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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報告

議長、副議長、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欣逢貴會第 13 屆第 1 次定期大會開議，香伶列席報告
本市勞工行政工作成果及未來施政重點，敬請指正。貴會給
予本局業務支持與督導，促使業務得以順利推展，謹代表本
局全體同仁向貴會敬致最高謝意。
壹、 前言
麥肯錫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107
年發布報告，改善性別不平等及增加女性勞動力為亞太區經
濟體經濟成長的重大推力。本局率全國之先公布「臺北市職
場性別平等指標」，作為協助企業推動性別平等工具，同時
也是亞洲第一個推出性別平等指標的城市。企業可以透過執
行指標，檢視企業內部各面向的性別平等意識，引導企業調
整與提升性別平等，有助於改變社會既存的性別刻板印象及
職場文化。
又本局自 105 年起推行「臺北職安卡@安康方案」，協
助營造事業單位與相關職業工會推展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因
考量小型企業安衛人員設置比例不高，且臺北市服務業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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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大宗分布於百貨、餐飲、商旅及各式工程，故 107 年起
規劃「老闆職安證」(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由雇主
接受職安教育訓練，取得專業證照，也可提升勞工安全意
識。
以下謹就本局 107 年下半年度各項工作成果與未來施政
重點報告，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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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107 年下半年重要施政成果

一、 已實施之創新措施
(一) 率全國先例發布「臺北市職場性別平等指標」
本局為規劃建構臺北市職場性別平等指標，於
107 年 6 月 7 日、7 月 18 日、10 月 2 日及 10 月 25
日邀集產學及工會代表召開 4 次研商會議。107 年 8
月 29 日及 9 月 20 日辦理 2 場次指標建構之企業說
明會，介紹「臺北市職場性別平等指標」內涵及企
業如何運作，並彙集企業意見，供後續諮商會議委
員參考。107 年 11 月 7 日及 15 日辦理兩場次臺北市
職場性別平等挑戰營，以實作方式帶領企業出席代
表，如何運用臺北市職場性別平等指標，進而擬定
可行之行動方案。107 年 12 月 17 日公布「臺北市職
場性別平等指標」，包含「推動性別平等之相關機
制」、「促進組織決策之性別平等」、「促進薪資
待遇性別平等」、「促進性別平等之教育與訓練、
「工作與家庭平衡」、「友善孕育措施」及「職場
安全之性平友善措施」等 7 大指標項目，從個人發
展到家庭，再擴及職場安全，乃至於決策，由微觀
而鉅視，將性別平等融入勞動價值與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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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試辦「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教育訓練」，深
化小型企業安全衛生防災觀念
近年來餐飲業發生多起使用瓦斯不當引起氣爆
之職業災害事故，均因為液化石油氣(俗稱桶裝瓦
斯)使用或更換操作不當所引起之傷害。相關職災發
生之基本原因皆係企業經營管理制度上缺失，亦無
相關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
為提升本市小型企業之職業安全衛生水準，本
局規 劃臺北市小 型企業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人 員培
訓，特別針對五種類型行業「即餐飲業、餐館業(瓦
斯串接場所)、桶裝瓦斯供應業、廣告招牌安裝業、
旅行社業」相關負責人或從業人員，辦理培訓丙種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教育訓練，強化其安全衛生
防災觀念。本計畫 107 度結訓人員共計 241 人，將
協助學員報考結訓測驗，以取得丙種職業安全衛生
