民國 108 年 10 月 16 日接受。

通訊作者：林淑慧，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係，62102 嘉義縣民雄鄉三興村 7 鄰大學路一段

168 號，電子郵件信箱：imlisa.shli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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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2015 年財政部以稅檔資料、勞保投

保資料、投保單位行業別及政府機構清

單，交互比對，篩選出各行業近三年加薪

的情況，開啓了我國政府運用巨量資料之

串連，政府從政策執行產生之大批量資

料，以大數據技術分析現況，進而進行公

共政策之制訂。近年來，各國政府紛紛注

重以大數據分析，確保政策執行的樣貌被

確實掌握，並能提出有效的改善對策（張

勇進、王璟璿，2015）[1]。
　　近年來工作貧窮的議題不僅在台灣受

到關注，包括北美的加拿大、美國，歐洲

的西班牙、英國，亞洲的日本等皆有低薪

或高工時導致之工作貧窮問題（林文山，

2012）[2]。以英國為例，英國向來以提

供婦女較多部分工時機會見長、以及其國

家盛行非典型工作，然而部分工時賺取時

薪使低薪顯現，而非典型工作亦可能因工

作 不 穏 定 而 致 低 薪（Peña-Casas & Latta, 
2004) [3]。台灣則因投資不足、產業升級

和動能不足、青年薪資同儕定錨於低水

準而導致青年工作貧窮（郭重附，2019）

[4]。
　　其次，高工時亦常伴隨低薪被加以探

討，即使我國勞基法不斷跟隨國際對勞動

者健康保護的倡議而修正最高工時規範，

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的報告，我國各產業

平均工時中工時過長的受僱者僅有 10%，

然而這個統計僅是所有業別的平均，服務

業部門工時仍高出製造業部門許多（行政

院主計總處，2011）[5]。這些調查統計能

否反映許多被隱藏在企業未誠實揭露的實

況裡，有待勞政單位以檢查機制加以確實

呈現、防範隠匿。

　　勞動檢查在勞動行政管理體系扮演了

確保了工作場所公平性的重要角色，具有

勞動執法和有效遵守的基本功能，從而實

現可持續的企業和經濟增長。然而，企業

面臨的經濟環境變動是多變且快速的，進

而也促使了勞動力市場結構的變化和就業

關係的變化，為維護勞動關係的公平與進

步，勞動檢查機制，面臨著許多變化和複

雜的勞動力格局（例如：大規模和不受監

管的非正規經濟，改變就業關係或經濟

危機），這種轉變迫使勞動檢查員必須進

行調整，以保持相關性和有效性（ILO，

2010）[6]，勞動檢查機構亦必須以更有

效的方式進行應對，透過預防措施、建

議和處罰違反勞動法的情況以保證法律

被遵守和執行（ILO，2016a）[7]。當然，

新近的策略尚包括善用統計資料掌握法令

執行樣貌，因為勞動檢查統計在協助政

府，勞動部和勞動檢查機構制定國家勞動

檢查政策，制度，方案和戰略方面發揮著

重要作用，勞動檢查統計數據使政府能夠

觀察勞動力市場的趨勢並更好地分析問題

（ILO，2016b）[8]。
　　本文之研究目的為依據我國近年來實

施勞動檢查，從檢查結果的數據、各縣市

政府執行檢查工作的執法者、接受檢查之

企業人資人員等多元角度，透過勞動檢查

資料解析當前低薪與高工時等勞動條件的

樣貌及其相關因素形成的結構。

相關文獻

1.1. 大數據在勞動檢查的運用發展趨勢大數據在勞動檢查的運用發展趨勢

　　以大數據輔助進行公共事務或商業活

動決策的時代已來臨，大數據不僅僅是巨

量的數據資料，透過計算和運用，它可以

提供人們思考的方向，以及探討某些現象

的依據。然而，數字本身不會說話，賦予

其意義的尚需有其他的系統或機制對其加

以 整 理 與 解 釋，進 而 形 成 某 些 的 知 識

(Boyd & Crawford, 2012) [9]。國際勞工組

織 (ILO) 設立之經濟和勞動市場分析部門

2. 低薪與高工時

1. 105 年及 106 年的勞動檢查違反勞動基

　準法條文資料分析

2. 座談與深度訪談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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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一直針對各國家層級的勞動市場

資訊進行整合和分析，並產出完整的跨國

比較統計資料，這些努力不僅產生了一

個勞動市場主要指標的資料庫，進而從這

個資料庫可以對一系列的經濟模式分析

(ILO, 2010) [6]。
　　從上述國際勞動組織的努力，給予我

國在將重要勞動指標加以模型化和勞動資

料蒐集等重要發展事項的啓發，尤其提醒

各國需要關注繁複的勞動檢查資料。日本

學者提到，勞動檢查後給予裁罰仍舊是對

企業施壓以使其符合法令規範的最後手

段，但通常較大型的企業不會有太高的罰

款，國外的經驗是這些罰鍰不足以威脅到

大企業的實務運作，基於這些考量，部分

歐洲國家以一些數據統計機制或運用網路

系統掌握裁罰增加的成效。颇為知名的例

子為丹麥的「微笑計畫」，由其主管勞動

的行政主管將受檢查的公司以不同顏色笑

臉顯示各企業工作環境的安全與衛生品

質，此公開揭露企業安全衛生資訊的作

法，讓企業不敢對其勞動環境掉以輕心

（Suzuki, 2016）[10]。大規模企業通常較

為正式化和法制化，亦有專業人員處理勞

動法令規範的制度，反之，小型企業不但

可能守法程度降低，若被裁罰，實質或感

受成本相較於大型企業會來得加重。

2.2. 低薪與高工時低薪與高工時

　　勞動檢查是為維護合法勞動條件的手

段之一，檢查範圍廣泛，但近幾年低薪和

高工時問題甚為被垢病；低薪影響了勞動

者生活所得水準無法提升，高工時則讓勞

動者生活品質不良，甚而影響身體健康。

以低薪而言，政府經濟部門常在年初預測

來年的經濟成長，台灣亦緊盯亞洲隣近國

家做為比較對象。我們在過去近20年間，

除了金融海嘯外，其餘各年成長率多為

正，其至達 1997 年至 2008 年間來到 4%
以上的成長率，然而，全體勞工實質薪資

在 2000 年開始轉為負成長，實質的經濟

成長並未讓全體勞工薪資獲益，且實質薪

資 持 續 降 低（林 文 山，2012）[2]。台 灣

初次就業青年的低薪更令人不忍足睹，

2013 年的起薪水準僅比 2000 年多了 355 
元（李健鴻，2015）[11]。
　　研究長工時的國際學者認為，撇開工

作狂不論，之所以讓勞動者長工時工作，

個人之所以會工時長，通常是因非其所願

的因素，且非個人能夠掌控。在這種情況

下，除非個人願意放棄部分的收入，或未

來預期可以取得更好的薪資水準，才能使

其減少工作量。但不幸的，有些人在工作

量不足情況下，例如部分時間工作者或工

時不夠多而想要維持其生活所需的薪資

者，勢必要以更多的工時獲得期望的收

入；當然，另一部分不可控的因素係因為

雇主的加班要求（Burke, & Cooper, 2008） 
[12] 。綜合上述兩項文獻可以得知，當台

灣長期以來薪資無法跟隨經濟成長向上調

升且物價水準又不斷調高時，處在低薪或

有較多生活花費的勞動者，勢必要以較長

工時因應。

研究方法及步驟

　　本文為了蒐集勞動關係檢查相關數據

與意見分析資料，採用文獻分析法與深度

訪談法，並輔以專家座談會議，形成共識

與修正意見。此外，為了完整的研究並進

行 105 年和 106 年勞動檢查擷取勞基法檢

查結果的大數據資料探勘。

　　文獻分析法會先整合過去所蒐集的資

料，尤其國際勞工組織（ILO）、經濟合

作暨發展組織（OECD）所公開釋出的勞

動檢查或與大數據發展有關的報告與文

章、期 刊、論 文、研 究 報 告、研 討 會 文

章、報章雜誌等，整理其發展背景與沿

革、目前國內發展狀況以及相關調查方

式等。

1. 105 年及 106 年的勞動檢查違反勞動基

　準法條文資料分析

2. 座談與深度訪談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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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低薪與高工時

　　以焦點座談邀請勞動相關領域如「勞

資關係」、「勞動基準」、「勞動保障」、「勞

動福祉」等專家進行焦點座談，以彙聚由

勞動數據資料進行分析的議題，如「勞動

檢查結果」等，進而分析與盤點各議題當

前狀況。

　　執行深入訪談與勞動議題相關的利害

關係人（如：政府單位、雇主、勞工團體

…等）進行勞動檢查議題的詢問和討論，

瞭解各利害關係人對於勞動議題的意見，

例如：政府單位從勞動議題數據資料，規

劃與研擬勞動政策與計畫；勞動議題數據

資料可以提供雇主、勞工團體更多訊息與

資訊，以增進勞資彼此間瞭解。深度訪談

法為蒐集資料之基本策略，主要以開放式

的 問 題 作 深 入 溝 通、交 談（盧 嗣 仁，

2014）[13]。參 與 者 來 自 北 部 地 區 包 括

台北市、新北市；中部地區主要為台中

市；南部地區包括嘉義縣（市）、高雄市。

結果與分析

1. 1051. 105 年及年及 106106 年的勞動檢查違反勞動基年的勞動檢查違反勞動基

　準法條文資料分析　準法條文資料分析

　　有關勞動基準法的不合格法令條文，

在 105 年間，不合格項次的前三名，分別

是：

（1）勞動基準法第 24 條：「雇主延長勞

　　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

　　工資，依標準加給」。

（2）勞動基準法第 32 條 2 項：「雇主延

　　長勞工之工作時間」。

（3）勞動基準法第 36 條：「勞工每七日

　　中應有二日之休息，其中一日為例

　　假，一日為休息日」。

　　106 年間，不合格項次的前三名，分

別是：

（1）勞動基準法第 24 條：「雇主延長勞

　　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

　　工資，依標準加給」。

（2）勞動基準法第 32 條 2 項：「雇主延

　　長勞工之工作時間」。

（3）勞動基準法第 30 條 6 項：「前項出

　　勤紀錄，應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

　　至分鐘為止。勞工向雇主申請其出

　　勤紀錄副本或影本時，雇主不得拒

　　絕」。

　　由此可知，企業雇主對於勞工加班、

休假及出勤紀錄的制度與執行狀況，仍需

加強與積極輔導改善。

2. 座談與深度訪談資料分析2. 座談與深度訪談資料分析

　　依據 12 位深度訪談（以小寫英文字

母編碼）和兩場共計 35 位參與者座談（以

大寫英文字母編碼），因篇幅所限不引用

逐字稿，僅列共同意見提出者之編碼，勞

動檢查結果分析如下。

（1）勞動檢查之專案與其他議題關聯性

A. 被檢出受罰之對象，大部分企業

　  特徵

a. 產業特性

　　依據勞動部 105 年及 106 年的

勞動檢查違反勞動基準法違法案件

資料庫發現檢出結果具有產業特性，

主要集中在運輸業、傳統製造業、

保全業以及服務業。以下舉例說明：

（a）運輸業：通常於加班超時、連

　　續工作的部分受罰，不合理的

　　薪資結構（低底薪、高獎金），

　　只好用僅有的人力、長期高工

　　時的方式運作。

（b）傳統製造業：通常違反連續工

　　作的規定，產業現象則是因為

　　低價競爭、製造未升級，廠商

　　無力多僱用，只能不斷運用既

　　有的不足人力，使其多加班或

　　連續工作。

（c）保全業：屬於長工時，容易違    

　　法且產生勞資爭議的行業，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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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數據在勞動檢查的運用發展趨勢

2. 低薪與高工時

1. 105 年及 106 年的勞動檢查違反勞動基

　準法條文資料分析

2. 座談與深度訪談資料分析

　　公司會修改記錄以通過勞檢，

　　大型違法事件較少。

（d）服務業：通常違反連續工作的

　　規定，薪資普遍偏低，勞工難

　　以 對 組 織 產 生 忠 誠 度 、 個 別

　　員工對服務品質的要求偏低、

　　無法產生工作熱忱及成就感，

　　人力流動率也較高。

　　較特殊的例子，目前國內派遣

勞動盛行，通常被認為較具勞動剝

削之行業，但仍有公司願意提高派

遣員工之薪資，尤以在需要與其他

企業競標取得契約時。

b. 座落地點

　　與座落區域關聯，主要在鄉村

區域，勞資雙方通常都會非正式的

協調好，只要談妥，且員工對於勞

動法令規定並不熟悉，即比較不會

有申訴或檢舉案件，而較接近都會

區的勞動者相對較會進行檢舉。若

有檢舉案，通常即會檢出該案或其

他事項的違法事宜，而給予裁罰。

地點會影響資訊接收的程度，越偏

遠地區之產業，對法律認知不足、

當地缺乏就業機會，勞動條件就越

惡劣。

　　另外，座落地點與主要產業類

別有時互為交互關係，以嘉義市為

例，產業以服務業居多，所以受檢

違法的廠商多為小規模的服務業事

業單位，大部分多為超時工作違法

事件。以台北市為例，開罰會集中

辦公室集中之地區，如中山信義區；

多被開罰之產業則為服務業，大多

會違反一天工作上限 12 小時。

c. 企業規模

（a）規模大之企業

　　規模大的公司有人資單位，具

有完整規劃，對勞動法令的認知較

為充足，較不易違法，如有大型企

業受罰，通常為超時工作。科學園

區或工業園區，較屬新興產業，企

業規模大，有專責的人資部門處理

勞動事務，比較不容易發生勞資爭

議問題，相較於傳統產業，容易發

生違反勞動法令的機會較低。

（b）規模小之企業

　　規模小（大部分以五人或十人

以下小型、微型企業為最常受罰對

象）或是偏遠地區的公司因不熟悉

法令，亦沒有專職人員處理人資事

項，很容易違法。

d. 勞檢行政差異

（a）區域差異

　　在執行勞動檢查的部分，北部

地區比較傾向依法裁罰，相反的，

南部地區通常以行政輔導為之，即

使針對不同廠區作業安全的檢查，

多採規勸、勸導方式，除非產生重

大工安事件，檢查員才會開罰。因

此以檢出率來說（有違法且裁罰），

北部地區會較高、較密集，但不代

表未被檢出者即不需要被關注，反

而應特別注意違法企業黑數。

（2）縣市政府執法寬嚴差異

　　檢出率的高低，也會與各縣市政府

對勞動檢查寬嚴態度而有所不同，例如

在嘉義縣市，若勞動檢查發現有問題，

依舊以輔導為之。另外，各縣市政府勞

動檢查人力配置並不均衡，例如嘉義市

範圍很小，嘉義縣幅員比嘉義市相差甚

大，但勞動檢查員的配置都同為 5 人，

其檢出率即會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勞檢名單產生

機制，存在有處於違法的公司卻一直未

被抽到勞動檢查的情況，甚至有部分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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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者之前未保勞、健保，亦未在員工名

單中（人資僅提供有勞健保之員工名

冊），勞檢員即調查到這類員工。

B. 工會陪同勞檢

　　縣市政府進行勞檢時，若企業

有成立企業工會，會邀請工會代表

陪同檢查，但在角色上不能主動介

入檢查過程。工會陪同勞檢存在相

當多元的目的，能夠由工會協助勞

檢員了解產業特性、企業慣例及做

法（比較有幫助的是產業工會，但

是勞檢時不會通知產業工會）。縣市

政府轄區內工會受邀針對相關產業

陪 同 檢 查 的 機 制，台 北 地 區 有 實

施，但南部地區並未建立此制度，

此一陪檢制度對於讓勞檢員深入了

解產業作業流程和工作生態，能更

加增益其效果。

　　但工會覺得這個機制較可惜的

是，若係屬例行性檢查，因勞檢員

的經驗而較無法真實核檢出較有疑

問的部分，除非透過工會或會員的

申訴而導致之檢查，工會可以獲知

會員提供真實的資料，能夠反映需

要透過檢查糾正企業未遵守法令規

定的行為。但是，即使有工會，工

會亦無權調閱個別員工勞動結果的

資料，仍需由個別會員遭遇勞動權

益受損時，提出個人的資料佐證。

C. 勞資會議的功能

　　在勞資會議的分析，勞資會議

之執行是勞資協商重要之程序。但

目前勞資會議的實行狀況，面臨到

一些困境：

（a）在中小型企業，因缺乏專業人

　　資處理勞資會議進行或訂定工

　　作規則，大多由委託事務所撰

　　寫，僅製造記錄，且大多都是

　　剛好符合勞基法標準。

（b）勞資會議對中小企業，是保護

　　勞資雙方，然多因僅口頭約定

　　或是缺乏勞資會議之議定，勞

　　資雙方容易產生爭議。

（c）勞資會議的資方及勞方代表代

　　表性不足，無實質作為、多屬

　　形式上單方面告知，也從未提

　　出檢舉。

（d）南部縣市因企業規模多屬中小

　　型企業，勞資會議普遍很難成

　　立，因為多為小型五人以下事

　　業單位。

　　本研究認為勞資會議是一個民主化

的溝通平台與機制，應讓他更加順暢的

運作，發揮實際作用，擺脫資方摸頭工

會的現象，才能真正透過勞資會議解決

勞資之間所存在的歧見及不信任感。

　　綜合上述，規模與產業類別與工時

和工資等檢出案件或甚至爭議案件有所

關聯；規模大的公司，會因為加班有支

給加班費以及薪資較高，受罰情況不嚴

重，反而是規模小的企業，例如教育服

務業（補教業），因勞動條件較低，薪

資低，或是不支給加班費，經常員工離

職後檢舉。目前被檢出違法的案例多以

超時工作及工資給付不足的案件最多。

勞動部已建置各縣市勞檢違規之資料

庫，目前被檢出違法的案例多以無出勤

記錄（營造業甚多）、超時工作、特休

爭議（雇主不甚清楚）及勞資會議未設

立未有啟動解決問題的案件最多。高科

技、製造業或服務業之檢出，多是以超

時工作及工資給付不足的案件較多。違



解析勞動檢查資料以分析當前台灣勞動條件現況-高工時與低工資的影響結構

95

1. 大數據在勞動檢查的運用發展趨勢

2. 低薪與高工時

1. 105 年及 106 年的勞動檢查違反勞動基

　準法條文資料分析

2. 座談與深度訪談資料分析

法部分多在加班、或部分經常性給予未

列入；公司亦曾被檢出某些薪資未被列

入，例如誤餐費未列入而被檢出。

（3）高工時成因

A. 高工時與行業特性

　　在行業的關聯性分析上，以下

根據受訪者提到之不同行業類別作

列點說明：

（a）製造業：因需應付急單、淡旺

　　季，會造成勞工高工時的現象；

　　且部分受訪者指出，傳統產業

　　低利潤、低生產效率的模式，

　　造成兩者交互關係促成長工時，

　　是勞資雙方面臨的困境。

（b）幼兒園教師：因待命時間易造

　　成高工時現象。

（c）運輸業駕駛：因低底薪、高獎

　　金的薪資結構、工作特性（長

　　途距離、無法任意休息）、待命

　　時間長，使得駕駛普遍呈現長

　　工時工作類型。

（d）醫療產業：以照顧心導管疾病

　　的患者為例，往往被要求隨時

　　待命或在特定地點被限縮活動

　　空間，能否具有自主性決定出

　　勤，成為認定待命時間的因素。

　　另外，因為變形工時的適用，

　　企業會要求員工排休假僅能在

　　週一至週五間排休，週六則排

　　全天上班。

（e）服務業：以餐飲業為例，如碰

　　到用餐尖峰時刻、放假日（週

　　末及國定假日等），為因應人潮

　　眾多的情況，員工則無法即刻

　　休息，例如工作每四小時，不

　　一定能休三十分鐘。

（f）保全業：雖各縣市都有對保全

　　業進行規範，保全業超時工作

　　的情形仍存在。因其工作特性

　　的關係，例如：待命時間長，

　　如未能制定完善的輪班制度，

　　很容易就落入長工時的樣態。

B. 高工時與地理環境之關聯性

　　大部分受訪者認為高工時與地

理環境比較沒有明顯的關聯，或甚

至沒有絕對關係。

反而，在「企業文化」上有少部分

受 訪 者 提 出，即 是「同 事 都 在 加

班」的組織氛圍，會使得個別員工

也會覺得要跟著加班，且會因為擔

心審核失敗或是被視為效率不佳，

而不敢爭取加班費。

C. 高工時與政策之關聯性

　　針對一例一休的修訂，部分反

映此政策促使企業執行上的轉變，

例如：在規定下，企業為如期完成

產量，仍須要超時工作，但照實給

付加班費；以大眾運輸產業來說，

工時更加彈性化的結果也勢必使得

高工時的狀況更加嚴重；而在某些

企業，工時彈性化也使得「安排加

班的結果」更能符合勞資雙方的需

求。目前企業面臨高齡退休的員工，

主要處理退休後的約聘制度，衍生

相關勞動條件及社會福利，使得企

業成本增加。

　　一例一休的法規並沒有降低工

時，因部分企業會以排假來取代加

班費，也會把員工申請休假的範圍

移至淡季；雇主於三個月調配 138
小時的工時彈性下，易流於誤用或

濫用。又如高工時與所得會有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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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產業的勞工多透過加班補足薪