業務主管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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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中小企業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教育訓練
(三) 透過與安全伙伴結盟及與公(工)會合作，建構區域
防災體系
1. 與台電公司推動工安區域聯防，並針對高危險作業
進行宣導：與台電公司及所屬 4 個區處(臺北市區
營業處、臺北北區營業處、輸變電工程處北區施工
處、台北供電區營運處)合作，每月辦理 1 次工安
區域聯防，共同查核及輔導施工承商，107 年度總
計 12 場。針對高危險作業，包含冷氣安裝作業及
纜線佈放作業，與事業單位進行合作宣導。107 年
7 月 13 日與品牌冷氣商台灣樂金(LG)合作，辦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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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冷氣維修人員職安宣導，計 39 人參訓。107
年 8 月 15 日與第四台業者-中嘉集團(長德、麗冠、
萬象)合作辦理 2 梯次纜線佈放承商職安宣導，計
116 人參訓。
2. 與公用天然氣事業單位續結安全伙伴，共同推動職
業安全衛生事項：為預防本市公用天然氣事業單位
於道路開挖、管線施作發生災害，自 107 年 7 月
27 日至 109 年 7 月 26 日期間，持續與大台北區瓦
斯股份有限公司、陽明山瓦斯股份有限公司、欣欣
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及欣湖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等
四家事業單位締結安全伙伴關係，以分享職業安全
衛生相關法令、交流施工安全先進知識、協助推動
職業安全衛生自主管理、修訂公用天然氣作業安全
標準及輔導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等，共同推廣職
業安全衛生工作。
3. 與台灣展覽會場業產業工會等單位建構安全合作體
系：107 年 3 月 28 日邀請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
協會、中華民國展覽暨會議商業同業公會、台灣展
覽會場業產業工會等單位，辦理「提升展場佈展施
工作業安全會議」。外貿協會依前述會議結論，於
107 年 9 月 28 日及 107 年 10 月 18 日邀請台灣展
覽會場業產業工會及 31 家裝潢商召開「展覽裝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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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事項溝通會」會議，除要求佈展廠商依照職安
法令規定進行展場佈展外，外貿協會同意延長每日
作業時間及研議施工廠商放置高空作業車之位置。
4. 與臺北市百貨業締結安全伙伴：與本市太平洋崇光
百貨股份有限公司、京站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新光
三越百貨股份有限公司及遠東百貨股份有限公司台
北分公司等 4 家百貨締結安全伙伴。透過結盟計
畫，107 年度共協助結盟伙伴辦理 1 小時護一生教
育訓練 9 場次，共 318 人參加；太平洋崇光百貨股
份有限公司另於 107 年 3 月 16 日召集合作伙伴辦
理 1 場「臺北市百貨業安全伙伴 107 年度研討
會」，會中各自分享職場安全衛生與健康自主管理
措施，希望藉由結盟讓百貨業者間互相學習成長，
進而建立更好的職業安全衛生文化。
(四) 首創「國際移工爭議案件專業協調人計畫」，強化
移工爭議案件溝通平台
為有效排解移工及雇主間之勞資爭議，縮短勞
資關係不穩固的期間，本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於 107
年 8 月實施「國際移工爭議案件專業協調人計
畫」，借鑑勞資爭議處理法之獨任調解人制度，由
律師擔任公正的第三方，提供專業法令知識及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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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協助移工與雇主進行勞資爭議協調，並定期
舉辦案例研討及課程，以增進協調人職能。本計畫
於 107 年 8 月開始執行，與 9 位律師合作，本年度
共召開 67 場次，協調成功率為 88%。

照片 2：林富豪律師主持協調會
(五) 首創「勞基法比一比~聽語障者勞動權益研習」，增
進聽語障者勞動法令相關知能
近兩年來，勞動基準法經歷重大的修訂，為使
身心障礙者也能充分了解法令變動，及對自身權益
的影響，特於 107 年 12 月針對聽語障者辦理 2 場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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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權益解析研習，以小型面對面的講座模式，並首
次以口說講師搭配完整的手語翻譯與聽打服務，以
三合一的方式對聽語障者說明職場的勞動權益，聽
語障者也提出他們在職場上遇到的勞動權益問題，
進行交流討論，提升他們對政策法令變動的了解。

照片 3：「勞基法比一比~聽語障者勞動權益研習」
(六) 辦理「銀向就業新挑戰」臺北國際論壇，並鼓勵銀
髮者再就業意願
本市就業服務處於 107 年 10 月 29 日至 10 月 30
日辦理「銀向就業新挑戰」臺北國際論壇，是國內
首次針對銀髮就業政策所舉辦之大型國際論壇，邀
請比利時、日本、韓國與新加坡 4 個國家共 7 位政
府官員，以及 NPO 法人代表與會；論壇議程進行 2
日，規劃「銀髮就業挑戰與政策分享」、「銀髮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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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展望」、「建構高齡就業友善職場」等 3 大議
題，總參與人次超過 600 人次，足見有關銀髮勞動
之議題已在高齡化社會中引發社會大眾之關注。
另本市就業服務處於 107 年 9 月 19 日完成修訂
「臺北市特定對象穩定就業補助辦法」，增列 66 歲
以上者為補助對象，並刪除原訂「已領取公教人員
保險養老給付或勞工保險老年或年金給付及已領取
軍公教人員退休俸、公營事業退休金或勞動基準法
規定之退休金等不予補助」之條款，鼓勵銀髮者就
業意願，回應本市銀髮就業政策方向。
(七) 增加弱勢青少年及毒癮者之就業機會，提升就業
技能及競爭力
1. 開創弱勢青少年企業合作方案：規劃弱勢青少年就
業服務方案，結合友善弱勢青少年企業如麥當勞提
供職缺，更結合本市就業服務處臺北青年職涯發展
中心辦理職涯探索課程，協助增加弱勢青年就業機
會，提升就業競爭力。
2. 建立毒癮個案中繼職場就業模式：本市就業服務處
與潤群協會向日農場機構建立毒癮個案中繼職場就
業服務合作關係，透過向日農場提供中繼就業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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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協助毒癮者強化社會適應及學習工作技能，以
順利銜接就業職場。
(八) 本市「大專青年學生暑期工讀計畫」首創電腦公開
抽籤填選志願機制，並調增工讀薪資
本市就業服務處於辦理本市「大專青年學生暑
期工讀計畫」網路報名，注入二項創新作為，一為
由原先人工抽籤模式首創電腦公開抽籤、二為在電
腦抽籤系統中加入了志願填選機制，讓制度的設計
除秉持「公平、公正、公開」理念外，也使學生可
以依志願序選擇自己的工讀機關，並在有興趣的機
關中所學結合發揮所長，並辦理職前講習，協助青
年學生了解自身相關權益及相關勞動規定。另配合
公務員調薪政策，今年暑期工讀生 45 日期滿薪資可
達 3 萬 4,995 元，且為學生加勞工保險及提撥勞工
退休金 6%，堪稱暑期值得信賴及兼具工作安全、待
遇優厚的工讀機會。
二、重要施政成果
(一) 促進勞資和諧、保障勞工權益
1. 本局於 107 年正式成立勞動權益中心，並透過空間
重新利用、服務 E 化等方式，縮短調解服務時程、
提升調解效益與擴大服務效能。107 年該中心已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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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勞資爭議共 1,406 件，佔 107 年總申請案件量
4,997 件之 28.13%，勞資爭議調解（受理至結案）
日數也自 30 日以上下降至 25.07 日，案件和解率
(含調解成立及自行和解撤案案件)則自 106 年之
61.56％上升至 61.73％。另外線上勞資爭議調解
申請案件計 796 件，佔 107 年總申請案件量之
15.92%，線上申請義務律師諮詢數量也達 210 人
次。
2. 深化勞資協商、輔導工會組織、推動團體協約：本
期輔導本市勞工成立 2 家職業工會、2 家企業工
會、2 家產業工會、1 家聯合組織、訪視工會 30
家；累計本市現有工會聯合組織 28 家、產業工會
62 家、職業工會 353 家、企業工會 188 家，共計
631 家工會；另本期新增 5 家事業單位與工會簽訂
團體協約，累積已締結家數共 105 家。
3. 勞動座談：
(1) 107 年度工會業務交流暨局長與工會有約活動：
於 107 年 8 月 2（四）、3（五）日，上、下午
共 4 場，假萬華大樓勞工教室辦理，8 月 2 日上
午計 87 人，8 月 2 日下午計 56 人，8 月 3 日上
午計 71 人，8 月 3 日下午計 53 人，共計 26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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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鄧副市長於 8 月 2 日及 8 月 3 日上午參
與座談，市長於 8 月 3 日下午參與座談。
(2) 107 年度本局 30 周年勞動政策交流暨市長與工
會領袖有約活動：於 107 年 8 月 22（三）下午
4 時至 9 時，假本市萬華區艋舺大道 101 號（格
萊天漾大飯店）辦理，計 87 位工會幹部與會，
市長於下午 5 時 50 分蒞臨參與座談，共計 10
個提案，已完成 9 案，1 案依進度執行中。
4. 建立穩定勞資關係：督促事業單位依勞動基準法第
70 條規定訂定工作規則，明確規範勞雇雙方權利
義務，以及協助事業單位依勞動基準法第 83 條規
定舉辦勞資會議，落實企業內勞工參與制度。本期
核備本市訂（修）定工作規則之事業單位計 1,906
家、設立勞資會議單位（含分支機構）累計
23,057 家。
5. 保障勞工退休金(舊制)權益：督促事業單位依勞動
基準法規定設立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並按
月提撥勞工退休金，截至 107 年 12 月底止，本市
設立勞 退金監督委員會 之事業單位 累計 38,044
家。
6. 本局於 107 年啟動強化勞資會議輔導計畫，針對本
市尚未依法成立勞資會議之事業單位分期進行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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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107 年度已陸續針對本市上市上櫃、僱用人
數超過 200 人、僱用人數超過 100 人至 200 人以及
107 年 1 至 9 月新設立且僱用超過 30 人以上之事
業單位發函催設成立勞資會議。經輔導後，事業單
位改善情形統計如下表：
表 1：勞資會議強化輔導執行統計表(107 年 1 月至 12 月）