資上的不足，所以經常自願加班。

D. 高工時與年齡之關聯性

　　在高工時與年齡的關係中，青

年部分較為明顯，且主要分成三種

狀況：

（a）青年對延長工時較無偏好，多

　　認為下班即應有自己的時間。

（b）傳統產業中的青年現場作業人

　　員，雇 主 會 過 度 延 長 其 工 時

　　（12 小時以上），並且休息匱乏

　　（連續工作，月休兩日）；本研

　　究認為，部分公司會因為員工

　　還年輕，較能夠忍受高強度的

　　疲勞性工作，然而，也讓青年

　　員工暴露於極高的過勞風險之

　　中。

（c）較資深的人員，因視廠為家，

　　較能夠接受長工時，或是迫於

　　需負擔家庭經濟壓力及責任，

　　等 於 必 須 接 受 加 班 的 事 實。

E. 高工時與所得之關聯性

　　高工時與所得之間的關聯，主

要在於低薪，造成勞工需要透過更

多加班，才能獲得、創造更高的所

得，但以保全業來說，即使該產業

之勞工時常加班，其加班費計算因

缺乏依據（制度缺失或雇主違法），

所得也沒有因此變高。

　　低薪與高工時的惡性循環，如

要減少延長工時的情況，除了增聘

人力，其二即必須從薪資下手，如

無法提高整體薪資，多數產業的勞

工依然須透過不斷地加班來補足薪

資上的缺口。

（4）低薪成因

A. 青年薪資狀況與分布

　　以餐飲服務業為例，因薪資行

情 普 遍 低 落，造 成 許 多 青 年 未 必

會選擇此工作，或是會不斷地換工

作，造成服務業人員流動率居高不

下。然而，對企業而言，也會認為

餐飲服務員的專業技術值未必那麼

高，較無法提供更高的薪資。

　　另外，當年輕求職者之科系非

熱門科系，或是初次進入職場找工

作之青年，會為了有份工作，而應

徵到不符合其專業之工作，企業會

認為其累積的經歷不連貫、缺乏一

致性，即相對無法給予太高的薪資。

B. 低薪與行業類別之關聯性

　　在低薪與行業類別的分析上，

低薪與高工時是同個議題，如該行

業別生產力較低，處於低薪情況，

員 工 就 需 要 一 直 加 班，且 延 長 工

時往往已被雇主納入常態性生產

型態，所以根本沒有額外加班的問

題，正常工時一直都處於延長工時

的狀態，自然也沒有多的加班時數

可以用。

　　職場中低薪主要行業是服務業。

某些行業因雇主視員工在某些加班

時段以勞力不密集而給予固定額度

加 班 費（低 於 1.33 倍）。農 業 縣 市

因為青年多不願意進入製造業，而

往服務業集中工作。相對而言，服

務性產業整體薪資低落，促使青年

必須配合加班提升其薪資。

C. 低薪與科系類別之關聯性

　　至於低薪與科系類別，在文、

法、商科系因為較缺乏工作機會，

致使這些科系的尋職者必須尋找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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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學系較無關的工作，學歷無法

產生加值效應，普遍薪資低落許多。

學用落差、學用不合一也可能是造

成低薪的因素，越來越多企業反應

徵才、招募人力時，往往無法尋得

適合的人選。

結論與建議

1.1. 結論結論

　　經以勞動部 105 和 106 年勞基法相關

的勞動檢查資料、焦點座談、深度訪談彙

集各項近年來實施勞動檢查，綜合整理本

研究所得重要結論，以下圖表示，並說明

重要之內容。

　　資料分析結果發現，高工時與低薪在

勞動檢查被檢出且開罰的違規類別最為頻

繁，兩個層面實則互相作用，依據前述之

量化與質化資料分析，兩者之成因大致可

分為區域特性、產業特性、企業規模、勞

動者特性等四個面向，每一個面向包含不 

同的因素在其中，如圖 1。　

（1）高工時成因

A. 農業縣勞資雙方通常都會非正式

的協調好，只要談妥，且員工對

於勞動法令規定並不熟悉，即比

較不會有申訴或檢舉案件；越

偏遠地區之產業，對法律認知不

足、當地缺乏就業機會，勞動者

可選擇工作機會不多，勞動條件

就越惡劣。

B. 傳統產業制度不健全或多有急單

的 製 造 業，因 趕 工 而 多 超 時 加

班。

C. 工作流程具有待命特性，易衍生

實際出勤但不被列入工作時間。

D. 企業規模小、員工一人負擔較多

元工作、並未設置人力資源部門

或專職人員、未成立工會、勞資

會議並無實質召開等企業特徵者

較易有違反工時規定現象。

E. 年齡偏高且教育程度低者易落入

不 具 競 爭 力 產 業，這 類 產 業 通

 

 

 

 

高工時成因 低薪成因 

 

區域特性區域特性

1.農業縣市都市化程度低之區域 
2.區域勞動力求低於供之區域 

產業特性產業特性

1.傳統產業或多有急單的製造業

2.工作流程具有待命特性 

企業特性企業特性

1.規模小

2.未有人力資源部門或專職人員

3.有無工會

4.勞資會議有無實質召開 

勞動者業特性勞動者業特性

1.教育程度

2.年齡（負擔家計年齡愈明顯）

3.上述兩因素交叉作用 

區域特性區域特性

農業縣市都市化程度低之區域 

產業特性產業特性

1.服務業勞動力求供比愈小者

2.各縣市比例愈高之服務業 

企業特性企業特性

1.規模小

2.未有人力資源部門或專職人員

3.人員流動率愈高愈可能低薪 

勞動者業特性勞動者業特性

1.服務業與行政職科系

2.年齡

3.上述兩因素交叉作用

4.輔助或臨時人力 

圖 1   高工時與低薪成因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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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經常性薪資低，需以超時加班

提升個人薪資。不論 1960 年代

Becker （1962）[14] 提 出 的 人 力

資本論，或在近 5 年間，人力資

本（尤其是學歷），決定了個人

在勞動市場能否取得優勢勞動

條件的主要因素（林淑慧、戴伊

伶，2015）[15]。
（2）低薪成因

A. 農業縣都市化程度低之區域，產

業生產效率低且低利潤，勞動市

場普遍無法提高聘僱薪資，甚至

有低於最低工資的現象。

B. 許多服務業因雇主認為產值不高，

例如餐飲服務業，且願意投入這

類服務業之勞動者多，因此普遍

不願意提升薪資徵聘員工。李健

鴻（2015）[11] 依據行政院主計

總處和勞動部的就業狀況調查報

告說明，在臺灣的服務業部門中，

20,000 元以下的低薪青年勞工服

務業部分的比率 10.54%，高出工

業部門的低薪青年勞工比率，而

其中在服務業部門各產業別的

「低薪青年勞工比率」前三高依

序為 ： 一般其他服務業（20.54%）、

住宿及餐飲業（19.09%）、批發

及 零 售 業（11.71%），以 服 務 業

部門的初次就業青年平均薪資 
25,252 元比較，這三類的薪資平

均分別為 22,337 元、22,521 元、

24,568 元，都明顯偏低，並且住

宿及餐飲業、批發及零售業又多

為各都會區從業人口數偏多的業

別。

C. 企業規模小、獲利能力低者，多

以接近最低工資水準招募員工，

並規避部分應列入經常性薪資的

項目。以勞工保險條例來看，受

僱 5 人以上之企業始強制投保，

此或可視其意在減輕小型企業人

力成本負荷，然以常理來看，小

企業主能省則省的經營方式，不

難想見規模小用人邊際成本比例

墊高之壓力，工資不易提升。

D. 低薪與科系類別在勞動市場中較

缺乏工作機會者，致使這些科系

的尋職者必須尋找與自己學系較

無 關 的 工 作，學 歷 無 法 產 生 加

值 效 應，甚 至 需 要 接 受 低 薪 工

作。這些現象與游秋怡、林大森

（2008）[16] 的研究不謀而合，

他們以迴歸分析發現，主修科技

的相關類科仍薪資所得明顯優於

人文、社會學門畢業者。 
2. 2. 建議建議
（1）勞動檢查除公布違法企業，更應加

強正向表揚的功能，營造友善企

業的正面氛圍與學習態樣，透過

評鑑表揚制度讓公司在稅制上及

法令上負擔的減免。

（2）建議應試著規劃出檢查頻率、檢查
對象，非一再勞檢同個企業或廠

商，或是不斷勞檢上市上櫃大型

公司（但企業的勞動條件合法甚

至更好），避免已受檢並無違法且

其勞動條件相對較優良的企業重

複受檢，並且多輔導中小型企業，

使其避免違法的可能。

（3）政府輔助中小企業對於勞動檢查及
相關法令之更新及說明，應更加

強其場次數量，也須將認定或是

適用標準調整一致，讓前往訓練

的人員能清楚了解如何避免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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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ing the Current Status of Labor Conditions
in Taiwan from Labor Inspection: the Structure of

Influence Factors among High Working Hours and Low Wages 

Shu-Huei Lin　Chi-Hsin Wu　Tsai-Chuan Ma　Ke-Jeng Lan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aims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nterprises that violate 
labor laws discovering from labor inspection. After collecting the data from seminar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different contents in violation of labor laws due 
to industrial differences, and the differences in social culture between northern and southern of 
Taiwan. The causes of high working hours and low wages are different as well. 
　　Basically, high working hours and low wages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The factors as 
followings:
1. As long as employees and employers are negotiated completely, employees will accept what 

the employers proposed regarding labor conditions due to not familiar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labor law.

2.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overtime happens occasionally due to a lot of emergent order.  
3. Due to frequently standby in the working process, actual attendance is easy to be excluded

from working hours.
4. Companies small in scale, without human resource departments or HR specialist are more 

likely to violate the rules of working hours.
5. Those who are older and less educated tend to have low remuneration and need to work 

overtime to increase personal salary.
　　The causes of low wages as followings:
1. In areas with low urbanization, companies usually cannot raise salaries or even lower than

the minimum wage due to inefficient production and low-pro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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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any service industries are generally not willing to raise salaries to recruit employees.
3. If the company are small in scale, they will recruit employees by offering minimum wage

level.
4. Low-paying and majors are associated. Job seekers with majors which are not competitive

in labor market must find jobs that are not related to their majors.

Keywords: Labor inspection, Labor policy,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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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法律與政府研究所

摘要

　　本研究整理國際勞工組織家事勞動規範及我國立法，分析制度選擇及其修法方

向，並佐以焦點座談、說明會及訪談資料，進一步協助我國建立適合的家事勞動法制。

研究發現，我國家事勞動法制係在長期照顧服務需求引導下所建立起一套強調彈性，

且偏向補充性的政策及相關法規範。首先，在政策層面，家事勞動的內涵係由我國社

會福利體系所主導及定義，勞工行政體系主要的工作在於配合建立長期照顧服務體系

的需求。其次，在補充性原則下外國人從業者排除適用勞動法，因而回歸勞雇雙方契

約自由原則，採用契約方式約定工資、工時及休假等勞動條件。現行法制因國籍而產

生差別待遇，而差異又是來自「給付行政」與「許可制」而生的根本問題。基於此，

研究建議「支持高齡化社會下的工作家庭，以喘息服務避免被照顧者家屬退出勞動市場」

為立法核心，導向機構僱用，並針對數個共識度高的面向進行立法，以衡平概念替代

勞動保障，並以各種政策創新整合外籍看護工提供服務。

關鍵字：關鍵字：家事勞動、彈性安全、移民法制

民國108年9月6日投稿，民國108年9月23日修改，民國108年10月15日接受。

通訊作者：許雲翔，國立中央大學法律與政府研究所，32001桃園縣中壢市五權里2鄰中大路

300號，電子郵件信箱：yhhsu@cc.n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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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隨著國際勞工組織在 2011 年 6 月通

過家事勞工（domestic workers）第 189 號

公約及第 201 號建議書，家事勞動者權益

及其處境開始受到重視。然就諸多會員國

而言，家事勞動以相當多形式存在，從家

內幫傭、洗衣工、管家、再到看護，並沒

有建立共同的認識；另一方面，家事工作

提供勞務的地點在雇主家內，本國人從事

意願低，多是由外國人來補充，也就是所

謂的外籍移工所提供。以我國來說，我國

籍照顧服務人數僅約為外國籍家事移工的

3.6%，如表 1，規範家事勞動的結果實造

成適用對象主要為外國人，在定位上究

竟該歸類至工作許可（working permit）制

度，還是居家服務所依循的長期照顧服務

法制，亦無定論。因而在通過後主要國

家批准該公約者並不多見，  1 除德國（2013

年）、比利時（2015 年）批准，即便移工

的主要輸出國如印尼還是以行政規則彈性

規範。

　　國際勞工組織認為，會員國未能批准

的原因與多數雇主並不把家事勞動認為是

真正的工作有關 [ 1, 2 ]，但關鍵還是家事

勞動的定義，及個別會員國的國內法化過

程。從國際勞工組織所公布的一系列調查

報告中 [3]，我們可以發現逐漸聚焦至前

述的居家照顧工作，即主要是由外國人從

事的看護工作。而在規範層面，若以我國

而言，早在 2005 年時即有學者籲請建立

家事勞動法制 [4]，因為不管是本勞或外

勞，大多是社會中弱勢的弱勢，其工作的

特殊性更造成其勞動地位的脆弱性，後續

監察院人權研討會中亦再次提出此一倡議

[5]。若能明確化相關勞動法令的適用，

建立有效可行的執行機制，將能提供更多

保障。

　　儘管立意良善，後續勞動適法過程仍

面臨問題：「弱弱相殘」爭議及法規內部

1 截至 2018 年，只有二十五個國家批准公約，包含輸出國

  的菲律賓（2012）。

表 1   本國籍及外籍家事勞動人數，按開放項目別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2016

2017

2018

年度

17,407

106,331

144,015

186,108

224,356

237,291

250,157

256,383

總數

8,902

98,508

141,752

183,826

222,328

235,370

248,209

254,457

總數

－

－

6,093

9,519

13,696

14,192

14,827

15,096

養護機構
看護工

－

－

－

－

32

39

14

8

外展
看護工

－

－

135,659

174,307

208,600

221,139

233,368

239,353

家庭
看護工

8,505

7,823

2,263

2,282

2,028

1,921

1,948

1,926

家庭
幫傭

－

－

－

－

8,357

8,917

9,225

9,237

照顧
服務員

看護工

外國人 本國人

資料來源：勞動部 （2018） 勞動統計；衛福部 （2018） 老人長期照顧、安養機構工作人員 （自2011年開
                    始統計，扣除機構內外國人）, https://dep.mohw.gov.tw/DOS/cp-2977-13855-113.html

1. 國際勞工公約

2. 國際勞工組織適法建議

1. 定義與範圍

2. 工作類型與雇主資格

3. 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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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矛盾。被照顧者可以是勞動法所指涉的

雇主嗎？若考量到核准外籍看護工申請

時，行政機關依循的是被照顧者的巴氏量

表等級，即是長期照顧法所保護的身心失

能族群，這樣的族群有辦法承擔雇主責

任？移工是需要保障，但以勞動法進入兩

者間的關係，是否可能喪失法律衡平？退

一步言之，即便是被照顧者親屬，其與被

照顧者間主要是基於民法上的照顧義務與

責任，並非倚賴提供照顧者，即外籍看護

工的勞務進行營利，是故難以與外籍看護

工就此建立起勞雇關係。然規範適用問題

並非無解，個別國家亦尋得調適的作法，

如韓國需另立專法（specific legislation），

只規範移工在家庭內 低勞動條件等。基

於此，本文回顧國際勞工組織的規範內

容，檢視我國就業服務法及長期照顧法相

關規範，再對照其他國家經驗，試圖提出

國內法化適用上可能的作法與方向。

家事勞動國際規範內容

1.1. 國際勞工公約國際勞工公約

　　國際勞工組織於 2011 年 6 月通過第

189 號公約及第 201 號建議書，189 號公

約則是規範家事勞動者之勞動條件，包括

合理之工作時間、每週至少休息連續 24
個小時、實物支付之限制、明確之權利義

務、尊重基本權利，例如：結社自由權、

團體協商權。公約意旨在確保家事勞動者

的人權，在尊重、促進實現工作的基本原

則和權力之下，簽署公約的會員國應針對

四大面向採取規範措施：（1）結社自由及

集體談判權利；（2）消除一切形式的強迫

或強制性勞動；（3）有效廢除童工勞動；

及（4）消除就業與職業歧視。在確保家

事勞動者與家事勞動者的雇主間享有結社

自由與有效承認集體談判過程的權利，會

員國應保護二者間各自建立並有關組織的

規則，亦應保護二者自行選擇的組織、聯

合會和總聯合會的權利。

　　201 號建議書則詳細訂定應該如何適

用公約的規則，也在 2011 年被國際勞工

組織絕大多數代表所採納。為了促進家事

勞動者的僱傭關係，有關家事勞動者與其

雇主兩者之間，勞動條件上的合法 低標

準，則是透過降低兩者間辦事成本以及處

理權力不安定性的互相約束，以簡化彼此

協商。

（1）勞動條件

　　簽署 189 號公約之會員國，就本國

法之規定或是集體勞動協議，以核實與

易於理解的方式，透過書面契約訂立相

關家事勞動合宜之待遇及條件，該公約

第 7 條則是特別明訂出 11 款應記載內

容，例如：雇主和家事勞動者的姓名和

住址、通常工作場所地址、契約期間、

從事的工作種類、工資、工作時間或提

供膳宿等等，以確保家事勞動者之權

益。

　　對於家事勞動者之勞動條件內容應

採行的措施， 在確保家事勞動者權利

之方面，家事勞動者可否住在住戶中居

住，自行與雇主或是潛在雇主達成協議

[6]。即便是住在勞動住戶裡的家事勞

動者，也應與一般勞工享有同等就業待

遇以及勞動工作條件，也應該享有尊重

其隱私的生活條件。另外，則是規定不

得有任何虐待家事勞動者、或是性騷擾

及暴力情事，且家事勞動者係有權繼續

保留本身的旅行證件以及身分證明文

件。

　　在家事勞動者的年齡，應設定 低

年齡之門檻，且不低於國內法規對於一

般勞工規定的 低年齡。倘若為 低年

齡之上又 18 歲以下的家事勞動者，雇

主不得強制剝奪其受教權利或是干涉其

2. 國際勞工組織適法建議

1. 定義與範圍

2. 工作類型與雇主資格

3. 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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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更進一步的教育或是職業訓練。