輔導

完成設 未設立 設立比

家數

立家數

家數

例(%)

上市上櫃

283

283

0

100

超過 200 人

295

243

52

82.4

432

201

231

46.5

37

9

28

24.3

1,047

736

311

70.3

輔導對象

超過 100~200
人
107 年 1-9 月
新設立且僱用
30 人以上
合計
(二) 營造友善職場

1. 審議、諮詢及促進性別工作平等：107 年度計召開
4 次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共評議申訴案計 11 件
，11 件不成立；召開 7 次性別工作平等會，共評
議申訴案 32 件，12 件成立、20 件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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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育嬰留職停薪復職關懷及職場平權宣導：依據勞動
部訂定「育嬰留職停薪復職之協助措施實施計畫」
，本局主動關懷請假後準備復職之勞工，提供諮詢
、爭議協處或訴訟扶助等關懷措施，107 年度主動
發函關懷 7,893 人，另由本市就業服務處電話服務
中心逐一主動電話關懷並進行問卷訪問。此外，辦
理防制就業歧視暨性別工作平等之宣導會，107 年
度辦理 5 場次。
3. 致力守護工作場所零騷擾：為輔導事業單位落實職
場性騷擾防治義務，本局訂定「輔導事業單位落實
訂定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執
行計畫」，107 年度共輔導 533 家，訂定完成共
9,061 家事業單位。
4. 為積極協助企業解決設置托兒設施困難、協助企業
清楚法令規定，自 106 年起由本局擔任企業托兒單
一諮詢窗口，整合本府相關資源推動企業設立托兒
設施，於本局網站建置「輔導企業辦理托兒設施專
區」並同時置連結於市府「助你好孕升級版」網站
，提供設置托兒設施基本規格、諮詢服務申請表等
資料，隨時方便查詢如何設置托兒設施相關訊息。
5. 本局於 107 年 9 月 14 日辦理「107 年度企業設置
職工福利委員會及托兒設施(措施)、哺集乳室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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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會中邀請本府社會局及教育局，共同為企業
說明設置社區公共托育家園、托嬰中心及企業如何
興辦幼兒園之方式，宣導企業提供職場親職友善環
境，以落實性別工作平權。
(三) 推動職場保權，促成勞雇雙贏
1. 依據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第 11 條規定，本局針對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及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彙
送之本轄「事業單位相關預警通報名單」、媒體及
報載重大事件、勞動部臨時交辦案件、勞資爭議及
調解案之預警事業單位等組成專案小組，主動進行
立即性查訪(視)或發函給予行政指導及法令宣導。
2. 本期勞、健保局本轄預警名單共計 603 筆，均依規
定函請事業單位自行檢核及進行法令宣導，函查率
達 100％。
3. 經本局查核後繳款之勞保費為 6,634 萬 5,772 元、
事業單位 116 家次、受益勞工 11,275 人次；健保
費為 2,136 萬 1,397 元、事業單位 53 家次、受益
勞工 3,780 人次；工資墊償基金已合法繳納，計事
業單位 186 家次。
(四) 辦理青春專案計畫
1. 主動查察事業單位：針對打工族較多的行業(如速
食店、加油站、補習班、火鍋店、手搖杯店、咖啡
16

店、美式餐廳、大賣場、量販店及超商等)進行勞
動檢查，檢查家數計 129 家。
2. 前進校園求職防騙宣傳活動：結合「勞動好 YOUNG
前進高校」計畫，以及透過學校週會或結業式等相
關活動，宣導求職防騙，計辦理 37 場次。
3. 運用傳播媒體進行求職防騙宣導：透過多元媒體管
道進行宣導，包括：網路、辦公大樓電梯電視、報
紙、雜誌、捷運、廣播、公車候車亭、勞動臺北臉
書等媒體，進行宣導露出。
4. 實體宣導：配合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評鑑及訪查，赴
事業單位宣導求職防騙共 81 場次。另印製求職防
騙宣導海報 300 張及宣導摺頁 5 萬份，發放至 211
家本市公私立高中職、大專院校及私立就業服務機
構等相關單位。
(五) 推動臺北職安卡@安康方案
1. 為了加強勞工職場安全衛生，本局自 105 年度起推
行「臺北職安卡＠安康方案」，將所有在本市的工
地視為「單一」工地，並聯合營造事業單位及工會
等培育營造一般訓練之勞工，全面提升營造業基層
勞工基本工作職能與勞動作業安全意識，且於 106
年度擴大核定從事「廣告業從事各種戶外廣告之裝
置、修理、維護人員」、「營造業從事電纜鋪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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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及「藝術表演輔助業從事舞台布景及燈光搭設
人員」適用「臺北市政府勞動局推展營造作業一般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作業要點」範圍。
2. 鑑於 106 年來國內發生多起液化石油氣（俗稱瓦斯
桶）意外事故，經分析這些意外事故發生原因，主
要在於更換鋼瓶時操作不慎或是新手員工缺乏訓練
所致，造成超過 20 名死傷人數災害，本局在 106
年與本府消防局及相關同業公會等開會研議，並於
107 年 6 月 15 日將「臺北市液化石油氣販賣業者
及串接場所」行業納入適用職安卡，獲得臺北市液
化氣體燃料商業同業公會行動支持，並將共同合作
辦理「職安卡」教育訓練課程，加強液化石油氣販
賣及相關串接場業者所應具備之基礎學識、防災應
變能力及標準作業程序，以強化本市液化石油氣使
用安全。107 年共完成營造業一般安全衛生訓練共
361 場次，完成訓練合格人數為 14,446 人。
3. 本局於 107 年 7 月 30 日舉辦「城市職安衛政策-臺
北職安卡」座談會，邀請辦訓合作夥伴交流意見，
瞭解第一線營造事業單位、工(公)會組織對於未來
職安政策的建言。並於會中感謝及表揚中華民國勞
動災害防止協會及社團法人中華勞動學會，培育超
過 1 萬 5,000 位職安卡合格學員，另邀請辦訓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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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豐譽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徐明宏工地主任，其所
負責之工地勞工取得職安卡比例超過八成且達成零
職災成就，由賴香伶局長致贈柯文哲市長親筆簽名
工地安全帽，期許未來培育更多勞工取得職安卡，
持續為深耕勞工作業安全意識而努力。
(六) 加強勞動檢查，保障勞工權益與安全
1. 為督促雇主遵守勞動法令，並落實勞權保障、保障
勞工的職場權益，107 年全年度勞動條件檢查目標
場次為 9,400 場次，107 年 1 月 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 止 共 計 檢 查 12,676 場 次 ， 達 成 率 為
134.9%。
2. 配合勞動部、教育部及本府社會局計畫期程，實施
「指定適用勞動基準法例假等彈性放寬之行業專案
檢查」等 7 項專案檢查，合計檢查 2,201 家事業單
位。另自行規劃「臺北市市區客運業駕駛人員勞動
安全保護檢查計畫專案」等 5 項專案檢查，合計檢
查 283 家事業單位。107 年 6 月至 12 月共計執行
12 項專案，合計檢查 2,484 家事業單位。
3. 為降低公共工程職業災害，督促公共工程主辦單
位、監造單位及營造事業單位落實工作者安全，實
施「公共工程專案檢查」。本期共計檢查 1,100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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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次、2,807 場次、通知改善 742 項次、停工 38
項次及移送裁處 325 項次。
4. 為保障勞工發生職災時的基本補償，減少雇主與勞
工糾紛，特加強營造工地勞工保險檢查，督促廠商
依法替勞工投保勞工保險，如發現涉有違反者，函
請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依法處理，本期共計移送 45
家事業單位。
5. 落實防止液化石油氣高壓氣體類災害發生，特辦理
「臺北市液化石油氣高壓氣體跨局處專案檢查計
畫」聯合檢查，藉由各局處專業督導事業單位，落
實自主管理機制及自動檢查，提升公共安全。本期
「臺北市液化石油氣高壓氣體跨局處專案檢查」參
與單位除本市勞動檢查處外，包括本府消防局、產
業發展局、環境保護局、衛生局等單位派員會同執
行，至 11 月 5 日止執行完成。原規劃檢查場次為
52 家次，其中因 5 家實際已無營業，故實際有效