（2）工資

　　會員國須採取措施，確保家事勞動

者享有 低工資之保障，且不得因性別

而有差別待遇。工資須定期以現金給

付，至少每個月給付一次。若國內法規

或團體協約另有約定，且經家事勞動者

之同意，得透過銀行轉帳、銀行支票、

郵政支票、匯票或其他合法之貨幣支付

方式，給付工資。工資以實物給付時，

國內法規、團體協約或仲裁判斷書得規

定其比例，不得低於一般適用於其他類

型勞工之條件，並應經家事勞動者之同

意，符合其需求，實物之作價應公平合

理。

（3）工時、休息、休假與請假

　　考量家事勞動者之特殊性質，會員

國須以國內法規或團體協約作為規範，

確保關於家事勞動者之工作時間、延長

工作時間之工資、休息及特別休假，享

有與一般勞工同等之待遇。家事勞動者

每周至少連續休息 24 小時。凡是家事

勞動者需要在住戶家中隨時聽候工作的

安排且不能隨意自由支配的時間，這一

段時間應該被視為工作時間，而具體程

度則是由國內法規、集體協議或是慣例

確定之。倘若是住在勞動家庭之家事勞

動者，於每日休息、每周休息或休年假

的期間，是沒有義務繼續留在勞動家

庭，亦不必待在住戶成員身邊。

（4）職業災害

　　家事勞動者有權享有安全及健康之

工作環境。會員國應依據國內法規及習

慣，考量家事勞動者之特殊性質，採取

有效措施，確保家事勞動者之職業安全

及健康。會員國可以與 具代表性之雇

主組織及工會、家事勞動者所組成之工

會、家事勞動者之雇主組織進行磋商

後，逐步落實有效措施。

　　為了避免由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招募

或安置之家事勞動者，遭受虐待行為，

會員國應依據國內法規及習慣，訂定管

理私立就業服務機構營運之條件；若私

立就業服務機構涉嫌虐待及詐欺行為，

應有機構採取適當程序，調查家事勞動

者之申訴；在其管轄權範圍內，視情況

與其他會員國合作，採取必要及適當措

施，保護及避免家事勞動者遭受虐待，

應於法規中明定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及住

戶對於家事勞動者之義務及違反義務之

罰則，其中包括禁止私立就業服務機構

從事虐待及詐欺行為；若家事勞動者被

招募至另一個國家工作，可以締結雙

邊、區域或多邊協定，避免招募、安置

及就業時，遭受虐待及詐欺行為；確保

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所繳納之費用，非由

家事勞動者之工資扣除。

（5）社會保險

　　家事勞動者應適用法規所規範之勞

動條件，社會保險。社會保險之權利是

由勞動法或社會法所規範，包括 短之

僱用期間、工作時間之下限、或 低工

資。法規通常會闡述更進一步之考量因

素，例如：貢獻程度及利益之便攜性。

雇主及家事勞動者如何認知其權利義

務、行政程序之可及性、體系之可信性

及效率，會影響其決定是否遵守法規。

社會保險之某些設計，間接排除特定之

家事勞動者類型，例如：社會保險之被

保險人資格及保險費，是適用於僅有單

一雇主或全時之家事勞動者，並不適用

於有多數雇主或部分工時之家事勞動

者。

　　社會保險之被保險人，限於全時勞

2. 國際勞工組織適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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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作類型與雇主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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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部分工時勞工、計時人員及臨時工

不得納保。若是自願參加社會保險，家

事勞動者說服雇主為其納保時，可能會

有所困難。立法限縮家事勞動者之範

圍，可以排除特定職業之家事勞動者。

由於工作之特性，而被排除適用之家事

勞動者，可以再為其訂定例外規定，例

如：為僅有單一雇主之家事勞動者，訂

定 低工資或工作時間之下限，並得享

有某些社會保險之利益。

2.2. 國際勞工組織適法建議國際勞工組織適法建議

（1）專法或特別立法保障家事勞動者

權益

　　專法的法制設計可以處理前述與既

有體制的衝突問題。首先，專法可以承

認家事勞動者的雇用關係，也認可他們

的經濟生產性；其次，專法可以處理家

事勞動者特定的問題，而非一般勞動法

的問題； 後，在執法層面，專法可以

特別設計，處理難以進入一般家戶勞動

檢查的問題，此為將家事勞動者納入一

般勞動法體系後所必然面對的難題。

（2）推動契約規範適用家事勞動者

　　家事勞動者被剝削的原因來自於缺

乏正式的勞動契約，規範勞雇之間的權

利義務，因而在非正式的環境下侵害其

權益，亦沒有根據訴諸前述各項法律，

這樣的問題會比立法更為迫切。即便我

們知道書面契約的重要性，考量家事勞

動者與雇主兩者間的權力現實，契約很

難落實為書面。取而代之的，立法可以

處理的是以契約規範或範本的方式（如

定型化契約範本），補足書面契約的缺

口，若干建議內容包含：雇主的姓名地

址；家事勞動者的姓名與工作性質描

述；工作地點；雇用關係開始日期；家

事勞動者的工作時間；家事勞動者的薪

資及給付方式；家事勞動者超時工作的

薪資；家事勞動者除薪資以外的實體給

付如食宿；家事勞動者薪資的給付頻

率；家事勞動者薪資的扣減項目；家事

勞動者的休假；及家事勞動者的契約終

止預告期間，若為定期契約，則需明列

終止日。

（3）建立仲介管理行為準則（code of
conduct）

　　仲介（employment agencies）以營

利為目標，但若干仲介為追求獲利而採

取的作法，實是造成家事勞動者被剝削

的主要原因。針對此問題，韓國等引進

國提出了行為規範準則，規範仲介能夠

招募的年齡下限、就業後的持續觀察或

扶助等作法，在 2017 年也發展出相關

監測仲介會員行為的工具，希望能協助

家事勞動者，也提升仲介的評價。

我國家事勞動相關立法

　　我國 為接近家事勞動的立法例，為

2011 年送行政院審查之「家事勞工保障

法草案」，然而此一修法在 2012 年被退回

再行研議，並於 2013 年再次陳送至今，

因而就現行法制而言，需併同就業服務法

及長期照顧服務法檢視，包含下列規定：

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九款（外

籍家庭看護工及幫傭定義）、第四十八條

之一（外籍家庭看護工及幫傭雇主講習責

任）、第五十二條（外籍家庭看護工及幫

傭工作許可期間）、第五十五條（外籍家

庭看護工及幫傭雇主就業安定費責任）、

第五十八條（外籍家庭看護工及幫傭雇主

通報責任及遞補），及長期照顧服務法第

九條（居家長照服務定義）、十條（居家

長照服務項目）、十八至二十條（長照人

員之管理）、二十一條（長照機構分類）

1. 定義與範圍

2. 工作類型與雇主資格

3. 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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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四十二至四十六條（接受長照服務者之

權益）。雖然家事勞動者同時涵蓋外國及

本國人，但後者多為直接被長照機構聘僱

的照顧服務員，以派遣方式至案主家提供

居家照顧，其有勞動基準法之適用，是故

討論上會集中在前者的適法問題。

　　為減少指涉上的認知差距，本研究仍

採用「家事勞工保障法草案」中第二條的

定義，結合長期照顧服務法第十條認定居

家服務內容。

1.1. 定義與範圍定義與範圍

　　上述草案第二條的定義所稱家事勞

工，指受僱於個人從事家庭看護工作或幫

傭工作之勞工，但不包含其配偶、直系血

親尊（卑）親屬、二親等內血親及姻親。

家事勞工包含兩種類型，分別為家庭看護

工及家庭幫傭，直接援引就業服務法第四

十六條第一項第九款的規定 2：

(1) 家庭看護工：從事照顧身心障礙者

或病患日常生活之勞工；

(2) 家庭幫傭：從事清理房舍、烹調照

料家庭成員起居之勞工。

　　草案並未排除本國人之適用，因而若

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法及主計總處行業標準

分類，則可能另外涵蓋「居家照顧服務

員」及「家事服務業從業人員」3，然前者

多已在機構聘僱，後者則排除適用勞動基

準法，且在實務上仍不斷因家庭需求而發

展出不同的服務類別，進而有不同的職業

類別或服務團隊 4，是故暫排除於討論之

外。

2. 工作類型與雇主資格. 工作類型與雇主資格

　　若為本國人從事家事勞動者，依據長

期照顧服務法第三條第二款第四項對於長

照人員略以：「本法所定之訓練、認證，

領有證明得提供長照服務之人員」，其中

依據第九條第二款第一項提供到宅居家式

服務者，所提供服務規範於第十條（工作

內容如下文）。  外國人從事者，  則依據 

「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

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

準」第三條，依其所從事工作而有四種類

型，包含家庭幫傭、家庭看護、機構看護

及外展看護（工作內容如下文）。

　　至於在雇主資格認定部分，則會因從

業人員國籍別而產生極大差異。本國人從

事者為長期照顧法下的長照提供機構（長

照法第三條第二項第五款），外國人從事

者為依就業服務法下第四十三條規定略

以：「外國人未經雇主申請許可，不得在

中華民國境內工作」，為許可制僱用；前

者為給付行政，後者為事前預行控制的行

政規制手段（避免影響本國人就業），兩

者在制度設計邏輯上實非常不同。

3. 工作內容. 工作內容

　　本國人從事相關規範則非常具體，為

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法第十八至二十條所定

之訓練、認證，領有證明得到宅提供長照

服務之人員，工作內容復明確規範於該法

第十條，所謂的居家式長照服務之項目包

含：（一）身體照顧服務；（二）日常生活

2 按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九款規定略以：家庭

看護工為「在家庭從事身心障礙者或病患之日常生活照顧

相關事務工作」；家庭幫傭為「在私人家庭從事房舍清理、

食物烹調、家庭成員起居照料或其他與家事服務有關工

作」。

3 依據主計總處行業標準分類個人服務業中家事服務業所

認定之勞工，涵蓋家庭僱用之傭工、洗衣工、管家、私人

秘書、司機、園丁、護衛等家事人員服務活動。

4 此類家事服務業從業人員涵蓋面向廣，就王順民的認定

[6]，所 謂 的 家 事 服 務 不 會 僅 是 針 對 家 中 特 定 成 員 所 提

供，其 概 念 將 擴 散 至 所 有 成 員，甚 至 是 這 些 成 員 的 延

伸 性 需 求，這 會 是 一 種 從 個 別 家 戶 的「點」，到 社 區 的

「線」，再至社會的普及式服務「面」的概念。王順民係從

體系及產業規模化的角度思考，也是目前家事服務業的實

務運作方式，然而這樣的定義方式除外籍看護工及幫傭

外，必然將現有已在其他法規項下的職業類別也含括進

來，舉例來說，其「照護」關係類型的家事服務業必然的

涵蓋長期照顧服務法下的居家服務員，而「照顧」關係類

型的則涵蓋保母及保育員，此亦受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

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所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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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接受與提供照顧對象按國籍別比較

國籍別 

法源 

接受
照顧對象

（被看護者） 

提供
照顧對象 

雇主
資格

外國人從事 本國人從事

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 長期照顧法

一、年齡三歲以下之三胞胎以上之多胞子女。
二、累計點數滿十六點者。（第十條）  

一、特定身心障礙重度等級項目之一者。 
二、年齡未滿八十歲，經醫療機構以團隊方式所作專業評估，認定有全日
　　照護需要者。 
三、年齡滿八十歲以上，經醫療機構以團隊方式所作專業評估，認定有嚴
　　重依賴照護需要者。年齡滿八十五歲以上，經醫療機構以團隊方式所
　　作專業評估，認定有輕度依賴照護需要者。（第二十二條第二款第一
　　至四項）
符合第一項者，需領有直轄市或縣（市）社政主管機關核發的身心障礙手
冊，且須符合下表中的特定身心障礙重度或極重度等級項目之一：平衡機
能障礙；智能障礙；植物人；失智症；自閉症；染色體異常；先天代謝異
常；其他先天缺陷；精神病；肢體障礙（限運動神經元或巴金森氏症等二
類疾病。但曾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者，不在此限。）；罕見疾病（限運動
神經元疾病。但曾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者，不在此限。）；多重障礙（至
少具有前十一項身心障礙項目之一）。 

其年齡須二十歲以上，並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入國工作前，應經中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認可之外國健康檢查醫院或其本
　　國勞工部門指定之訓練單位訓練合格。 
二、最近一年內，在中華民國境內從事相同工作滿六個月以上者（第七條） 

雇主應具下列條件之一（第十條）： 
一、有年齡三歲以下之三胞胎以上之多胞子女。 
二、累計點數滿十六點者。 
外國人得受聘僱於下列來我國投資或工作之雇主，從事第三條第二款之家
庭幫傭工作（第十一條）： 
一、外資金額在新臺幣一億元以上之公司所聘僱總經理級以上之外籍人
　　員；或外資金額在新臺幣二億元以上之公司所聘僱各部門主管級以上
　　之外籍人員。 
二、上年度營業額在新臺幣五億元以上之公司所聘僱總經理級以上之外籍
　　人員；或上年度營業額在新臺幣十億元以上之公司所聘僱各部門主管
　　級以上之外籍人員。 
三、上年度在我國繳納綜合所得稅之薪資所得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上；或當
　　年度月薪新臺幣二十五萬元之公司、財團法人、社團法人或國際非政
　　府組織主管級以上之外籍人員。 

與接受照顧對象有下列親屬關係之一：
一、配偶。 
二、直系血親。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
三、一親等之姻親。 
四、祖父母與孫媳婦或祖父母與孫女婿。（第二十三條第二款第一至五項） 

雇主應具下列條件之一： 
一、收容養護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精神病患及失智症患者之長期照顧機
　　構、養護機構、安養機構或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機構。 
二、護理之家機構、慢性醫院或設有慢性病床、呼吸照護病床之綜合醫
　　院、醫院、專科醫院。（第二十條） 　

雇主應符合下列資格：
 一、依法設立或登記之財團法人、非營利社團法人或其他以公益為目的之
　　團體。
 二、最近一年內曾受地方主管機關委託辦理居家照顧服務者。（第二十四
　　之二條） 

本法所定之訓
練、認證，領
有證明得提供
長照服務之人
員（第三條第
二款第四項） 

指身心失能持
續已達或預期
達六個月以上
者，依其個人
或其照顧者之
需要，所提供
之生活支持、
協助、社會參
與、照顧及相
關之醫護服務
（第三條第二
款第一項） 

家
庭
幫
傭 

家
庭
看
護 

家
庭
幫
傭 

家
庭
看
護

機
構
看
護

外
展
看
護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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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服務；（三）家事服務；（四）餐飲及

營養服務；（五）輔具服務；（六）必要之

住家設施調整改善服務；（七）心理支持

服務；（八）緊急救援服務；（九）醫事照

護服務；（十）預防引發其他失能或加重

失能之服務；及（十一）其他由中央主管

機關認定到宅提供與長照有關之服務。

　　相反的，若外國人從事者的工作內容

規範簡略。若為看護工作，其工作內容為

「在家庭從事身心障礙者或病患之日常生

活照顧相關事務工作」；若為家庭幫傭，

其工作內容為「在私人家庭從事房舍清

理、食物烹調、家庭成員起居照料或其他

與家事服務有關工作」；若為機構看護工

作，其工作內容為「在第二十條（該法）

規定之機構或醫院從事被收容之身心障

礙或病患之日常生活照顧等相關事務工

作」；若為外展看護工作，其工作內容為

「受雇主指派至外展看護服務契約履行地

之家庭，從事身心障礙者或病患之日常生

活照顧相關事務工作」。

44. 勞動條件與保障. 勞動條件與保障

　　除本國人從事，直接被長照機構聘僱

的照顧服務員外，外國人從事者因未有勞

動基準法之適用，在工資、工時、休息、

休假只能由勞雇間契約議定，也是前述國

際勞工組織「推動契約規範」建議的目的

所在。此部分主要依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

條第四項規定略以：「雇主聘僱外國人，

須訂立書面勞動契約，並以定期契約為

限」，該契約由行政機關與駐台外國辦事

處議定定型化契約範本，成為外國人從事

家事勞動者與雇主間書面勞動契約的基

礎。同時以「外國人入國工作費用及工資

切結書」等行政規則，規定雇主應全額給

付外籍勞工薪資，且雇主聘僱外籍移工均

需簽訂書面勞動契約，作為地方勞工主管

機關日後查處有否違法之依據。

5. 訓練及檢查. 訓練及檢查

　　本國人從事部分，依長照法第十八條

第三項規定從業人員應接受一定積分之繼

續教育、在職訓練，該條第四項規定相關

訓練方式由主管機關定之，第五十七條規

定機構僱用未經訓練者處以罰鍰。而在外

國人從事部分，則規範於外國人從事就業

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

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第七條規定略以：

「入國工作前，應經中央衛生福利主管機

關認可之外國健康檢查醫院或其本國勞工

部門指定之訓練單位訓練合格」。

6. 雇主責任. 雇主責任

　　本國人從事者，機構承擔勞基法上安

全衛生及勞動條件 低給付責任。而外國

人從事部分，由於在定位上係補充國人不

願意從事該業務，在就業服務法第四十七

條規範雇主公告招募國人責任。同時，依

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八條之一規定，初次申

請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及家庭幫傭之雇

主，在申請聘僱許可前，應參與聘前講

習，其內容包含雇主聘僱外國人之相關法

令、人口販運防制、外國人之本國風俗民

情、勞資關係及相關保險規定、勞動契約

與薪資給付、聘僱關係終止之處理等相關

事項。另於第四十條第二項第十九款規定

仲介從業人員於知悉雇主對外籍移工不法

侵害行為的通報責任。

我國家事勞動適法問題

　　從上述檢視現行規範中，我們可以發

現家事勞動從業者會因其身份別，亦即國

籍別而在適用規範上有相當大的差異。其

中 大差異者在雇主資格認定部分，本國

人從事者的雇主為長照機構，外國人從事

者的雇主為被看護（照顧）者或其家屬，

連帶影響其雇主責任；其次是勞動條件，

本國人者多適用勞動基準法，而外國人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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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者則由勞雇間就定型化契約議定； 後

則是工作內容明確化與否，及訓練及證照

規定上的要求差異。而國際勞工組織及其

相關規範所關注者，主要為國民待遇及非

歧視對待，也就是勞動條件上的差異（鄭

津津，2011）[5]。至於雇主的身份為何，

移工的身份合法與否，或是移工的移入是

否會排擠本國勞工的就業機會則非其所看

重，然此卻是在地國 為重視者，因而若

要建立一體適用的規範，或準用勞動法會

產生相當大的落差，這也是在國內法化的

過程中 困難之處。其困難處分析如下：

11. 雇主責任因國籍產生差異問題. 雇主責任因國籍產生差異問題

　　雇主方為機構者，自然有勞動基準法

的適用，如本國人在長期照顧法下由機構

聘用的居家服務員，亦不需要特別規範。

但外國人從事者，依現行規定雇主為被看

護者或其家屬，若從家事勞動的勞務提供

過程觀之，係在家庭中提供勞務，有別於

一般廠場。同時，部分被看護者之家庭係

屬弱勢，家庭亦非營利單位。若以國民待

遇原則準用勞動基準法後，這樣的家庭

「雇主」僱用成本將因勞工安全衛生及勞

動條件規範而增加，而其無法比照事業單

位採用其他方式降低生產成本或將成本轉

嫁，勢必直接增加家庭經濟負擔。一如一

位受訪者指出：

我們也認同家事勞工的權利應該受我們也認同家事勞工的權利應該受

到保障，不過勞資的共識壁壘分明，到保障，不過勞資的共識壁壘分明，

一方要提升它的勞動條件，就會加一方要提升它的勞動條件，就會加

重受照顧者家庭的負擔。重受照顧者家庭的負擔。

　　另外，適法過程亦會衍生後續執法單

位勞動檢查問題。不過至為關鍵者，還是

受僱於個人之家事勞工是在家庭從事看

護、照料家庭成員起居、處理家務等工

作，其工作形態、工作時間與休息時間與

受僱於事業單位之勞工明顯不同，且不易

釐清，適用勞動基準法確有窒礙難行之

處。現行外籍家事勞工在臺工作之工資、

工時等勞動條件，係由外籍家事勞工與雇

主雙方於外籍家事勞工入國前合意協商訂

定勞動契約予以規範，惟其權益法制化之

保障，似宜以另定適切之法規予以規範較

為妥適。家庭內的照護關係並非等同一般

勞動市場之勞雇關係，雇主多為身障者等

弱勢族群，恐怕無法負擔等同勞動市場之

管理責任，這些均需在適法時列入考量。

2. 雇主家庭負擔能力問題. 雇主家庭負擔能力問題

　　家事勞工因為工作環境為家中，而工

作時間與休息時間須配合受照顧者的身體

狀況，不像固定工作場域或在外工作者有

固定工時與法定休息時間，家事勞動在這

部分很難做區隔。本國人從事與外國人從

事的落差，主要在於若干工作休息時間上

的爭議點，如訪談過程所指出：

考量有二十三萬多的家事勞工，背考量有二十三萬多的家事勞工，背

後代表二十三萬戶家庭，每戶以三後代表二十三萬戶家庭，每戶以三

人計算，影響至少六、七十萬人，人計算，影響至少六、七十萬人，

依現在適用家事勞工的狀況可以應依現在適用家事勞工的狀況可以應

付，不用額外付出人力照顧，可以付，不用額外付出人力照顧，可以

專心在工作上，如果加重受照顧者專心在工作上，如果加重受照顧者

家庭負擔時，可能就會影響其本身家庭負擔時，可能就會影響其本身

的工作。的工作。

　　若進一步細究各項勞動條件，可以發

現均會因試圖國民待遇而出現問題：

（1）工資問題：

工資的部分，因為不適用勞基法，工資的部分，因為不適用勞基法，

所以沒有基本工資的規範，所以沒有基本工資的規範，…（而）（而）

外籍看護工沒有議價的能力外籍看護工沒有議價的能力

　　如果適用勞基法，就要適用基本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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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的規定，則另行約定之工作時間係屬