檢查場次共計檢查 47 家次，違反相關法令條款次
數共計 28 項次，有缺失場次數計 17 場次，有缺失
場次比例約佔總檢查家次量 36.2%。
6. 鼓勵本市公共工程及民間工程設置安全視訊監控系
統，落實事業單位自主管理稽查能力。總計 122 個
公共及民間工程工地設置勞安視訊監控系統，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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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本市勞動檢查處遠端監督檢查計 630 次、違反
次數 23 項次。
7. 為加強局限空間災害預防及缺氧作業安全，執行溫
泉飯店清槽作業、汙水處理槽、反應槽及儲槽（清
洗）、筏基防水等局限空間作業檢查，本期共計檢
查 193 場次，通知改善 40 項次，移送裁處 2 件
次。
8. 為落實勞工身心健康保護，特選定 200 人以上事業
單位及保全樓管業辦理「勞工健康管理專案計
畫」，以期提升本市職業衛生水準，促進職場勞工
身心健康，本期共計檢查 34 家，通知改善 48 項
次，移送裁處 6 件次。
9. 因應夏季氣候高溫，易發生職災危害，為積極預防
並建構安全舒適工作環境，自 107 年 5 月 28 日至
9 月 30 日啟動「戶外高氣溫作業勞動檢查」，107
年 7 月至 9 月共計檢查 1,748 場次。並透過宣導及
輔導等手段以督促企業主及工地管理人員重視並做
好高溫熱危害預防措施，避免職業災害的發生。
10. 為強化歲末及年初期間工作場所安全衛生管理，規
劃辦理「臺北市 108 年跨年暨春安期間加強勞動檢
查實施計畫」，第一階段自 107 年 12 月 24 日至
108 年 1 月 12 日止，進行本市跨年舞台搭設及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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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樓燈光、煙火施放之施工場所實施專案檢查，共
計檢查 26 場次；第二階段於農曆年節前後 108 年
1 月 15 日至 108 年 2 月 20 日止，針對本市營造工
程、危險性作業之施工場所、賣場、餐廳及有害物
接觸等工作場所實施檢查，合計檢查 1,141 場次。
11. 落實「臺北市輕質屋頂與施工架及吊籠作業通報自
治條例」通報管理與監督檢查，107 年度輕質屋頂
通報數為 9 件，監督檢查量 9 件，執行率 100%，
未通報違規量 2 件；施工架通報數 323 件，監督檢
查量 192 件，執行率 59%，未通報違規量 35 件；
吊籠通報數 2,286 件，監督檢查量 298 件，執行率
13%，未通報違規量 8 件。
12. 鎖定本市聯營公車業者進行勞動檢查專案：有鑑於
公車司機因疲勞駕駛造成嚴重交通事故，自 107 年
7 月起特地針對本市聯營公車業者共 12 家，進行
勞動檢查專案。首先，邀請相關公車企業工會，進
行座談會議，以雙向式溝通，了解聯營公車司機勞
動條件現況與違法問題。再者，針對常見超時、未
給予休假等違法項目，向本市公車業者進行全面性
勞動檢查。並要求違法事業單位進行自主檢核，且
就違法事項擬訂改善計畫，將於次年進行複查，希
望提升公車業者對於勞動條件之改善程度與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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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規劃司機排班時間與休息，減少疲勞駕駛導致
重大交通事故之隱憂。
13. 配合勞動部及其他機關規劃各項專案檢查，實施
「指定適用勞動基準法例假等彈性放寬之行業勞動
條件專案檢查」等 14 項專案檢查，合計檢查 233
家事業單位。另自行規劃「性別友善職場勞動條件
專案檢查」等 2 項專案檢查，合計檢查 101 家事業
單位。本期共計執行 16 項專案，合計檢查 334 家
事業單位。
14. 藉由新興科技的發展，配合運用臺北市道路管線暨
資訊中心建構之即時監控機制，自 105 年 4 月 20
日起由勞動檢查員進駐道管中心，透過施工即時影
像及進駐之管線機關（構）協同作業機制，協助管
線機關（構）人員督促承包商作好工地安全衛生管
理。本期共計進駐 27 日，監督工地 296 場次，發
現 51 項缺失。
15. 107 年 8 月 21 日至 8 月 22 日配合交通部觀光局及
其他建管、消防、衛生部門，抽檢轄內 6 家國際觀
光旅館(晶華、鼎鼎、福華、宜華、國王、華泰)，
其中 3 家有缺失，違法率 50％。
(七) 強化職安衛防災意識與勞動權益宣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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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市工作型態以服務業為主，常有勞工遭受顧客霸
凌事件頻傳，惟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至今已逾四
年，仍有許多事業單位未了解相關規定，為此本局
制定勞工身心健康保護 5 年實施計畫（自 107 年 1
月 10 日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止），輔導本市勞工
人數 100 人以上之事業單位（共 2,040 家）完成訂