加班費，應以比例加給，增加被照顧者

之負擔，此處即會過度規範而喪失橫

平。

（2）工時問題：

　　在適法部分，無論是勞動基準法或

專法，家事勞動者係屬於間歇性工作型

態，除了正常工作時間以外，一天二十

四小時都要備勤或待命，而備勤待命是

否屬於工作時間，勞資雙方都不易認定

及切割 [ 7, 8 ]。另勞基法 42 條規定，

勞工得拒絕正常工作時間以外之加班，

如果家事勞動者有正當理由，拒絕被照

護者之翻身、拍痰之加班要求，而發生

不幸事件，是否該負責？另外，則在國

人的長期照顧使用習慣，將造成適法上

的問題：

　　國人習慣將外籍看護工聘進後，國人習慣將外籍看護工聘進後，

不是只有照顧受照顧者而已，還有不是只有照顧受照顧者而已，還有

包含其他工作，例如燒菜煮給全家包含其他工作，例如燒菜煮給全家

吃，在正常情況下，工作範圍應該吃，在正常情況下，工作範圍應該

只是針對受照顧者而已，但我們習慣只是針對受照顧者而已，但我們習慣

將外籍看護工作當作幫傭看待，導將外籍看護工作當作幫傭看待，導

致外籍看護工的實際工作情況會變致外籍看護工的實際工作情況會變

成完全不符合當初的約定成完全不符合當初的約定

（3）休息時間及休假問題：

　　若要適法，現在依勞基法規定，休

假規定雖無彈性，但可依兩週、四週或

八週變形工時制度，調整兩週給兩天或

四週給四天。不過，在勞基法及勞工請

假規則以及性別工作平等法所規定的請

假權利上，勞工每7日有一天的休假，

國定假日、特別休假（7天～30天）

以及請事假、病假、婚假、喪假、育嬰

假、家庭照護假、生理假等，家事勞動

者若要行使上述權利，這些假期都增加

被照護者的人事成本負擔，而且無法找

到替代人。一如訪談所指出：

我們常想到做六天休一天，不過在我們常想到做六天休一天，不過在

外籍勞工的狀況，沒有辦法休到這外籍勞工的狀況，沒有辦法休到這

一天的休假，雇主寧願每個月給加一天的休假，雇主寧願每個月給加

班費，讓他協助家裡處理，事後雙班費，讓他協助家裡處理，事後雙

方再協議補休假時間，這些移工考方再協議補休假時間，這些移工考

量賺錢寄回家，多數情形通常會願量賺錢寄回家，多數情形通常會願

意，這是家事勞工在休假上比較難意，這是家事勞工在休假上比較難

處理的地方，在契約裡面大概都會處理的地方，在契約裡面大概都會

規範到七天有一天的休假，至於如規範到七天有一天的休假，至於如

何修正再經由勞資雙方議定，不像何修正再經由勞資雙方議定，不像

勞基法一例一休卡死勞基法一例一休卡死

3. 勞動者適足保障問題. 勞動者適足保障問題

　　家事勞動的特殊性不在於時間上的切

割，而在於這樣的勞動是一種非常心理或

生理活動密集、高度負荷的工作。照顧人

的心理與生理處於高度負荷狀態，所以持

續需要安排能夠喘息，至少應該有明文的

規定或保護 [9]。而作為外籍看護工雇主

端的個案家庭或案主並不是不願意讓從業

人員有充足休息，問題在於需要能夠有替

代人力，在勞工喘息時提供服務。這部分

市場上的仲介業者沒辦法處理的，政府沒

有授權這些仲介業者可以有彈性引進一些

人力或調度，僱主即便願意支付較高的費

用也無法找到替代人力，既然沒有替代人

力就自然無法給其休假。因而亟需勞動部

修法，就目前法令上怎麼樣使工作調度具

有彈性，例如以就業安定基金，核定衛生

福利部重度失能或重度身心障礙且家庭功

能支持薄弱納入喘息服務的規劃。也就是

說，若僅以家事服務法保障勞工的權益，

而不就現行法令去作調整，就算專法通過

也有可能窒礙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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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家事勞動適法方向

　　韓國與我國在家事勞動的經濟社會及

供需情況相近，從業員工多為外籍（朝

鮮族），家事服務的從事者亦不納入勞基

法，社會保險等各種社會保障制度內，導

致以口頭契約約定，及其所帶來的惡劣勞

動條件。惡劣的勞動條件 - 指工作不穩，

長工時或低薪資（低薪造成長工時），大

部分皆透過收費的職業介紹所就業，需負

擔會員費及手續費。家事勞動的工作勞

動強度大，職災危險高（肌骨系統疾病

多），社會評價低落，不被視為一項職業。

基於此，韓國目前由國會議員提案，準備

以新法律案方式，提供家事勞動從業員工

適足的保障。基本上建立四項原則，進行

家事勞動的市場化：

1. 以特別法認定家事服務勞動者為勞工1. 以特別法認定家事服務勞動者為勞工

　　原則上適用勞基法（部分除外），

低薪資法，四大保險（雇用保險法，職災

保險法，國民年金法，國民健康保險法），

以及部分特例認定（法律案第 16 條 ~ 第

22 條）。刪除勞基法等法規的適用排除條

例，認定其為勞工享相關法律保護，並針

對其特殊性制定特別保護法，亦即，制定

以｢勞基法｣為母法的特別法。因家事勞動

者存有與其他一般勞工不同之特殊處，因

此有些保護內容適用家事勞動者，但不適

用於其他勞工。所以，制定以｢勞基法｣為

母法的特別法，不僅可確立家事勞動者的

勞工身分，享有與其他一般勞工同等的勞

動條件保護，另一方面，也可排除在現實

上難以適用的勞動關係法或是新增實際上

需要的部分，可謂保護家事勞動者 實際

的做法。

2. 導入服務提供機構的直接雇用方式建構 . 導入服務提供機構的直接雇用方式建構 

雇用支援系統雇用支援系統

　　使通過勞動部認證的服務提供機構直

接雇用從事者，直接負起服務管理，損害

賠償，勞動者保護等全盤的責任，藉以提

高服務的信賴度與責任性。與一般勞工不

同，家事勞動者的勞動現場具有分散的，

私人領域的特殊性；此外，仲介業務由民

間市場全部承括，導致無法提供安定的雇

用及優質的就業機會。家事勞動者主要藉

由支付私人職業介紹所高額的手續費獲得

工作機會，卻無法獲得持續且安定的就業

情報。政府首先須就家事勞動者進行現況

調查，再以此為基礎建構公共的雇用支援

系統，運用於工作介紹，確定勞資關係等

安全的雇用關係建立上。

3. 服務提供機構事業主與家事勞動者間需. 服務提供機構事業主與家事勞動者間需

締結勞動契約締結勞動契約

　　家事勞動者適用勞基法等勞動關係

法。惟，考慮到家事服務有出勤日與勤務

時間不明確的特性，特別定有薪假周休適

用排除與休假，一年有薪假特例等規定。

4. 發行家事服務使用券4. 發行家事服務使用券

　　為方便企業、公共機關等增進員工之

福利及貢獻社會活動，僱用勞動部長官可

發行家事服務使用券提供購買，藉此擴大

社會服務需求。韓國政府將家事服務公式

化的方式為，使家事服務提供機關直接雇

用家事勞動者，再提供家事服務給購入使

用券者。此外，雇用勞動部需指定可將使

用券換成現金的金融機關，以健全家事服

務使用券之流通。

5. 服務品質管理體制建構. 服務品質管理體制建構

　　針對提供機關導入認證、管理、評價

制以管理品質，事前向一般利用者提供服

務種類，費用計算標準，利用程序，損害

賠償保險加入義務化等，以強化其責任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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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家事勞動法制係在長期照顧服務需求

引導下所建立起一套強調彈性，且偏向補

充性的政策及相關法規範 [10-12]。此處

所謂的彈性及補充性，同時包含政策及規

範層面：首先，在政策層面，家事勞動的

內涵係由我國社會福利體系所主導及定

義，勞工行政體系主要的工作在於配合建

立長期照顧服務體系下關於「充實照顧服

務人力，提升專業知能」的需求。其次，

在補充性原則下外國人從業者排除適用勞

動法，因而回歸勞雇雙方契約自由原則，

採用契約方式約定工資、工時及休假等勞

動條件。在此一彈性及補充性的制度設計

下，目前面臨國際規範要求國民待遇的壓

力，希望能予以國內法化。

　　本文分析發現，就現行法規內部確實

因國籍而產生差別待遇。暫且排除不適用

勞基法的家事服務類別，從事照顧服務勞

動的國人因適法而有較佳勞動條件，但外

國人從事者只能與個別雇主議定契約，而

這樣的差異又是因為「給付行政」與「許

可制」而生的根本問題。

　　即便排除了制度差異，也難以在本國

人及外國人從事的工作類別上一體適用。

從因國籍別差異而個別適用的受照顧（看

護）對象，即可發現居家服務間的類別差

異太大，提供勞務內容分歧，外國人從事

看護只是概略性「在家庭從事身心障礙者

或病患之日常生活照顧相關事務工作」，

而本國人從事居家照顧則有十一種類型，

且可切割按件給付，因而若要在外國人及

本國人雇主間形成齊一的勞動標準，是一

件非常困難的工作。即便勉強為之，也非

常有可能成為一套既無法在適法對象間衡

平，也難以回應國勞組織國民待遇的法

案。此亦為勞動部雖已研擬完成專法草

案，明定家事勞工工資、例假、特別休

假、請假與保險等規範，仍難以立法的原

因。另一方面的難處，也是國際組織所定

規範陳義過高，未顧及會員國可行性，以

致難以遵循。

　　若回到我國的社經發展歷程來看，國

人在高齡人口快速成長下，長期照顧的選

擇有限，在 90 年代初期僅能以外籍移工

作為主要選擇，三十餘年下來，遂建立起

以外籍移工為主的照顧服務體系 [13]。這

樣的結果，無論是當初開放引進的政府，

或選擇雇用外籍看護工的雇主，均委實難

以深責。時日一久，雇用慣例亦對來自東

南亞國家的移工形成偏見，擴散至外配、

僑生，亟需透過立法予以修正，以制度影

響行為，合理的制度是社會良善運轉的基

礎。再者，在雇用期限不斷調整， 長已

達十四年下，我們也需要接受外籍移工可

能長期存在我國的事實，退場不會在短期

內發生，甚至可能成為我國開放長照移民

的對象，這使得我們在制度設計上，必須

從共好融入的角度，思考如何接納，及如

何發揮 大的綜效。

　　然而隨著長期照顧服務的健全及法制

化，在追求衡平上或有可回應的方式，如

「長期照顧服務量能提升計畫」下喘息服

務的提供或普及性照顧網絡，提供失能

者多元之長照服務，逐步降低弱勢家庭負

擔。研究整理訪談者資料，提出我國家事

勞動立法的幾個方向：

1.1. 導向機構雇用導向機構雇用

　　以「支持高齡化社會下的工作家庭，

以喘息服務避免退出勞動市場」為立法核

心。考量其他法制，長照服務法希望能減

少自然人（個別家庭）雇用，就業服務法

在經濟移民立法後亦可能需配合調整原有

的許可項目，朝專業白領修正，而設若家

事勞動單獨立法，執法單位亦難以進到個

人家戶進行勞動檢查。凡此均使家事勞動

2. 契約衡平的消費者保護

3. 喘息服務入專法

4. 看護工強制投保，加保意外或疾病商業

保險

5. 家事勞動從業人員職前及在職訓練部分

6. 從長照整體發展看待外籍看護工角色與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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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導向機構雇用

立法需朝機構方向，亦即是以機構做為雇

主方，增加執法可行性。

2.2. 契約衡平的消費者保護契約衡平的消費者保護

　　因本國籍與外國籍從業者人數過於懸

殊，對雇主家庭衝擊亦大，原則上仍建議

可以延後立法，視長照體系建置情況決

定。若需要立法，建議以契約衡平的消費

者保護概念替代勞動保障，避免「弱弱相

殘」的問題。在家事勞動法制中，因為被

照顧者的特殊性，傳統勞動保障的概念需

要替換，政府的角色在於將長期照顧制度

市場化，建立公平環境。就立法技術而

言，建議參考消保法應記載跟不得記載事

項的設計，以應記載事項發揮法律層面的

保護效力，拘束雙方作為法律權利義務，

強行規定違反家事服務專法裡面約定的契

約條件時，部分的條款就無效以家事服務

專法取代，這可能是一個比較可行的方

向。實際操作以公告定型化契約的應記載

或不得記載事項，來強化外籍工看護工的

保障。

　　立法項目建議針對休假事項，明訂至

少一年休假日數，或工作七天至少要有一

天的例假。工資的部分原則建議依契約自

由精神，由勞資商定，輔以外勞輸出國在

台辦事處與勞動力發展署間每年商定定型

化契約內 低工資作為樓地板，低於此工

資為無效規定。

3.3. 喘息服務入專法喘息服務入專法

　　配合在長照 2.0 服務量能已逐步成長

下，建議將原本由衛福部與勞動部跨部會

協商，分階段針對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之

被看護者家庭納入喘息服務的作法予以法

制化，根本解決被看護者在外籍家庭看護

工休假期間的照顧需求及兼顧外籍家庭看

護工的休假權益問題。入法的重點在於處

理預算編列及服務人員提供的問題，本由

就業安定基金管理委員會需逐年逐案審查

的喘息服務專案申請，在入法後可以獲得

常態性的預算編列，同時喘息服務人力不

足的問題，也可在入法後讓仲介取得人力

供應的相關許可資格，解決需求者眾多，

但喘息服務人力不足的問題。

4.4. 看護工強制投保，加保意外或疾病商業看護工強制投保，加保意外或疾病商業

保險保險

　　職業相關保險事項由政府推動強制投

保保險，特別是意外險，為看護工強制投

保，或由僱主加保意外或疾病商業保險，

讓家庭看護工可以加入職業保險，在家事

勞動者執行家庭看護中而受到傷害或得到

職業病時，可以將保險給付抵充以減輕雇

主的負擔。亦有論者主張適用職災保護法

及勞工保險法等社會保險，但因外籍移工

身份的特殊性，外籍移工適用上恐有立法

意良善，但執法上投保意願低落，相關職

業災害認定困難，以社會保險進行實增加

機關執行難度兼曠日廢時，乃建議以著重

事實認定的商業保險為主，一旦外籍移工

發生意外，即可領取保險理賠。

5.5. 家事勞動從業人員職前及在職訓練部分家事勞動從業人員職前及在職訓練部分

　　第五，則是家事勞動從業人員職前及

在職訓練部分，雇主得為其外籍家庭看護

工申請補充訓練。原長期照顧服務法於

106 年 6 月 3 日正式施行，衛生福利部依

照長期照顧服法第六十四條第三項授權訂

定外國人從事家庭看護工作補充訓練辦

法，該法規定初次入國及非初次入國之外

籍家庭看護工，研究建議勞動部在家事勞

動立法時，為此項訓練增列財源，配合衛

生福利部公告課程。

6.6. 從長照整體發展看待外籍看護工角色與從長照整體發展看待外籍看護工角色與

地位地位

　　 後，建議需從更為整體的角度來看

待外籍看護工，而非僅只是長期照顧體系

下的替代或補充角色。在可預見的未來，

外籍看護工不會退場，預期將持續支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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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導向機構雇用

2. 契約衡平的消費者保護

3. 喘息服務入專法

4. 看護工強制投保，加保意外或疾病商業

保險

5. 家事勞動從業人員職前及在職訓練部分

6. 從長照整體發展看待外籍看護工角色與

地位

低所得家庭，提供可及性高的照顧服務。

透過行政措施或指示，推動契約範本，落

實雙方契約發揮市場衡平作用，強化自由

轉換機制，透過市場雙方自行運作調整，

改善勞動條件。同時，建立外籍看護工證

照制度，調整既有訓練規定，容許仲介或

機構進行外籍看護工個人訓練。而在長照

部分，建議持續開放外籍看護工雇主使用

居家照護，搭配以就業安定基金支應雇主

喘息服務，促進兩者進一步整合。如何以

各種政策創新，如外展模式整合外籍看護

工提供服務，或結合日照中心轉介移工至

雇主附近據點提供服務，或結合社會住宅

等，都可以有更為整體的思考。

　　未來我國長照體系的發展，應納入家

事移工之人力資源，發揮補充性人力的功

能，並施予長照之專業知識與技術的階段

式培訓。透過職能與薪資掛鉤的思維，逐

步加薪方式，吸引更多優質人力投入長照

工作，並鼓勵看護工提升自身的長照技能

與累積經驗。若能提升移工專業地位，相

信有利於提供更周延的保障措施、申訴制

度與喚起公眾的正確認識，並為未來將家

事服務部門專業化做好準備。

　　然而立法附帶的效應即會讓原本屬於

非勞動力者，因法規調整而進入正式部

門，增加法規成本。立法同時也意味勞政

的查察項目增加，過廣或過於深入家庭私

領域，行政機關實力有未逮，並沒有這樣

的能力，反而增加未能落實的批評，會有

法過細過深，實在不如不要訂的批評，因

而行政機關的查察能力為立法需併同考量

之處。

　　同時，家事勞動立法仍難解決長期照

顧服務本身所面臨的諸多問題，如服務利

用者及其家庭應有的照顧責任問題。進一

步的，過去國人使用習慣所造成的系統性

問題是，我國對外籍移工的低薪、高工

時、隨意安置的居住環境，已深植國人心

中，潛移默化變成一種對家事勞動先入為

主的觀點，就是要低薪、二十四小時無間

斷提供居家服務，系統性的污名了家事勞

動。因而雇主在出現本國籍家事服務或居

家照顧員的選項時，會將後者等同於前

者，進一步將兩者放在同一個天平上進行

比較，本國籍照服員如果不能如外籍看護

工同樣提供不間斷的服務，便會面臨雇主

端非常大的責難，進一步造成本國籍照顧

服務員的高度流動，以致持續有著訓後難

以留任的問題，原因還是在於他們不願意

在這樣的勞動環境下提供家事服務。這些

均是造成我國長期照顧服務產業低度發

展，雇主高度依賴外籍移工的結構因素，

而立法只是一個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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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tends to exte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king conditions of the domestic 
workers. We analyzes the choice of the regulation of Taiwan government and the direction of 
its revision, and assist Taiwan to establish a suitable domestic worker legal system. The study 
proposes that "supporting working families in an aging society, assisting to avoid the family 
members of the caregivers from withdrawing from the labor market" is the core of legislation, 
enacting legislation for a number of highly agreed-oriented, replacing the labor security with 
the concept of equity, and adopting various policies. Innovative integration of foreign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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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調職係指雇主變更員工之配置，通常是針對工作場所或職務內容之轉換，且須為

一定相當期間之持續性變更，非短暫性或臨時性之變更。蓋因調職所生之糾紛爭議問

題於生活上及法律上不容小覷，本文主要以四個面向作為研究範圍，一為探討概括合

意說、勞動契約說、特約說與調職命令否認說等學說及實務對調職權源法律性質之分

歧見解；二為調職上應遵守之原則，探討 2015 年 12 月 16 日增訂之勞動基準法第 10
條之 1 調動原則之適用；三為調職紛爭之類型化，探討相關主題之司法判決，如以調

職命令之必要性或合理性－ 高法院 105 年度台上字第 2212 號民事判決、雇主調職權

限之控制－ 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600 號民事判決、調動員工之法律審查基準－臺

灣高等法院 96 年度勞上字第 16 號民事判決為例進行評析；四為以比較法之觀點，就

大陸地區之調職爭議進行分析。

　　本文認為我國勞動法制上調動原則之適用及其界限，仍有待未來法律之完善。本

文認為雇主所為之調職，不僅應取得個別勞工明示之同意，且須遵守民法上之帝王條

款－誠信原則，以保護經濟上弱勢一方之勞工權益，避免產生調職糾紛。

關鍵字：關鍵字：調職權源爭議、調動原則、比較法、誠信原則

民國 107 年 6 月 5 日投稿，民國 108 年 6 月 6 日修改，民國 108 年 7 月 4 日接受。

通訊作者：陳旺聖，中國文化大學法律學系，111 台北市士林區華岡路 55 號，電子郵件信箱：

a2223247@g.pccu.edu.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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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隨著世代交替，經濟市場活絡，近年

來勞資糾紛層出不窮，而勞工之權益逐漸

被重視，而諸多糾紛中，因調職所衍生之

爭議訟爭，不在少數，以臺北地方法院為

例，截至 2019 年 6 月止，其中與調職有

關之裁判高達 1208 件 1，由此觀之，調職

之勞資糾紛在日常生活係屬常見。

　　由於調職往往涉及工作內容、地點之

變更，勞動條件亦隨之改變，對於勞工之

生活將受到影響，因此雇主所為之調職命

令，尤以關於調職權源之部分，應以法律

明文規定為宜。

　　另勞動契約之訂定，應保障勞工權

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

展，通常勞工屬於工作及經濟上之弱勢，

因此勞動條件之約定不得低於勞動基準法

所定之 低標準 ( 勞動基準法第 1 條參

照 )，  縱使給予勞工之待遇符合法定標

準，然雇主仍不得任意調動勞工之工作，

以安定勞雇關係。

　　勞動基準法於 2015 年 12 月 16 日增

訂第 9 條之 1 ( 離職後競業禁止之約定 )、
第 10 條之 1 ( 調動之原則 )、第 15 條之 1
( 低服務年限之約定 ) 之新規定，其中

第 10 條之 1 之增訂可謂我國勞動法上關

於調職規範之一項重要里程碑，蓋其將原

由內政部 1985 年函釋公告之調動五大原

則，予以明文化，並明確規定雇主調動勞

工之工作時應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

益，由於此原則確立調動應注意之重要事

項，作為實務上調動紛爭之處理而言，極

具意義，是以本文亦多加著墨。

　　本文首先說明調職之意義與調職命令

之權源爭議，再進一步論及調動原則之適

用以及調職之類型，並提出若干相關之實

務案例加以探討，從中觀察我國勞動法制

上調動原則之適用及其界限，且以比較法

之觀點，就大陸地區之調職爭議進行分

析， 後，就調職爭議之法規範進行評

析。

調職之意義與
調職命令之權源爭議

1. 1. 調職之意義調職之意義

　　廣義而言，調職另有稱為「人事調

動」或「人事異動」 2  [1]，企業之人事異

動可分為「企業內人事異動」和「企業外

人事異動」。就企業內人事異動可從變更

工作之時間長短，或視其變更之性質是否

為企業內臨時性或特定性之需要，尚可區

分 為「調 職」、「出 差 3」 [2] 或「業 務 支

援 4」；企業外人事異動則分為「出向」和

「派遣 5」[3]，二者間之差異在於前者僅

是原公司因為業務上需要將勞工調至其他

公司服務，而後者則以派遣勞工到要派公司作

為派遣公司之營業方式，而關於「出向」，

又得以勞工異動時是否保持原僱用關係下

之從業人員地位，分為「在籍出向 6」與

2. 調職命令之權源爭議

1 法源法律網，http://fyjud.lawbank.com.tw.autorpa.pccu.edu.tw/
list.aspx， 後瀏覽日：2019 年 06 月 20 日。

2 邱駿彥，調職法理之探討，勞動法裁判選輯 ( 一 )，元照出

版，頁 28，1999 年 12 月。

3 出差係基於業務需要，臨時性、短期性之指派勞工至同一企

業內其他部門支援工作、或指派至企業外工作，而勞工之身

分、職種未發生改變，參照劉志鵬，論企業內調職－台灣桃

園地方法院八十四年度重勞訴字第一號判決評釋，勞動法裁

判選輯 ( 一 )，元照出版，頁 241，1999 年 12 月。

4 業務支援係企業內因臨時性或特定性之需要，暫時調派勞工

至企業內其他單位、部門提供勞務，參照劉志鵬，同前註，

頁 239。

5 派遣機構 ( 雇主 ) 僱用勞工 ( 派遣勞工 ) 並使其為要派機構 ( 第

三人 ) 提供勞務，而要派機構則在要派契約之約定下，實際

使用派遣勞工，派遣勞工則是指受派遣機構 ( 雇主 ) 僱用，

並為要派機構 (第三人 )提供勞務。即以自己所雇用的勞工，

在雇用關係不變之下，受第三人的指揮命令，為第三人從事

勞動，而第三人與勞工並無雇用之約定。參照林炫秋，關係

企業間勞工之調動與勞工之同意權－評高雄地方法院 82 年

度雄簡字第 525 號暨勞簡上字第 6 號判決，勞動法裁判選輯

( 二 )，元照出版，頁 55，1999 年 12 月。

6 在籍出向係指勞工保持其原受僱公司之員工身分，而在相當

期間內於他公司指揮監督下執行職務，期滿後回歸原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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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籍出向 7」兩種情況 8  [4]。
　　我國勞動基準法就調職一詞並未有

明 確 之 定 義 規 範，惟 於 勞 動 法 學 界 則

多以調職作為企業內調職之簡稱 9  [5]，
亦有稱「職務異動」、「調動」、「調任」或

「遷調」。詳言之，調職係指雇主變更員工

之配置，通常是針對工作場所或職務內容

之轉換，此變動為一定相當期間且持續性

之變更，非短暫性或臨時性之變更 10 [6]。
2.2. 調職命令之權源爭議調職命令之權源爭議

　　勞雇雙方權利義務關係之發生，必須

基於勞動契約之合意，然而就調職命令之

權源取得仍有爭議，因調職命令係雇主取

得勞工之同意就工作之變動而所為之權利

並非權限，且其應為法律行為，非事實行

為，而衍生以下之學說見解與司法實務之

歧異，分別為概括合意說、勞動契約說、

特約說、調職命令否認說，茲分述如下 11

[7-9]：
(1) 學說見解

A. 概括合意說 12

　　此說認為雇主因勞動契約之締結

而取得對該勞工勞動力之概括處分權

( 指示權 )，基於概括處分權雇主得以

決定勞工之工作場所及工作內容，其法

之性質為具有形成性質之單方法律行

為。但勞資雙方對工作場所與工作內

容，如有明示或默示之合意，或依企

業內之習慣因而特定，而成為勞動契約

具體之內容時，則調職命令應視為變更

勞動契約之要約，仍需得勞工之同意，

否則對勞工並無拘束力。

　　然雇主之指示權益非漫無限制，

仍須受權利濫用禁止之限制，調職命令

若不具備業務上之充分合理性與必要

性，或有對勞工生活帶來嚴重不利益

者，仍有可能被認定為無效，再者，

調職命令行使過程中，應以遵守誠信原

則為必要條件。

B. 勞動契約說 ( 或稱限定合意說 )13

　　此說認於勞動契約之預定範圍內，

調職僅為契約之履行過程，性質為勞務

指揮之事實行為，自得拘束勞工；反

之，若調職超過勞動契約之預定範圍

時，則調職即為變更契約內容之要約，

需得勞工之同意，否則對其不生效力。

換言之，調職命令對勞工有無拘束力，

應視對該勞動契約所為之解釋而為判斷，

因而雇主之調職命令僅在勞動契約已經

合意之職種、職務內容、工作地點範圍

內時，始生效力，超過此範圍外之調職，

乃勞動契約之變更，應得勞工之同意。

而縱使為契約所約定範圍內之調職，若

係權利濫用，勞工亦無服從之義務。

　　該說之特色在於，當調職命令為

勞動契約之預定範圍內時，調職命令僅

是勞務指揮之其一態樣。

C. 特約說 ( 或稱特定合意說 ) 14  [10]
　　持此論者主張工作場所與工作內

容為勞動契約之要素，原則上每次均須

取得勞工之同意，方得變更；惟於勞動

契約中倘有就工作場所及工作內容之變

7 移籍出向係指勞工與受僱公司終止勞動契約，而又另外與第

三人公司締結勞動契約執行職務而言。

8 劉志鵬，企業外調職 ( 出向 ) 之法律問題－臺北地院 82 年度

勞訴字第 70 號判決評釋，月旦法學雜誌，25 期，頁 98-99，

1997 年 6 月。

9 劉志鵬，同註 3，頁 241；曾雅蘭，勞工於企業外調職所生

退休金問題之探討，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頁 31，2009 年。

10 黃程貫，勞動法，國立空中大學出版，頁 460-461，2001 年

6 月修訂 3 版。

11 林更盛，雇主調職權限的控制－ 高法院九十八年度台上

字第六○○號判決評析，月旦裁判時報，20 期，頁 10，

2013 年 4 月；邱駿彥，調職之法理運用，輔仁法學，15 期，

頁 253-259，1996 年 6 月；柯姿岑，調職法理之再檢討－從

勞工工作和生活調和的理念出發，逢甲大學財經法律研究

所碩士論文，頁 26-47，2013 年 1 月。

12 下井隆史，勞動基準法，有斐閣出版，頁 66，1991 年；轉

引自邱駿彥，同註 11，頁 254-255。

13 劉志鵬，同註 3，頁 239-292。

14 邱駿彥，僱用調整目的下勞動契約變動之法律問題探討 ( 下 )，
華岡法粹，44 期，頁 10-13，2009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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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調職之意義

2. 調職命令之權源爭議

更或決定權委由雇主行使之特約，則雇

主即因此取得對勞工為調職命令之權

限。

　　就一般勞資關係實態而言，不能

否認勞資雙方就調職已有默示之合意，

因此雇主於此範圍內仍有調職之權限。

D. 調職命令否認說 15

　　認為雇主無單方面得命勞工調職

之權利，其對工作地點、工作內容之變

更，皆屬變更勞動契約內容之要約，須

得勞工個別明示或默示之同意，方得生

效。至於勞動契約訂定時，未特別約定

工作場所、內容，仍不能因此認為勞雇

雙方就調職有默示合意，必須該工作場

所與內容決定後，其勞務提供之債務始

特定之。

E. 調職命令權源取得之學說比較：就

學說上存有之不同見解，彼此間之異

同，可參考以下之比較簡表。

　　基於上述不同之見解，本文認為

雇主所為調動勞工職務之命令，係對

於勞動契約之內容給付發生重要部分

之變更，依一般交易觀念已失債之同

一性，為債之要素有變更 16，即應認

為調職命令應屬債之更改之法律行為，

因此，調職權利之取得原則上應得當

事人個別之明示合意始得為之，不得

以概括約定之。倘若勞動契約已有約

定雇主得以調動勞工職務 ( 包含工作

場所及工作內容 )，則雇主即有調職之

權利；而雇主若於合理之工作規則規

定其得以調動職務，經雇主公開揭示，

使其成為勞動契約之附合契約，勞工

知悉後若繼續為該雇主提供勞務，應

認係默示承諾該工作規則內容，而使

該規則發生附合契約之效力 17，此時

雇主亦有調職之權利。

(2) 司法實務見解

　　調職命令權源之判斷，少數實務見

解採特約說，早期以 高法院 77 年台上

字第 1868 號民事判決為例，其中提及：

「雇主若因業務需要而有變動勞工之工作

場所及應從事之工作等有關事項之需求

者，除勞動契約已另有約定，應從其約

定外，應徵得勞工之同意，始得將勞工

予以調動，不得任由雇主恣意調動。」此

即法院認為雇主可以經由與勞工訂定之

勞動契約取得調職命令權，至於何謂勞

15 渡邊章，配置轉換と勞動契約，勞動問題研究，第 4 集，頁

79 以下，1970 年；轉引自邱駿彥，同前註，頁 9。

16 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771 號民事判決：按債之內容變

更，有僅發生不失同一性之債之變更者，亦得為債之更改，

即成立新債關係而消滅舊債關係。以契約為債之變更時，

究為不失同一性之內容變更，抑為更改，應依當事人之意

思及變更之經濟上意義定之，倘於債之內容之給付發生重

要部分之變更，依一般交易觀念已失債之同一性者，為債

之要素有變更，即應認為債之更改。

1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85 年度勞訴字第 69 號民事判決、 高法院

91 年度台上字第 1625 號民事判決參照。

學說 概括合意說 勞動契約說

舉證
責任

．原則：肯定勞工對
於雇主之決
定已有概括
之合意。

．例外：勞工證明先
前與雇主有
就工作場所
及內容有特
別 合 意 存
在。

．原則：否定雇主有
調職權。

．例外：雇主證明已
事先將調職
規定於勞動
契約預定範
圍內或工作
規則時，雇
主始有單方
行使之調職
權。

共同
點

皆主張調職命令應受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之拘
束。

學說 特約說 勞動契約說

調職
概念

調職命令具有變更勞
動契約內容之要素，
即不論何種情形下，
調職命令皆非事實行
為。

調職命令若為勞動契
約預定範圍內時，此
時調職命令僅為契約
履行過程之事實行
為。

調職
命令
拘束
力

學說 調職命令權否認說

強烈否定雇主之調職命令權，其不認為勞
動契約成立時勞資雙方就調職命令得以有
默示合意之存在，需要個別得到勞工明示
或默示之同意始得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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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調職之意義

2. 調職命令之權源爭議

動契約，法院則個別判斷之 18    [11]；近

期之判決 19 則認為，「工作場所及工作內

容為勞動契約之重要要素，不得容許雇

主擅以己意變更，具有拘束力之調職命

令必須得到勞工之同意，因此於調職糾

紛中首先必須判斷雇主是否擁有既經勞

工同意之調職命令權。依據特約說之見

解，若勞資雙方訂定勞動契約階段對調

職已有默示之合意時，於合理範圍內，

雇主仍得有行使調職命令之權限；但判

斷勞資雙方就調職是否已有默示之合意，

必須採取極為審慎之態度，除非從勞動

契約之具體內容得以客觀地認定勞工有

此合意，否則儘管工作規則或團體協約

有類似之規定，尚不適宜輕易地解為勞

資雙方就調職有默示之合意」肯認調職

命令權含默示合意，但在審查默示合意

時較為嚴謹。

　　然我國司法實務見解對於調職命令

權源之判斷多數採勞動契約說 20，按調職

乃是雇主對員工人事配置上之變動，固

係企業人事管理、運作上之常見現象，

且通常同時帶有職務內容或工作場所之

變動，惟調職命令之性質，依目前我國

實務上之見解，係採所謂之勞動契約說

( 或稱限定合意說 )，即調職如果是在勞

動契約之預定範圍內時，則調職只是契

約之履行過程，調職命令僅是勞務指揮

之一種事實行為，勞工當然應服從；反

之，若調職超越勞動契約之預定範圍外

時，則調職即為變更契約內容之要約，

未得勞工之同意時，調職對勞工不生拘

束力。

　　關於調職命令之性質究為如何，學

說上有概括合意說、特約說、勞動契約

說及調職命令權否認說之分 21。然不管就

調職命令之性質係採取何說，該調職命

令均應受到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之規範，

此為學者間一致之見解。至於判斷雇主

之調職命令是否有權利濫用之情事，應

就該調職命令在業務上有無必要性，與

勞工因調職所可能蒙受之生活上不利益

之程度為綜合之考量，此外尚需注意雇

主之調職有無其他不當之動機或目的。

調動原則之適用

　　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之原則，於勞動

基準法修正以前，法無明文，而僅以函

釋方式提出因調職所致勞資糾紛之解決

參考原則 22，內政部 1985 年 9 月 5 日台

內勞字第 328433 號函釋指出：「勞基法

施行細則第 7 條第 1 款規定，工作場所

及應從事之工作有關事項應於勞動契約

中，由勞資雙方自行約定，故其變更亦

應由雙方自行商議決定，如雇主確有調

動勞工工作之必要，應依下列原則辦理：

( 一 ) 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 二 ) 不得

違反勞動契約。( 三 ) 對勞工薪資及其他

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 四 ) 調動

18 陳薏伩，我國與日本調職法理之比較研究，國立臺灣大學法律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03，2007 年。

19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89 年度勞訴字第 41 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

法院 94 年度勞上易字第 14 號民事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3
年度勞訴字第 159 號民事判決、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94 年度勞簡

字第 12 號民事判決、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96 年度勞訴字第 2 號

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97 年度勞上易字第 41 號民

事判決等參照。

20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1 年度重勞訴字第 4 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

法院 92 年度重勞上字第 10 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90 年度重勞上字第 2 號民事判決、臺灣板橋地方法院 93 年度勞

訴字第 66 號民事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4 年度勞訴字第 43
號民事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4 年度勞訴字第 87 號民事判

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4 年度勞訴字第 192 號民事判決、臺灣

高等法院 95 年度勞上易字第 76 號民事判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94 年度勞簡上字第 11 號民事判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95 年度勞

訴字第 64 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95 年度勞上易字

第 33 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95 年度勞上易字第

16 號民事判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98 年度勞訴字第 111 號民事

判決、臺灣板橋地方法院 99 年度勞簡字第 89 號民事判決、臺灣

臺南地方法院 99 年度勞小上字第 3 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臺南分院 100 年度重勞上字第 2 號民事判決等參照。

21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85 年度勞訴字第 69 號民事判決參照。

22 邱駿彥，同註 11，頁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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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工作與原有工作性質為其體能及技術

所可勝任。( 五 ) 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

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依此函釋可知雇

主於有調動勞工必要之情形，應遵循此五

大原則辦理之。於內政部發布調動五大原

則後，我國司法判決 23 大多以此原則作為

勞雇雙方調職爭議之判斷標準。然而調動

五大原則僅為行政解釋，係勞工行政主管

機關處理調職爭議時之基本方針，因此近

年來於法院之判決中亦不再過度依賴調職

五原則，而係以具體個案判斷 24  [12]。
　　歷經 30 年之時間，此調動原則已明

定於勞動基準法第 10 條之 1，並於 2015
年 12 月 16 日公布施行，該條規定「雇

主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

定，並應符合下列原則：一、基於企業經

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

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二、對勞

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

更。三、調動後工作為勞工體能及技術可

勝任。四、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

以必要之協助。五、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

生活利益。 」其立法理由為，雇主調動勞

工工作除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外，尚

應受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之規範，明訂雇主

調動勞工職務不得違反之五原則。以下就

此規定分別說明之：

1.1. 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

　　實務見解 25 大多認為，若雙方之勞動

契約有明文約定雇主得以調動勞工職務

( 包含工作場所及工作內容 )，則雇主即

有調職之權利，另外雇主因業務需要，仍

得本於誠信原則變動勞工之工作場所及工

作內容 26  [13]。易言之，工作場所及應從

事之職務內容應於勞動契約內訂定之，雇

主如因業務需要而變動勞方之工作場所及

職務，除勞動契約已有約定，應從其約定

外，雇主應依誠信原則為之，否則應得勞

方之同意始得為之 27  [14]。而雇主若於工

作規則內規定可調動職務，由於工作規則

視為勞動契約之附合契約，即使原本勞動

契約內事前無明文規定，但因工作規則有

規定，亦認雇主有調職之權利 28。

　　由資方片面制訂公布之工作規則，係

雇主為統一勞動條件及服務規律所訂定，

勞工與雇主間之勞動條件依工作規則之內

容而定，已成為勞資間均有共識、合意之

事實上習慣，有拘束勞工與雇主雙方之效

力，如同定型化契約，法律性質應採契約

說下之定型契約說，依勞動基準法第 70
條、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 37、38 條之