定勞工身心健康保護之「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
「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及「執行職務
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以落實事業單位保障勞
工身心健康之責任。107 年下半年度先以事業單位
勞工人數 1,000 人以上(共 195 家)進行調查，107
年 12 月底前計有 162 家回復，經審其計畫，151
家合格，不合格通知改善者計 11 家，另有 33 家事
業單位因仍在規劃中尚未回復，本局將持續輔導事
業單位落實身心健康保護相關措施。
2. 針對營造工地人力派遣勞工加強宣導：針對本市列
管從事營造作業人力派遣之 156 家點工公司，遵照
本市勞動檢查處 107 年 6 月 21 日「營造工地人力
派遣勞工加強落實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座談會」
決議，於 8 月 22 日、27 日及 9 月 12 日辦理 3 場
次營造業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提供點工參訓。
本市勞動檢查處網站上放置營造業安全衛生工作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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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範例供參考，人力派遣公司等各事業單位可依其
工作內容及性質加以修正訂定適合其工作所需工作
守則，以利確實執行。
3. 召開大專校院安全衛生及化學品管理座談會：107
年 11 月 5 日發生學校實驗室氣體外洩事件，造成
校內師生及社會恐慌，為避免爾後發生類似情況，
本市勞動檢查處於 12 月 20 日辦理「大專校院安全
衛生及化學品管理座談會」，會中就職業安全衛生
及化學品管理議題進行會談與經驗分享，本市 22
所大專校院、教育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及本局計
42 人參與。
4. 推動「臺北市 107 年中小企業工作環境輔導改善計
畫」：鑑於中小企業因人力、物力等較缺乏，安全
衛生知識薄弱，雇主較易忽略防災工作，107 年賡
續辦理「臺北市 107 年中小企業工作環境輔導改善
計畫」，成立職業安全衛生輔導團，協助推動本市
轄內中小型之營造業(新建與裝修工程)及一般行業
(餐館業)安全衛生宣導、輔導及相關活動事項，透
過輔導團隊至各廠場提供專業輔導，協助中小企
業、自營工作者改善工作環境。107 年度總計營造
業輔導 490 場次；一般行業輔導 490 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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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4：臨場輔導情形
5. 107 年 8 月配合教育部學校安全衛生輔導工作分區
推展計畫-第一階段輔導，針對轄內台科大、東
吳、大同、德明、陽明等 5 家大專院校，與外部專
家進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建置臨場輔導。
6. 於 107 年 10 至 12 月份篩選 1 家「保全業」、「餐
館業」、「短期住宿服務業」，辦理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系統專家臨場輔導，由本市勞檢處另聘專家，
臨場針對個別事業單位特性、輔導業者建置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系統，每家專家臨場輔導 5 場，總計
15 場，有效提升業者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之運作。
7. 辦理「107 年度就業安定基金獎勵補助-批發零售
業預防捲夾災害宣導輔導計畫」，篩選轄內傳統市
場設有攪拌機、製麵機、切片機、絞肉機等捲夾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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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機具之攤商，委由外部輔導員進行臨場輔導及發
送預防捲夾文宣計 600 場。
8. 辦理勞動權益訪視團：為督促業者重視勞工權益，
107 年訪視 6 家事業單位如下：(1) 5 月 23 日訪視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臺北營業
處。(2)6 月 21 日訪視三商家購股份有限公司。
(3) 9 月 12 日訪視安心食品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4) 10 月 23 日訪視豐隆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5)11 月 14 日訪視中興大業巴士股份有限公司。
(6)12 月 13 日訪視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藉由
與事業單位高階主管座談以宣導勞動法令，透過
勞、資、政及專家學者等共同召開會議，協助事業
單位實施勞動條件自主稽核管理。