規定，為使勞工有知悉工作規則內容之機

會，並使其有明示或默示同意、或為反對

意思表示之可能性，自需由雇主公開揭

示，以使其成為勞動契約之附合契約，而

得拘束勞雇雙方 29。

　　若涉及整廠搬動之情形，與一般個別

調動情形有異，自應由雙方契約加以調

解，雇主與勞工是否就工作場所已有合意

23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1 年度重勞訴字第 4 號民事判決、臺灣

臺中地方法院 92 年度勞訴字第 101 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

法院 92 年度勞上字第 66 號民事判決等參照。

24 黃程貫，調動調職與企業經營之必要性／ 高院判決 98 臺

上 600，台灣法學雜誌，129 期，頁 208，2009 年 6 月。

25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85 年度勞訴字第 69 號民事判決、 高法

院 77 年度台上字第 1868 號民事判決、 高法院 91 年台上

字第 1625 號民事判決等參照。

26 陳建文，調職問題的事理結構與法理思考／台中地院九七勞

訴一○四，台灣法學雜誌，141 期，頁 237-242，2009 年 12
月。

27 吳姿慧，減薪與調職做為避免解雇之緩和機制與雇主權利濫

用之界限／臺北地院 96 勞訴 206，台灣法學雜誌，136 期，

頁 182，2009 年 9 月。

28 柯姿岑，同註 11，頁 52-54；調職之法律上爭議問題，勞資

爭議處理專業律師團隊，http://sf-labourlawyer.com/commentdetail_
8_49.html， 後瀏覽日：2017 年 10 月 17 日。

29 高法院 88 年台上字第 1696 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88
年勞上字第 42 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94 年勞

上易字第 26 號民事判決等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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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特定區城為限，此一合意不必然為明

示，即使雙方未曾在勞動契約中就工作地

點予以明確限定，但從履行勞動契約過程

中，亦得推認雙方就工作場所已有合意，

此一工作場所通常包括合理通勤期間所能

達到之距離，整廠搬遷除非逾越合理通勤

期間，否則應屬合法。

2.2. 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

動機及目的動機及目的

　　雇主調動勞工工作，應斟酌有無企業

經營之必要性及調職之合理性，尚非全以

內政部所定調職五原則為衡量標準。而勞

工違反勞動契約 ( 或工作規則 )，其行為

縱該當於應受懲戒處分情節，雇主倘不行

使其依勞動契約 (或工作規則 )之懲戒權，

改以調整勞工職務，以利企業團隊運作，

增進經營效率，是否不符企業經營之必要

性 及 調 職 合 理 性，非 無 進 一 步 推 求 餘

地 30。亦不能以調職作為其他替代懲戒權

之手段而對調職本身之必要性與合理性有

較寬鬆之認定標準，除非雇主在調動命令

中明白表示勞動之調動係出於懲戒權之行

使，否則調職之合法性須完全就調動本身

之必要性與合理性來判斷 31。

　　企業長期經營，難免會面臨人力資源

遷調之情事，基於不同原因考量之標準、

重點應有所不同，如企業擴廠或遷廠，基

於成本、勞工經驗純熟度等經營之需所為

之調職，適法性之評價除是否取得勞工同

意 ( 締約時之概括同意、調職時之明示或

默示同意 ) 之外；更須於對象之選擇 ( 單

身或攜家帶眷 ) 以及是否符合勞工之預期

予以衡量，例如給予新職所需技能之訓

練、擔任新職之額外支出 ( 如通勤費用 )
及提供勞工家庭生活之必要協助 ( 如搬遷

費用 ) 等，因職務異動而增減薪資是否

符合公司制度並且公平，亦為審查要點 32

[15]。

　　另所謂「不當動機與目的」，例如部

分企業為迫使員工離職，故意將工作地點

從南調到北，或故意減少薪資，降低勞動

條件，迫使員工無奈請辭，因此與企業經

營所需無關之動機與目的必須禁止 33。

3.3. 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

利之變更利之變更

　　由於工作職位不同、職務內容變更等

會因此改變勞工之薪資或其他勞動條件，

例如工作時間、休假時間等，故此原則是

保護勞工避免因為雇主調職命令權而使勞

工遭受不合理之勞動條件變動。

　　就勞工薪資或其他勞動條件為不利之

變更，即有違法之虞，例如以下幾種情形：

(1) 薪資減少－工作性質改變亦伴隨薪資

改變，但若為不合理或無理由之減少，即

使減少幅度不大，亦有認為構成調職違法
34；(2) 工作時間增加－新職工時之增加達

一定程度時，認為其不合法 35；(3) 工作

型態改變 ( 如白天班變為夜間班、固定制

30 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1459 號民事判決參照。

31 黃程貫，同註 24，頁 208。

32 吳姿慧，調職合法性之審查原則與雇主之懲戒關係／高院

九八勞上二一，台灣法學雜誌，158 期，頁 187-188，2010
年 8 月。

33 勞動基準法第 10 條之 1 立法理由參照。

34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92 年度勞簡上字第 7 號民事判決：雇主

將勞工由業務部襄理調為物流中心基層員工後，除其職級降

低、工作地點、內容不同之外，其薪資並自每月四萬二千元

降低為二萬六千元，自堪認上訴人 ( 雇主 ) 之前開調職行為

對於被上訴人 ( 勞工 ) 而言，確已造成工作內容、薪資收入

方面之諸多不利益，其中薪資調降之幅度已高達近四成，對

於一般受薪階級家庭而言，此種收入突然降低之改變，對個

人及家庭生活原有生活品質與規劃影響甚深，已造成被上訴

人身為勞工權益之損害。

35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4 年度勞訴字第 106 號民事判決：原告

工作時間原為星期一至五，每日 8 小時，星期六、日及國定

假日均休假，調派至振業化工公司現場後，變更為每工作一

天連續 24 小時後休息一天，此外，別無其他休假，非僅工

作時間之形態已變更，且其工時由每月 240 小時，變動為每

月 360 小時，難謂符合「對勞工之其他工作條件未作不利之

變更」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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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為輪班制或責任制等 )－工作型態與勞

工之生活息息相關，一旦改變原職之工作

型態，勢必對其生活造成影響，可認對勞

工不利 36；(4) 工作環境改變－新職工作

環境對於勞工而言是否為不利益之變更，

是以新職與原職之工作內容、工作場所等

多元因素加以判斷是否對其不利益 37。

4.4. 調動後工作為勞工體能及技術可勝任調動後工作為勞工體能及技術可勝任

　　應以勞工有無勝任新職位工作之可能

為判斷標準，因勞工之職能可以藉由教育

訓練而提升，否則將無任何基層勞工有升

遷至管理階層之可能，故雇主將勞工調往

新職時應該給予適當之協助，例如：教育

訓練或熟悉該職務之其他人員協助等，使

其得以適應新職位 38  [16]。
　　惟偏向專業性、專門技術性質之工

作，其勞工就業前可能受有長期專業技術

養成或訓練，因此其對工作之要求應不只

限於賺取工資，而可能兼具工作職位是否

可以適才適所之考量，然而雇主若不顧及

勞工專業素養任意調動，使勞工無法繼續專

業技能之經驗累積，甚至跟不上科技潮流，

可能就與勞工原本任職之本意不符。故此種

類型之勞工，在調動其職務前，更需探究調

職後之工作性質是否符合勞方訂約時之本

意、是否能發揮勞工之所長 39  [17]。
　　勞工身體狀況、有無具備相關證照或

能力、新舊工作性質之差異性 40，亦成為

調動後此工作是否為勞工體能及技術可勝

任之判斷標準。

5.5. 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

之協助之協助

　　雇主雖基於經營管理之正當性而調動

勞工之工作，惟為減少勞工因易地服勞務

所導致之困難，諸如補償增加通勤成本、

房屋租賃費用、生活津貼、安家費以及是

否提供宿舍等，至其是否必要、合理之認

定，應在符合社會通認之客觀標準下判斷

之 41。所謂雇主在一般社會通念之下應給

予之協助，可例示如下：(1) 通勤協助 42：

以通勤時間衡量有無過遠，以單趟通勤一

小時為標準，若單趟通勤時間超過一小時

則判定過遠，雇主須予以勞工通勤協助，

如補助交通費用、公司提供交通車、補助

油資及過路費；(2) 提供宿舍、租屋之租

金補貼 43：當調職距離過遠以致於無法當

36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3 年度勞訴字第 53 號民事判決：被告

將原告所調職之新駐點，固距原工作地點僅 200 公尺，且每

日只上班 8 小時，惟工作時間為晚上 10 時至隔日上午 6 時，

較原告原先僅值白天班，勞動時間明顯違反人體作息，即有

不利。

37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96 年度勞簡上字第 14 號民事判決：上

訴人因不知被上訴人是否適任隊長，故派任被上訴人擔任所

謂「代理隊長」一職，其工作內容為：領導保全人員、處理

保全人員之糾紛、兼任保全人員之工作，而隊長之上班時間

大約自上午 7 點開始，約為 8 至 12 小時，但保全人員有事

情時，隊長需隨時出動處理等情，業據上訴人於原審所自承。

且被上訴人至體育園區報到，當晚 7 時即上班至隔日上午 7 
時始交班，連續 12 小時站哨之情，亦為上訴人所不否認。

是則所謂隊長或代理隊長一職之工作時間顯較開發部協理之

工作時間長，且有上夜班之必要，該職務之工作性質具備機

動性並可能隨時出勤，亦不若開發部協理有白天之固定工作

時間；況隊長之工作內容為保全人員之管理領導並兼任保全

人員，其工作環境通常為業主（即與上訴人簽約，由上訴人

提供保全服務之公家機關、營業場所或公寓大廈等）指定之

開放空間，相較於被上訴人任職開發部協理時係在較具封閉

性之固定辦公室工作，隊長一職所接觸之人員身分較為多樣；

再工作內容在於排除工作環境之危險，與開發部協理一職僅

須單純專心於業務開發之工作內容相較，被上訴人新職之工

作地點、工作內容均較為複雜，風險較高，上班時間亦不正

常等等，應堪認系爭職務調動對被上訴人之工作時間、工作

場所、工作內容等勞動條件，已為不利之變更。

38 陳建文，職務調整及調適過程的必要溝通與協助—板橋地

院 98 勞訴 4，台灣法學雜誌，150 期，頁 169，2010 年 4 月。

39 王松柏，勞動法上合意終止契約、調職、同時履行抗辯權

與雇主不依契約給付報酬之認定與適用問題之研究－ 評高

等法院八十六年度勞上易字第一號判決，東吳法律學報，12
卷 2 期，頁 104-105，2000 年 12 月。

40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0 年度勞簡上字第 10 號民事判決、臺

灣高等法院 106 年度勞上字第 121 號民事判決參照。

41 臺灣高等法院 94 年度勞上易字第 55 號民事判決、臺灣高

等法院臺中分院 91 年度勞上易字第 8 號民事判決等參照。

42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95 年勞訴字第 115 號民事判決參照。

43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89 年勞訴字第 14 號民事判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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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往返者，雇主可以提供員工宿舍或給予

員工租金補貼，以便利勞工上下班，員工

宿舍之條件必須達到一定居住品質，否

則可能判定並未提供必要協助；(3) 搬遷

費 44：距離過遠無法當天往返之勞工，除

了單身赴任之外，亦會選擇偕同家人赴

任，此時雇主給予勞工搬遷費用亦為協助

之一；(4) 增加通勤時間之金錢補償 45：

除補助增加之通勤費用外，另就將員工因

遷廠所增加之通勤時間，以金錢補償之，

例如勞工因增加通勤之時間 1 小時，另以

加班計算其時數，而支付加班費等，如此

方可謂提供員工必要之協助。

6.6. 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

　　勞工因事業單位調動所受之不利益，

可能是育兒及照顧家人之家庭生活上不利

益，尤其是針對每天 12 歲以下之幼童上

下課與來往保姆家之接送以及 65 歲以上

老人之照護，值得注意近來已有相關判

決 46 肯認雇主須留意勞工家庭生活育兒及

照顧家人之問題，然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

生活利益應視調職命令是否給勞工帶來社

會一般通念難以忍受之不利益程度，為其

權利濫用與否之判斷基準 47  [18]。

調職之類型

　　調職予以類型化，依其目的主要可區

分為出於企業經營必要型之調職、懲戒型

之調職、迴避資遣型之調職、出於就業或

性別歧視之調職等四類 48。企業經營必要

型之調職已於本文調動原則之適用所述，

以下僅分別就懲戒型之調職、出於就業歧

視或性別歧視之調職、迴避資遣型之調職

進行扼要之說明。

1.1. 懲戒型之調職懲戒型之調職

　　以勞工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而予

以調職，為常見之懲戒勞工之手段 49  [19]，

此為企業經營者為維護公司之運作所為之

管理方式，然基於懲戒所為之調職仍應符

合懲戒處分相當性之原則，不得逾越調職

之必要性與合理性 50，避免侵害勞工之工

作利益。

2.2. 迴避資遣型之調職迴避資遣型之調職

　　迴避資遣型之調職為企業調職原因之

其一情形，一般認為依勞基法第 11 條第

4 款後段所稱「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之

規定，明示雇主資遣勞工前必先盡「安置

前置義務」，亦無其他工作可供安置時，

後不得已始得資遣勞工，因其目的在確

保勞工工作權，勞工對於雇主安置調職無

拒絕接受之權利 51，係以確保雇用地位為

優先考量 52。倘雇主已提供適當新職務

善盡安置義務，為勞工拒絕，基於尊重企

業經營自主權及保障勞工工作權之平衡，

則要求雇主仍須強行安置，實屬苛刻而

非立法之本旨 53。因此，雇主於安置時，

原則上應維持原本之勞動條件，尤應承認

勞工之年資；惟安置後工作與原工作性質

不同者，仍得於勞動條件上給予合理之調

整 54  [20]。

44 臺灣高等法院 106 年度勞上字第 47 號民事判決參照。

46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92 年勞上易字第 40 號民事判決及

臺灣高等法院 94 年勞上易字第 96 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

院 97 年度重勞上字第 33 號民事判決等參照。

47 邱駿彥，調職，勞動基準法釋義－施行二十年之回顧與展

望，新學林出版，頁 166，2009 年 9 月。

48 柯姿岑，同註 11，頁 20-25；迴避資遣型調職，http://sf-
labourlawyer.com/newsdetail_3_99.html， 後瀏覽日：2019
年 6 月 25 日。

49 吳姿慧，調職之類型及其審查－以實務之判斷標準為觀察

中心，月旦法學雜誌，第 245 期， 頁 42-45 ，2015 年 9 月。

50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8 年度訴字第 2522 號判決、 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838 號民事判決參照。

51 臺灣高等法院95年度重勞上更 (一 )字第2號民事判決參照。

52 臺灣高等法院 93 年度重上更 ( 一 ) 字第 74 號民事判決參照。

53 高法院 105 年度台上字第 144 號民事判決參照。

54 王沛元，經濟性解僱效力之審查，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頁 72，2016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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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基於解僱勞工之 後手段原

則，於資遣勞工前，必須盡到安置前置原

則 55，惟此工作之調動，仍須受到一般調

職之權源依據與權利濫用原則之判斷，亦

須考量調動後之工作是否為勞工接受或勝

任，以平衡勞雇雙方權益。針對雇主所為

迴避資遣型之調職，若有以下情況，勞工

得有請求雇主給付資遣費之權利 56：(1)
勞雇雙方事先已有限定特定工作地點與工

作內容之合意，勞工又不願接受雇主迴避

資遣型之調職命令；(2) 雇主雖有獲得勞

工明示或默示同意調職，但雇主所為之此

調職命令，並未通過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之

檢驗，於未給予勞工適當之工作時，勞工

得向雇主請求資遣費。

　　縱雇主未徵詢預定解僱勞工之意願，

逕行將其調往其他適當工作加以安置，亦

即為迴避資遣型調職，勞工倘拒絕從事新

指派之工作，雇主已盡安置義務，因而得

加以解僱 57；另勞工如不遵守該調職命令

執行新職務，雇主尚得以其無正當理由繼

續曠工三日，或一個月內曠工達六日為

由，不經預告逕行解僱之 ( 勞動基準法第

12 條第 1 項第 6 款參照 )，勞工不能領取

資遣費 58。

3.3. 出於就業歧視或性別歧視之調職出於就業歧視或性別歧視之調職

　　按就業服務法第 5 條第 1 項「為保障

國民就業機會平等，雇主對求職人或所僱

用員工，不得以種族、階級、語言、思

想、宗教、黨派、籍貫、出生地、性別、

性傾向、年齡、婚姻、容貌、五官、身心

障礙或以往工會會員身分為由，予以歧

視；其 他 法 律 有 明 文 規 定 者，從 其 規

定。」與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7 條「雇主對

求職者或受僱者之招募、甄試、進用、分

發、配置、考績或陞遷等，不得因性別或

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但工作性質僅適合

特定性別者，不在此限。」之規定，雇主

若以與工作能力或工作內容無直接相關之

因素，僅因上揭條文所定之因素而調動勞

工之職務內容或工作場所，例如因結婚或

懷孕即予以降調，使之因性別因素遭受差

別待遇，雇主對勞工之調職行為即構成性

別歧視。

　　對於雇主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或就業

服務法所為之調職行為，勞工如認調職欠

缺必要性與合理性所為濫權之調動，除得

向民事法院提起民事救濟外，如雇主有違

反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7 條、就業服務法第

5 條第 1 項之情事時，尚有行政救濟之途

徑，以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34 條為例，勞

工得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訴，如對該申訴結

果不服，可向中央主管機關性別工作平等

會申請審議或逕行提起訴願，如對中央主

管機關性別工作平等會所為之處分有異議

時，仍得提起訴願及進行行政訴訟。雖勞

工有上述二種可能之救濟途經，但非雇主

之調職經民事法院認定為違法之調職，對

同一事件提起之性別或就業歧視之申訴即

應成立；反之，勞工以雇主之調職違反性

別工作平等法或就業服務法之歧視行為，

縱所提之申訴不成立，該調職行為未必即

具必要性或合理性 59。

55 邱駿彥，預告終止契約在勞動法規範上之評析，台灣勞工

雜誌，16 期，頁 14，2008 年 11 月。

56 邱駿彥，同註 11，頁 24、26、28。

57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5年度勞上字第5號民事判決參照。

58 臺灣高等法院 93 年度重上更 ( 一 ) 字第 74 號民事判決參照。

59 吳姿慧，同註 49，頁 45-47。

調職糾紛爭議案例

　　實務上調職糾紛爭議之案件屢見不

鮮，茲舉三例，分別說明如下：

1.1. 調職命令之必要性或合理性－ 高法調職命令之必要性或合理性－ 高法院

105105 年度台上字第年度台上字第 22122212 號民事判決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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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例事實

　　甲於 1999 年 3 月 2 日初至乙公司擔

任研發部經理，2008 年 12 月 10 日並代

理電鍍廠主管。嗣乙突於 2009 年 11 月

11 日片面公告撤除甲研發部經理職務，

降調為製造部全檢員。

　　甲就上開違法解僱提起請求給付薪

資之訴，經一審法院判決勝訴，乙提起

上訴，經原審法院駁回上訴確定 ( 下稱前

案 )。甲乃於 2011 年 12 月 7 日寄發存證

信函要求乙依前案判決意旨回復甲原職

位及勞動條件，為乙拒絕，並要求甲於

期限內回覆徵詢工作意願調查書，將甲

從「研發部經理」降調為「管理部專員」，

本薪為每月新台幣 ( 下同 ) 73455 元，僅

有全勤獎金、伙食津貼每月 1000 元、

1800 元，較 原 來 每 月 應 領 89255 元 之

薪資條件差，甲未同意，但仍於 2012 年

 1 月 2 日依乙之存證信函所示至管理部

報到，且自該日至同年月 10 日均有至乙

公司，僅於其中 4、9 日未進入乙公司，

然乙未安排工作予甲，並非甲拒絕提供

勞務，甲無曠工之情事。

(2) 爭點：乙依調整甲職務為管理部專員，

是否違反「調動五原則」？

(3) 判決理由概述

　　雇主調動勞工之工作，應兼顧勞工

之利益，故調職命令是否合法，應綜合

考量該調職命令在業務上有無必要性或

合理性，有無其他不當之動機或目的，

及勞工因調職可能蒙受之生活上不利益，

依社會一般通念檢視，是否使勞工難忍

及不合理。甲於復職前、後之工作職務

分別為「研發部經理」、「管理部專員」，

名稱已不相同，且前者係負責管理、技

術研發、新產品試產及生產技術與品質

改善等研究生產事項，後者則係負責輔

佐管理部經理規劃建立各項制度、督導

執行公司組織中有關事項及依據有關作

業程序書 ( 工作說明書 ) 執行品保管制業

務等，工作內容亦有差異；研發部經理

係主管職，直接向總經理負責 ( 毋須受

管理部主管指揮監督 )，可對下屬員工考

核、准假及給薪建議等權限，出勤無須

打卡；管理部專員則係基層職務，須受

管理部主管直接指揮監督，並無對下屬

員工考核、准假及給薪建議等權限，出

勤必須打卡，職務層級有別；另甲原擔

任研發部經理職務時，每月薪資為 89255
元 ( 含底薪 73455 元、主管津貼 14000
元、伙食津貼 1800 元 )，另配有公務車、

筆記型電腦乙台，每月並得領油資津貼

2000 元。擔任管理部專員，不但無前開

福利，亦不得領取主管津貼，是管理部

專員較研發部經理職務之薪資及勞動條

件較為不利。

　　參諸乙未舉證證明甲有工作規則第

16 章第 6 條第 3 項「得予記大過或降

調」之事由，乙安排甲擔任與「研發部

經理」職務顯不相當之「管理部專員」

職務，亦有違工作規則。至工作規則第

 1 條第 3 款雖記載「公司因工作之需要，

合理調動工作時，員工不得拒絕」等語，

惟乙對甲之調職違反前開調動原則，難

謂係合理調職，乙自不得執該工作規則

主張調職已合法生效。綜此，甲主張乙

為其職務調動違反調動五原則，應為可

採。

2.2. 雇主調職權限之控制－ 高法院雇主調職權限之控制－ 高法院 9898 年

度台上字第度台上字第 600600 號民事判決號民事判決

(1) 案例事實

　　本件勞工甲自 1979 年 1 月 4 日起受

僱於雇主乙，即在保全課工作，負責機

器之維修運作，嗣於 1987 年 8 月 1 日升

任助理工程師之職位，1992 年 12 月 1 日

調 任 至 運 轉 課 接 任 代 組 長 一 職。乙 於



2001 年 4 月 4 日公告將甲從運轉課組長

一職調任為保全課助理專員 ( 二職務俸給

相同 )，勞工甲拒絕調任新職，仍在原單

位工作。乙乃以勞工符合工作規則第 63
條第 5、18 款「依法調動工作，無故拒

絕接受者」，及連續曠職三日為由，不經

預告終止勞動契約。

　　甲主張該調職導致其月薪減少新臺

幣 5750 元，違反內政部函頒之「調動五

原則」為無效，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

係存在。乙則以：本件甲任職期間，屢

不配合規定，恣意更改排休時間，造成

調撥人員困難。甚且在工作日誌戲稱「見

到鬼」等語，使其主管深感嚴重影響公

務，乙迫於無奈，始將其調任為保全課

助理專員。甲新職之薪資總額雖較調職

前少，本薪卻未變更，僅其他津貼按實

作調整，並未對其薪資作不利變更。其

於調職後無須輪值夜班，職責較輕，勞

動條件並無更為不利等語，資為抗辯。

　　針對系爭調職之效力，原審採肯定

見解，認為：本件勞工甲確有請假次數

頻繁，交辦事項延誤，經常未能依規定

排休，甚至倒填提出日期等。並在運轉

日記事項末尾註記「看到鬼，才怪」等

語，造成其與主管間互動阻礙，事務推

動困難。又勞工甲於進入公司任職時，

即在保全課工作，負責機器之維修運作。

1992 年 12 月 1 日調任至運轉課接任代組

長一職，因此乙在上開兩個職位上相互

調動，應無技術、體能不能勝任之問題。

而「保全課助理專員」與「運轉課組長」

之職務俸級相同，在級等、薪點上均無

差異。乙僅對於其他津貼按實作調整，

對薪資或其他勞動條件，並未作不利之

變更，且乙將甲之職務自原先之夜班班

長調整至日班班長，係乙依工作規則第

60 條之規定，行使其對所屬勞工甲之調

職指示權，於法並無不合。且夜勤津貼

則按實作調整，甲既未從事夜班工作，

自不能支領夜班津貼，並無因不利之情

事。

(2) 爭點：勞工甲在調職前後之職務俸級、

薪點雖然相同，惟其從夜班班長被調

至日班班長、以致於喪失夜勤津貼，

系爭調職是否有效？

(3) 判決理由概述

　　查雇主調動勞工工作，應斟酌有無

企業經營之必要性及調職之合理性，倘

勞工擔任不同之工作，其受領之工資當

有所不同，尚不得僅以工資總額減少，

即認調職違法。且勞工違反勞動契約 ( 或

工作規則 )，其行為縱該當於應受懲戒處

分情節，雇主如不行使其依勞動契約 ( 或

工作規則 ) 之懲戒權，改以調整勞工職

務，以利企業團隊運作，增進經營效率，

尚難認不符企業經營之必要性及調職合

理性。本件上訴人受僱於被上訴人，曾

任電氣及冷氣空調技術員，調職前，擔

任運轉課組長，管理全班人事及機台、

電氣、空調之修理，因無法妥適處理交

辦事項，又未依規定排休，更對主管有

不敬文字，雇主為求企業團隊運作，將

勞工調任為保全課助理專員，負責機器

維修，且其職務俸級相同，僅有因工作

內容不同而有不同之加給，為原審所合

法確定之事實，則被上訴人調動上訴人

職務之行為，自難謂有違企業經營之必

要性及調職之合理性與內政部調動五原

則之精神。

3.3. 調動員工之法律審查基準－臺灣高等法調動員工之法律審查基準－臺灣高等法

院 9696 年度勞上字第年度勞上字第 1616 號民事判決號民事判決

(1) 案例事實

　　勞方甲主張於 1997 年 6 月 23 日起

受僱於乙公司之台北總公司擔任徵信室

業務人員，10 年間乙曾對勞方甲任職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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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部門予以調動，甲曾在審查部、信

用卡部、信託部、管理部等部門間調動，

但歷次工作地點均在台北總公司。2006
年 2 月 17 日乙發布人事命令，決意將甲

調至中壢分公司，將致甲上下班通勤時

間至少增加三小時，而甲僅為基層勞工，

並無不可替代性，且事先未與甲協調，

未徵得甲同意，案經甲接獲調職命令後，

曾在2006年2月間以存證信函向乙申訴，

乙則於 2006 年 2 月 23 日回覆勞方，以

甲不符工作規則第 25 條 ( 雇主有一定調

職權限 ) 規定，催告甲需於 7 日內辦妥報

到手續。

　　甲再於 2006 年 2 月 25 日以存證信

函表示不同意乙所為調動命令，資方隨

後分別於 3 月 23 日、3 月 28 日以甲未接

受調動為由，處以小過、大過懲戒各一

次。乙並於 4 月 20 日以甲未依調職命令

報到，而依工作規則終止僱傭契約。

(2) 爭點：雇主所為調職命令是否合法？

(3) 判決理由概述

　　高院認為，除非勞動契約約定內容

有明確限定，或從勞資雙方履行勞動契

約過程中，得以肯定勞資就工作場所、

工作內容已有合意外，應傾向勞工在訂

定勞動契約時，已有接受調職之合意。

在此同時，必須制衡雇主調職命令之權

限，亦即，勞工是否必須接受雇主調職

命令之拘束，涉及對雇主調職命令適法

性之評價，該調職命令應受到權利濫用

禁止原則之規範。判斷雇主之調職命令

是否有權利濫用之情事，應就該調職命

令在業務上有無必要性或合理性，與勞

工因調職所可能蒙受之生活上不利益之

程度為綜合之考量，此外尚需注意雇主

之調職有無其他不當之動機或目的。在

業務上必要性部分，主要係就「人事異

動之合理性」、「人選之妥當性」為判斷，

一般而言，除了特殊情形以外，基於尊

重企業經營自主權，應予肯定之。綜上，

雇主對勞工所為調職命令之效力，應依

調職命令權限是否有得到勞工同意或基

於勞動契約之合意，調職是否具有業務

上之必要性，調職有無其他不當動機或

目的，勞工所受之不利益，是否超出社

會一般通念之程度等加以判斷。

　　次查，甲受僱於乙之十餘年期間，

乙曾對甲任職職務、部門予以調動，但

歷次調動結果均未變更工作地點。依此，

雖未曾於勞動契約中就甲工作地點予以

明確限定，但從甲、乙在十餘年期間內

履行勞動契約過程中，得以肯定就甲工

作場所已有合意以乙台北總公司或分公

司，即位於台北市為限，是以，尚難認

甲有接受乙將其調離台北市區之調職之

合意可言。

　　倘乙果係為避免甲擔任徵信業務人

員過久致生舞弊之弊端，則將甲調至台

北總公司其他部門，亦可達此項目的，

非必將甲遠調至中壢分公司不可。此外，

乙在發佈 2006 年 2 月 17 日調職人事命

令當時，全部員工中僅有甲一人調動職

務，倘若乙確為業務經營、人事管理訓

練等目的所需而必須調動相關部門員工，

何以全公司僅針對甲一人調職，且對於

甲調職後台北總公司出缺之職務，同時

間卻未再調任其他員工補實。益徵，乙

此次調動顯乏人事異動之合理性。綜前

各情狀，乙將甲調至中壢分公司，除與

其所述為達促企業合理化，藉為培育幹

部之重要手段之一，並拓展甲工作領域

與經驗，進而避免舞弊之不法情事等原

因不符外；另調職決定程序過程中，未

先徵詢甲意見，更與其對待其他員工之

程序有間，而違平等對待原則；再者，

更無業務上之必要性，已有權利濫用之

調職糾紛爭議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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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事。

　　乙將甲工作場所變動，將增加甲每

日上下班往返通勤時間 多達二小時餘，

相當程度上將受有不利益。又乙從 2006
年 2 月 17 日迄至 2006 年 3 月 7 日拒絕

就甲增加通勤時間造成之不利予以必要

協助，不同意發給住宿津貼、交通費用。

嗣經甲提出勞資爭議申訴，經台北市政

府勞工局於 2006 年 3 月 9 日召開協調會

而協調不成立後，始於 2006 年 3 月 16
日同意核實發給車票代金方式，給與甲

交通津貼，堪認乙對於此次調動後甲工

作地點將遠離台北市，對於雇主所應給

予之必要協助，並未甚積極且符合誠信。

綜此，乙此次調職命令，除與兩造間勞

動契約關於工作場所之合意相左外，亦

未得甲同意，且不具有業務上之必要性，

而有權利濫用情事，更肇致甲受有增加

上下班通勤時間之不利益，故不生效力。

4.4. 簡評簡評

　　我國勞動法制上所謂之「調動五原

則」，既未能展現因調職之法律性質、法

源位階所帶來該權利之限制，亦未能明

確地說明不同標準間之關係、優先次序，

不宜繼續援用。相反地，實務見解強調

企業經營之必要性、合理性，於個案利

益衡量時，使法院判斷調職之合法性與

否有一定程度之彈性，值得肯定。惟就

調職合法性，仍應先從其法源依據加以

判斷，再就個案作具體利益衡量之必要

性、合理性標準，加以檢驗之。

比較法視野－以大陸地區
之調職爭議為例

1.1. 工作職位與工作地點變動之調職爭議工作職位與工作地點變動之調職爭議

　　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 ( 下

稱大陸勞動合同法 ) 第 17 條第 1 款第 4
項規定，「勞動合同應當具備以下條款：

( 四 ) 工作內容和工作地點。」由於工作內

容通常由工作職位決定，而訂立勞動合

同時工作職位亦隨之確定。由於工作職

位與工作地點變動引發之調職爭議為多

數，茲以案例之解析分述如下 60  [22]：
(1) 工作職位變動伴隨減薪型

　　甲於 2006 年與乙公司簽訂為期 2 年

之勞動合同，合同中約定甲擔任銷售部

經理，並約定「用人單位有權根據生產

經營及勞動者之各種情況調整其工作職

位，勞動者必須服從」。2007 年，由於公

司銷售政策調整，公司將甲調至生產部

當領班，甲工資待遇也隨之降低為領班

之待遇。甲不同意，認為在沒有雙方協

商一致情況下，乙公司擅自變更其工作

職位，違反勞動合同之規定。乙公司認

為，根據勞動合同中約定「用人單位有

權根據生產經營及勞動者的各種情況調

整其工作職位，勞動者必須服從」之條

款，其有權調整甲之工作職位，無需其

同意。甲與乙公司多次交涉未果，於是

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提起仲裁，要求

恢復其原工作職位及工資待遇。

　　此種類型調職爭議之特點，可歸納

如下：一為調整後之工作職位與訂約時

之工作職位相比，不屬於同一種類 ( 如本

案將甲從銷售部門調職至生產部門 )；二

為調職後工資薪金數量減少，工資薪金

減少將直接影響勞動者之生活品質；三

為企業為使其於勞動合同履行期間按照

經營需要隨時對勞工之工作職位進行調

整，一般而言，於勞動合同或員工手冊

中擬定「企業有權根據需要調動勞動者

工作職位」之定型化條款。

　　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經過審理後認

為，雙方於勞動合同中約定「用人單位

有權根據生產經營及勞動者的各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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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其工作職位，勞動者必須服從」，該

條款為定型化條款，有害於勞動者之合

法權益，故企業應當恢復甲原工作職位，

享有原工資待遇。

(2) 工作職位變動，工資薪金不變型

　　甲為上海乙公司員工，從事策劃工

作，由於其所在之專案組解散，公司欲

解除與甲之勞動關係，但由於甲懷孕，

依照大陸勞動合同法第 42 條第 4 項 61 之

規定，公司不得解除與甲之勞動關係，

因而將其安排至機動工作職位，負責包

括衛生間在內之公司各處清潔工作。甲

認為調整工作職位之前並未與其商量，

而是由公司人事部門直接出示工作職位

調整確認書要求其簽字，若不簽字視為

曠工，侵犯其合法權益。乙公司則稱雖

調 整 甲 之 工 作 職 位，但 其 月 薪 仍 保 持

9000 元不變，並無侵犯甲合法權益。

　　此種調職爭議與上述工作職位變動

伴隨減薪之調職爭議相比，唯一不同在

於工作職位雖然發生根本性變化，但工

資薪金不變。此種調職爭議與上述調職

爭議相比，由於工資薪金未改變，易為

企業外表看似合法，實質為違法調職行

為。

　　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認為，懷孕婦

女變崗變薪需要雙方協商決定，不得由

企業單方面為之。本案為調整工作職位

未調整薪資，從適法性之角度而言，公

司所為之調職雖並不違法，惟並不符合

調職之合理性 62  [23]。
(3) 工作地點變動型

　　甲與浙江乙製藥公司簽訂勞動合同，

擔任市場部總監一職，約定工作地點為

上海。2008 年，該公司將甲工作地點調

整至杭州。甲不願至杭州工作，因此未

對公司之調職命令進行回復，仍於上海

原工作地繼續工作。乙公司見甲不服從

安排，以其曠工超過 10 天為由解除雙方

勞動關系。甲認為其合法權益受到侵犯，

因而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

　　此種調職爭議之特點為，第一，調

整後工作地點與締約時約定之工作地點

不在同城市或即便於同城市但與勞動者

原來生活地點相距較遠，而對勞工生活

上造成不便；第二，雇主為使勞動合同

履行期間，依照經營需要隨時對勞工之

工作地點進行調整，有時於勞動合同或

工作規則中擬定「企業有權根據需要調

動勞動者工作地點」之定型化條款；第

三，一般而言，工作地點變動伴隨工資

薪金減少之情況較為少見，因工作地點

變動已對勞工之生活造成不利影響，倘

若不能給勞工提供更好之工資薪金條件，

企業以工作地點變動為內容之調職恐難

實現。

　　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認為，雇主於

變更勞動合同程序方面，欠缺提出變更

之請求，而甲對於公司之請求沒有回復，

因而無法達到變更勞動合同之效果，應

按照原來勞動合同之約定執行。甲繼續

在上海上班，公司不得以其不至杭州工

作即依曠工處理。

2.2. 勞動合同變更爭議之探討勞動合同變更爭議之探討 
　　按大陸勞動法第 17 條第 1 款規定，

「變更勞動合同應當遵循平等自願、協商

一致的原則，不得違反法律、行政法規

的規定」；大陸勞動合同法第 35 條第 1
款規定，「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協商一致，

可以變更勞動合同約定的內容。變更勞

動合同，應當採用書面形式」。從上述條

文規範，學理上認為勞動合同之變更係

指當事人雙方對尚未履行或尚未完全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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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勞動合同，依照法律規定之條件與

程序，對原勞動合同具備法律規定之條

件與程序時，允許雙方變更勞動合同 63

 [24]。
　　換言之，勞動合同之變更係於原合

同基礎上對原勞動合同內容為部分修改、

補充或刪減，而非簽訂新勞動合同。原

勞動合同未變更之部分仍然有效，變更

後之內容取代原合同相關內容，新達成

之變更協議條款與原合同中其他條款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對雙方當事人仍具約

束力。

　　於通常情形，勞動合同變更須符合

以下要件，分別為：(1) 依法變更之勞動

合同須為有效之勞動合同；(2) 勞動合同

之變更須於合同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期

間進行；(3) 勞動合同之變更僅能對合同

內容進行修改或補充，而不得對主體進

行變更；(4) 須訂立合同時所依據之法律

發生變化始得對勞動合同進行變更 64  [25]。
　　此外，針對勞動合同變更是否需得

勞工之同意，可從二面向探討，一為法

定變更，雇主依法有權進行變更而無需

徵得勞工同意，大陸勞動合同法第 40 條

第 1 款定有明文，亦即勞工患病或非因

工負傷，於規定之醫療期滿後，不得從

事原工作或勞工不能勝任工作，雇主原

則上得單方調整其工作；二為協商變更，

雇主須事先徵得勞工之同意始得變更，

若協商不成得解除勞動合同，亦或於情

事變更之情形，致使勞動合同無法履行，

雇主與勞工得以協商變更勞動合同內容

( 大陸勞動合同法第 40 條第 3 款參照 ) 65 

[26]。
3.3. 調職爭議之判斷基準調職爭議之判斷基準

　　藉由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之司法實

務 見 解 觀 之，就 調 職 所 衍 生 之 爭 議，

其中對於調職行為具備合理性之判斷基

準 66  [27]，歸納為七項，分別為 (1) 企業

經營上所必需；(2) 調職無不良動機；(3)
工資未做不利之調整；(4) 勞工可得勝任；

(5) 工作地點調動未過遠；(6) 調職非出於

侮辱性與懲罰性；(7) 未造成勞工家庭生

活之不當影響。

　　然大陸雖尚未就調職適法性與否予

以明文規範，而臺灣縱已將調動五大原

則予以明文化，仍有待未來之實務見解

或司法解釋加以累積，對於調職所生之

爭議有所具體之判斷標準，以能符合個

案正義。

結論

　　目前我國勞動基準法僅就雇主調動

勞工工作之原則定有明文規範，並未就

調職命令權源之取得進行規範，而雇主

之調動工作命令權於學理上及實務上各

有不同之認定，已如前述，然現行司法

實務見解就調動命令之認定標準，見解

歧異，難以從而認定，其中多數見解採

用勞動契約說，認為調職為契約履行過

程中勞務指揮之事實行為，此認定非本

文所認，實值探究思考之。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調職當然為

法律行為，雇主調動命令之權利取得應

於調動勞工之工作時，個別取得勞工之

明示同意，較為妥當，不得以勞動契約

事前概括合意約定，若以事前概括合意

使雇主取得調動指示權，可能將使勞工

陷於不利益之狀態，而德國法亦採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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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概括同意不得做為雇主調動之依據 67 

[28]，甚不得以默示合意之方式推定雇主

有調動命令之權利，以能保障經濟上弱

勢之勞工工作權。

　　然所謂權利濫用之禁止，係以民法

第 148 條第 1 項「權利之行使，不得違

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

作為根據，調動原則之適用不得違反權

利濫用禁止原則，仍須符合勞動基準法

第 10 條之 1 之規範，亦須遵守誠信原則

依個案判斷之，從而維持勞動契約之安

定性，避免調職糾紛之產生。而雇主所

為之調職應受到上開之限制，必須調職

具有企業經營上之必要性與合理性，且

須顧及調動後之新工作是否為勞工技術

體能所能勝任，其薪資及其他勞動條件

未作不利之變更，始能認並未違反勞動

契約之本旨；另調動亦將變動勞工之生

活模式，若調動後之工作地點過遠，則

雇主對於勞工所提供之協助方式應於調

動屆至前之適當時期主動提出，使勞工

得以預作準備，方能保障勞工權益暨加

強勞雇關係。

　　由於勞動基準法第 10 條之 1 係於

2015 年 12 月 16 日增訂，距今將近 4 年

之時間，然 高法院仍未就調職命令權

源之爭議以及調職原則之適用表示具參

考價值之意見，值得後續觀察研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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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Disputes over Job Transfer in an Organization
Wang-Sheng Chen

Abstract

　　Job transfer refers to the change of employee's arrangement by employer, which usually 
aims at relocation of workplace or alteration of duty. The transfer shall be a lasting and 
continuous change, rather than transitory or temporary change. Given that the controversies 
arising from job transfer are significant both in life and in law, this article mainly focuses on 
four factors as follows. The first is the divergent opinions in theory, including summary 
consent theory, labor-contract theory, sui generis agreement theory, and the negative theory of 
transfer order, and in practice on  the power of job transfer and its legal nature. The second is 
the principles of job transfer set forth in the Article 10-bis of Taiwan Labor Standards Act 
amended on December 16, 2015. The third is the categorization for the disputes of job transfer 
and investigation of the related judicial opinions on each issue, such as the necessity or 
rationality of the transfer order in the Supreme Court Civil Judgment (2016) Tai Shang 
No.2212, control of employer transfer authority in the Supreme Court Civil Judgement (2009) 
Tai Shang No.600, and the legal benchmark to review the transfer of employee in the Taiwan 
High Court Civil Judgment (2007) Lao Shang No.16. The fourth is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the controversial issues of job transfer in Mainland China.
　　In this article, we can find that the application and limitation of job transfer in Taiwan labor 
law system still need to be improved in the future.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at the job transfer by 
employer shall be consented by employee and shall observed the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the 
emperor’s clause in the civil code, to protect the interest of employee and prevent the dispute of 
job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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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Wan Wang

Wei-Hui Wang
Yih-Wen Wang
Chia-Ren Chu
Hsin-Hsiu Ho

Xiang-Cheng Li
Yi-Ching Li
Kun-Che Lee

Chi-Hsin Wu

Si-Lei Wu
Tin-Yi Wu

Hsiu-Ling Wang
Yan-Guang Lin
Sin-Yi Lin
Jason Lin
Shu-Huei Lin

Jin-Xu Lin
Lian-Jung Ling

Tze-Han Lin
Kuei-Yi Lin

27-1-47
27-2-83
27-3-8

27-3-40
27-3-71
27-3-83
27-3-57
27-1-86
27-3-8

27-1-67
27-2-26
27-3-71
27-2-50

27-2-133,
 27-4-89

27-3-8
27-3-57

27-3-101
27-4-21,
 27-4-36

27-2-116
27-1-58
27-1-86
27-2-71

27-2-133,
 27-4-89

27-2-133
27-2-165

27-3-8
27-3-40
27-3-47
27-3-71

林子玄

王伯智

易逸波

周鴻文

周瑞淑

卓奇勳

洪瑜含

洪粕宸

連文榮

馬財專

陳志祺

陳冠志

陳麗萍

陳雅惠

陳威穎

陳志勇

陳秉暉

陳保中

陳思豪

陳乃釧

陳友剛

陳柏綸

陳昱光

陳正堯

陳旺聖

郭家宏

Zih-Syuan Lin
Bour-Jr Wang
Yet-Pole I

Hung-Wen Chou

Yu-Han Hung

Wen-Jung Lien
Tsai-Chuan Ma

Kuan-Jhih Chen
Li-Ping Chen
Ya-Hui Chen
Wei-Ying Chen

Ping-Hui Chen
Pau-Chung Chen
Szu-Hao Chen
Nai-Chuan Chen
Yu-Kang Chen

Wang-Sheng Chen
Chia-Hung Kuo

27-3-83
27-3-92

27-1-47,
27-1-58,
27-1-67,
 27-1-77

27-2-149
27-4-21
27-4-6,

 27-4-25
27-1-67
27-3-8

27-2-83
27-2-133,

 27-4-89
27-1-27
27-1-93
27-2-83
27-2-98

27-2-133
27-3-36
27-3-47
27-3-47
27-3-71
27-3-92

27-3-101
27-4-8

27-4-10,
27-4-16
27-4-21

27-4-119
27-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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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浩然

徐雅媛

高茂強

張承明

張嘉成

張慧蓓

張李竹

張玉山

張玉燕

張堅琦

張紹文

許榮宗

許錦明

許致軒

許嘉享

許雲翔

鄒子廉

黃奕孝

黃馨平

黃春長

How-Ran Guo
Ya-Yuan Hsu

Jia-Cheng Zhang
Hui-Pei Chang 

Yu-Shan Chang

Shao-Wen Chang

Jing-Ming Hsu

Yun-Hsiang Hsu

Shin-Ping Huang
Chun-Chang Huang

27-3-92
27-2-15,

27-2-149
27-4-36
27-1-42
27-1-77
27-1-86
27-2-15
27-2-26
27-4-6,

27-4-30
27-3-36
27-4-52
27-1-4,
27-1-9,
27-2-4,

27-2-10,
27-3-19,
27-3-24,
27-3-30
27-1-93

27-4-4
27-4-36

27-4-103
27-1-27
27-1-14
27-1-86
27-2-15,
27-2-50,
27-2-59,
27-2-83,

27-2-133,
27-2-149

黃健哲

黃維平

黃杬灝

彭美嘉

湯景元

楊振昌

廖志豪

趙奕權

鄭達鴻

鄭淑芳

鄭傑元

劉國青

劉怡君

劉錦添

劉又升

劉品伶

劉煥郁

蔡博丞

蔡禮宇

蔡依恬

蔡岳霖

賴偉文

蕭嫚琳

蕭百淳

謝俊宏

謝棋楠

薛曉珊

鍾燕宜

藍科正

魏志阜

Wei-Ping Huang
Yuan-Hao Huang
Mei-Chia Peng
 Jing-Yuan Tang

Yi-Quan Zhao
Da-Hong Zheng
Shu-Fang Zheng
Chieh-Yuan Cheng

Yi-Chun Liu

Yu-Sheng Liu

Huan-Yu Liu
Bo-Cheng Tsai
Li-Yu Tsai

Yi-Tian Tsai

Wei-Wen Lai
Man- Lin Hsiao
Pai-Chun Hsiao

Chey-Nan Hsieh

Yen-Yi Chung
Ke-Jeng Lan

Chih-Fu Wei

27-2-59
27-2-149

27-3-71
27-2-26
27-1-58
27-3-40
27-1-27
27-1-58
27-1-77

27-2-133
27-3-71
27-1-35
27-1-47
27-2-37

27-2-133
27-3-36

27-4-777
27-1-67
27-2-15,

27-2-149
27-2-83
27-2-15,
27-2-59
27-2-83

27-2-165
27-3-71
27-2-59
27-4-40
27-2-59

27-4-5
27-4-77,
27-4-89
27-3-47

139



108 12 27 4

關鍵詞索引

關鍵詞索引
Keyword Index

（Vol. 27 No. 1~to No. 4）

1- 溴丙烷
CHAID(Chi-squared Automatic
Interaction Detector) 決策樹
FDS版本
一氧化碳

人工智慧

人才多樣化

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

大數據

三態火源

三明治加壓

工會

工作時間

工作場所

工作自主度

工會數位化

工作安全分析

木材

比較法

中高齡者

友善職場

方案規劃

火災實驗

火災動態模擬器

火災整合式縮小模型實驗系統

不法侵害防治

27-3-41
27-2-59

27-1-77
27-3-57

27-2-149
27-2-71
27-2-59
27-4-89
27-1-77
27-1-58
27-4-77
27-4-51
27-4-51
27-2-98
27-4-77
27-1-93
27-1-86

27-4-119
27-2-133
27-2-133
27-4-52
27-1-58

27-1-47,
27-1-58,
27-1-67,
27-1-77
27-1-58
27-4-52

公共服務創新

日本外籍藍領勞工

正壓通風

卡方測試 ( χ2 test)
外牆包覆

永續發展

示蹤劑法

平均風險指數

出入國管理及難民認定法

收入

危害辨識

危險因子

自動控制

有機溶劑

阻煙策略

社會責任

育兒婦女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技能實習制度

改善效果評估

作業風險整合軟體

青銀共創

性別不平等

科技工具

疫情監測

風險評估

風洞實驗

風區動火災

建築物通風

27-2-71
27-2-165

27-1-47
27-2-59
27-1-67

27-2-116
27-3-57
27-1-93

27-2-165
27-2-98
27-1-93
27-3-92
27-1-58

27-3-101
27-1-58

27-2-116
27-2-83
27-2-83

27-2-165
27-3-71
27-1-93

27-2-133
27-2-98
27-4-77
27-3-47
27-1-93
27-3-57
27-1-47
27-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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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化學物質

室內聲學軟體

通風

通報系統

透天厝

消防安全

效率工資

家事勞動

高樓建築

高層建築物

格林菲爾大樓

特定技能制度

員工協助方案

設計思考

梯間加壓

專案管理

移民法制

動力學參數

氫氧化四甲基銨

勞工團結

勞動市場

勞動檢查

勞動政策

就業

就業歷程

報酬替代

集體協商

煙控模擬

傳輸模式

27-3-41
27-3-71
27-1-58
27-3-92
27-1-77
27-1-47
27-2-98

27-4-103
27-1-47
27-1-67
27-1-67

27-2-165
27-4-52
27-2-71
27-1-58
27-4-52

27-4-103
27-3-83
27-3-41
27-4-77
27-2-71
27-4-89
27-4-89

27-2-149
27-2-83
27-2-98
27-4-77
27-1-58
27-3-57

誠信原則

圓錐量熱儀

飽和蒸氣壓

微差掃描熱卡計 (DSC)
蝕刻液

撒水

噴燈

調動原則

調職權源爭議

熱分析

鋁複合材

彈性安全

數據驅動創新

暴露評估模式

濃度

燃燒方法

機器學習

噪音改善樣態

縮小模型

螺絲製造業噪音

醫院評鑑

職業災害

職業訓練

職務再設計

職業安全衛生

職業傷病防治

職業傷病通報

職業性皮膚疾病

關鍵評核指標

27-4-119
27-1-86

27-3-101
27-3-83
27-3-83
27-1-67
27-1-86

27-4-119
27-4-119

27-3-83
27-1-67

27-4-103
27-2-71

27-3-101
27-3-101

27-1-77
27-2-149

27-3-71
27-1-58
27-3-71

27-2-116
27-4-51

27-2-149
27-2-133
27-2-116

27-3-47
27-3-47
27-3-92
27-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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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索引

關鍵詞索引
Keyword Index

（Vol. 27 No. 1~to No. 4）

Automatic contro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lternative remuneration
Aluminum composite material
Average Risk Index (ARI)
Blowtorch
Big data
Building ventilation
Concentration
Carbon Monoxide
Comparative Law
Collective bargaining
Cone calorimeter
Combustion method
Childrearing wome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Disputes
Design thinking
Domestic workers
Digitalization of union
Data-driven-innovation
Differential Scanning Calorimetry (DSC)
Employment
Employment patterns
Etching solution
Efficiency wage
Exterior wall cladding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s
Exposure assessment model

27-1-66
27-2-164
27-2-115
27-1-76

27-1-105
27-1-92

27-4-102
27-3-70

27-3-110
27-3-70

27-4-137
27-4-88
27-1-92
27-1-85
27-2-97

27-2-132
27-4-140
27-2-82

27-4-118
27-4-90
27-2-82
27-3-88

27-2-164
27-2-97
27-3-91

27-2-115
27-1-76
27-4-76

27-3-110

FDS

FIRES
Flexicurity
FDS version
Fire experiment
Fire safety
Friendly workplace
Fire Dynamic Simulator
Grenfell Tower
Gender inequality
Hospital accreditation
High-rise building
High-rise buildings
Hazards identification, Risk assessment
Income
Industrial injury
Immigration regulation
Illegal infringement prevention
Indoor sound source field simulation
Immigration control and refugee

Job redesign
Job Safety Analysis (JSA)
Japan's foreign blue-collar worker
Labour market
Labor inspection
Labor policy

27-1-57,
27-1-66,
27-1-76
27-1-66

27-4-118
27-1-85
27-1-66
27-1-57

27-2-148
27-1-85
27-1-76

27-2-115
27-2-132

27-1-76
27-1-57

27-1-105
27-2-115

27-4-40
27-4-118

27-4-76
27-3-82

27-2-196

27-2-148
27-1-105
27-2-196

27-2-82
27-4-102
27-4-102

recognition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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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索引

Middle-aged
Machine learning
Noise improvement
performance assessment
Noise reduction of improvement

Organic solvent
Occupational disease prevention
Occupational skin diseas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Operational Risk Management

Project management
Program planning
Parental leave allowance
Positive pressure ventilation
Public service innovation
Reporting
Risk factors
Raction kinetics
Reduced model
Reporting system
Sprinkle
Surveillance
Screw manufactur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andwich pressurization
Staircase pressurization

27-2-148
27-2-164

27-3-82

27-3-82

27-3-110
27-3-56

27-3-100
27-2-132
27-1-105

27-4-76
27-4-76
27-2-97
27-1-57
27-2-82
27-3-56

27-3-100
27-3-91
27-1-66

27-3-100
27-1-76
27-3-56
27-3-82

27-2-132
27-1-66
27-1-66

Smoke control simulation
Smoke inhibition strategy
Specified skilled worker
Saturated vapor pressure
Townhouse
Thermal analysis
Talent diversity
Transport model
Technology tools
Trade union
Tracer gas technique.
The Principles of Good Faith
The Principles of Jab Transfer
Three-state fire source
Technical intern training program
The controversy Issues over

Ventilation
Vocational training
Wood
Work autonomy
Working place
Worker solidarity
Working time
Wind-driven fires
Wind tunnel experiment
Young entrepreneurs and

27-1-66
27-1-66

27-2-196
27-3-110

27-1-85
27-3-91
27-2-82
27-3-70
27-4-88
27-4-88
27-3-70

27-4-137
27-4-137

27-1-85
27-2-196
27-4-137

27-1-66
27-2-164

27-1-92
27-2-115

27-4-40
27-4-88
27-4-40
27-1-57
27-3-70

27-2-148

Integration Tools (ORMIT)

programs

tetiress co-innvation

 the Power of Job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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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獎「中小企業特別獎」- 華熊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許榮宗 . 1
 
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獎「企業標竿獎」- 新力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許榮宗 9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國際標準分析 
黃奕孝 14 
 
臺灣離岸風力發電職業安全初探 
廖志豪 陳志祺 鄒子廉 27 
 
職安教育訓練VR的機會與挑戰 
劉國青 35 
 
2018年亞太職業安全衛生組織研討會 
張承明 42 
 

科普文章(Popular Science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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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FDS探討正壓通風對於風驅動高樓火災之消防效果 
易逸波 王子俞 劉怡君 
Using FD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Positive Pressure Ventilation for Fighting 
Wind-driven High-rise Fires 
Yet-Pole I, Tzu-Yu Wang, Yi-Chun Liu 47
 
以縮小模型探討建築物排氣煙控設置 
易逸波 林彥廣 湯景元 趙奕權 
Exploring the Building Exhaust Smoke Control Settings with a Reduced Model 
Yet-Pole I, Yan-Guang Lin, Jing-Yuan Tang, Yi-Quan Zhao 58
  
具有外牆覆材之高層建築物火災模擬及其消防對策 
易逸波 蔡博丞 洪瑜含 李翔誠 
Fire Simulation of the High-Rise Building with Exterior Wall Cladding and Its Fire 
Prevention Countermeasures 
Yet-Pole I, Bo-Cheng Tsai, Yu-Han Hung, Xiang-Cheng Li 67
 
FDS軟體對於透天厝火災模擬之差異性分析 
易逸波 張嘉成 鄭達鴻 
Variation Analysis of Townhouse Fire Simulations by FDS Software 
Yet-Pole I, Jia-Cheng Zhang, Da-Hong Zheng 77
 
木合板自燃現象之研究 
張慧蓓 林昕儀 黃馨平 何幸修 
The Study of Spontaneous Ignition of Plywood 
Hui-Pei Chang, Sin-Yi Lin, Shin-Ping Huang, Hsin-Hsiu Ho 86
 
應用ORMIT軟體評估酒精儲槽區裝卸及調和作業的風險 
許錦明 郭家宏 陳冠志 
The Application of JSA and ORMIT to Handling and Blending Operation for Alcohol 
Storage Tank 
Jing-Ming Hsu, Chia-Hung Kuo, Kuan-Jhih Chen 93

研究文章(Research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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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居家照護業的Airbnb ─ 優護平台股份有限公司 
許榮宗 4
 
全球創導智慧照護長照中心 ─ 臺灣受恩股份有限公司 
許榮宗 10
 
掌握勞動市場趨勢，預見未來脈動：2018亞太青年勞動力趨勢論壇紀實 
蔡岳霖 蔡禮宇 張李竹 徐雅媛 黃春長 15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公告修正四種物理性危害引起之職業疾病認定參考指引 
余政洋 21 
 
勞動部職業安全署修正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擴大保障勞工作業安全與健康 
陳永楠 23 
 
未來工作發展之趨勢轉變與因應 
張玉山 彭美嘉 李依靜 26
. 
歐美國家行政資料應用之經驗：兼談我國之展望 
劉錦添 37
 
勞動資料新價值，開創勞動政策新藍海 
黃春長 吳慧娜 50
 
運用機器學習演算法探討企業導入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之關鍵評核指標 
黃健哲  謝俊宏 黃春長 薛曉珊 蔡岳霖 59 
 
關於臺灣勞動市場調整之政策創新與策略遠見-應用設計思考方法最大化智慧

工作價值創造 
林志興 71
 

科普文章(Popular Science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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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兒婦女就業歷程初探 
王素彎 蔡依恬 連文榮 賴偉文 黃春長 陳麗萍 
Women’s Employment Patterns after Childbearing in Taiwan 
Su-Wan Wang, Yi-Tian Tsai, Wen-Jung Lien, Wei-Wen Lai, Chun-Chang Huang,  
Li-Ping Chen  83 
 
台灣地區工作自主性與收入關係之性別差異分析 
陳雅惠 
Analysis of Work Autonomy and Gender Income Gap in Taiwan 
Ya-Hui Chen 98 
 
台灣醫院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之職業安全衛生實踐和揭露 
汪秀玲 
Practice and Disclosur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s on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in Taiwan Hospitals 
Hsiu-Ling Wang 116 
 
中高齡及高齡者重返職場之探索 
馬財專 藍科正 吳啟新 林淑慧 林晉勗 黃春長 鄭淑芳 劉又升 陳威穎 
The Tsai-Chuan Ma, Ke-Jeng Lan, Chi-Hsin Wu, Shu-Huei Lin, Jin-Xu Lin,  
Chun-Chang Huang, Shu-Fang Zheng, Yu-Sheng Liu, Wei-Ying Chen 133
   
以人工智慧技術建構職業訓練課程推介模型研究 
黃春長 徐雅媛 黃維平 蔡禮宇 周鴻文 
A Study on AI Technology Applic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tional 
Vocational Training Program 
Chun-Chang Huang, Ya-Yuan Hsu, Wei-Ping Huang, Li-Yu Tsai,  
Hung-Wen Chou 149 
 
日本外國人勞動力政策與「特定技能制度」之建構：以2018年〈入管法〉之修正 
林良榮 蕭嫚琳 
Japanese Foreign Labor Polic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 Specified Skilled 
Worker System": Centered on the Revision of the 2018 Immigration Law 
Lian-Jung Ling, Man- Lin Hsiao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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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職業安全衛生法強化承攬管理機制 
楊正議 4 
 
修正職業災害勞工補助及核發辦法調高生活津貼及補助金額 
劉勳駿 6 
 
皮膚暴露評估管理模式之介紹與評估方法概述 
何雨芳 洪粕宸 王櫻芳 吳俊德 林獻章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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