照片 5：勞動權益訪視團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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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製作職業安全衛生數位教材：為促進本市事業單位
依法辦理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事宜，推廣工作者
安全衛生相關措施之重要性，製作 2 部高趣味性之
「職業安全衛生數位教材」，強化宣導職業安全衛
生相關知識，提升工作者作業危害辨識能力。「讓
愛流通」微電影與「工地便當爭奪戰」短片置於
YouTube 平臺播放，累計觀看次數破 6 萬人次。
(八) 提供專業化多元勞動教育及輔導
1. 因應勞動基準法 107 年 3 月 1 日修正公布，為加強
宣導事業單位法遵概念，本局「勞動事務學院」於
上半年度辦理 20 場次「勞基法修法課程」及 7 場
次「勞資會議規範與實務課程」，同時為加強勞資
協商能力，開設「勞資協商法令與實務座談會」及
「勞資會議系列課程」專班共 3 場次；另下半年為
拓展勞工朋友學習範疇，持續開辦勞動法規與實務
運作系列課程 21 場次，全年參訓人數共計 5,542
人。
2. 為充實本市企業勞工勞動權益知識及促進勞資雙方
建立互信基礎，使勞工與企業主皆能於職場輕鬆學
習勞動法令，本局辦理「赴事業單位辦理勞動教育
課程實施計畫」，規劃「勞動條件及勞資關係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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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性別主流化」、「職場安全維護」及「職
場防過勞 worksmart」等 4 大主題，由事業單位依
照其需求，向本局提出申請，再由本局邀請勞動領
域專家學者親至事業單位講授課程，本年度共辦理
64 場次，參訓人數計 3,038 人次。
3. 本局每年編列經費補助工會及人民團體辦理勞動教
育相關課程，107 年度因應勞動基準法再度修正，
本局於補助重點課程新增「勞資關係系列課程」、
「勞資會議法令與實務」等課程內容，加強勞工朋
友對法令之瞭解，掌握自身勞動權益，並促進勞資
關係之和諧。全年度共辦理 369 場次，受益人數為
23,041 人。
4. 因應新型態的網路社群媒體發展趨勢，107 年度委
託製作 10 門線上直播節目，將重要勞動議題透過
本局「勞動臺北」臉書粉絲專頁與勞工朋友即時溝
通，規劃 8 門勞動案例法令解析、2 門針對勞工朋
友關注勞動熱門時事或探討勞動議題書籍等為主題
進行直播，每門主題直播 50 分鐘，邀請勞動法專
家針對各項與民眾勞動權益息息相關的勞動議題進
行時事案例分享，期透過時事，讓勞工朋友公餘在
家或於任何場域輕鬆瞭解自身勞動權益、提升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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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觀看人數合計達 5 萬 4,150 人次，觸及人數
達 17 萬 6,627 人。
5. 為使勞動法令更具可親性，本局自製「勞工別太累
Break-time Learning」線上節目，自 107 年 5 月
起每月第 2、4 週的週四中午 12:30，透過事先錄
製或直播方式於勞動臺北粉絲專頁播出，藉由民眾
喜愛的影音方式，由各科科長及同仁講解最新勞動
新聞解析及勞動法令知識等，讓民眾可更輕易瞭解
勞動法令。107 年共製作 16 支影片，累積觸及人
數達 8 萬 8,215 人
6. 「勞動教育 校園扎根推廣實施計畫」經 105 年 9
月市政會議通過後實施，鼓勵本市各高中職公民社
會科教師於課堂上採本局編製之勞動權益教案進行
教學，迄今共 44 所高中職、累計 63 名教師配合辦
理，累計實施班數 431 班、約 14,244 名學生受
益。
7. 為使本市公私立高級職業學校、高中附設職業類科
與綜合高中之學生提早認識勞動法令、了解自身勞
動權益，本局與本府教育局合作辦理「勞動好
YOUNG 前進高校」勞動權益宣導講座，由勞動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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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親赴校園講授勞動相關議題，全年度共辦理
33 場次，受益人數達 6,805 人。
8. 於 107 年 12 月 17 日辦理「落實職場性別平等-啟
動企業新價值」勞動論壇，因應本局邀請專家學
者、工會及企業共同建構「臺北市職場性別平等指
標」，鼓勵企業成為性別平等友善職場，提供安全
和諧的優質工作環境、平衡員工工作與家庭生活，
讓員工與企業共創經濟社會價值，本次論壇參加人
數計 109 人。
9. 有鑑於勞動法令近年已有重大變革，為增進本府原
住民族員工對勞動法令之瞭解暨促進原住民族福
利，本局於 107 年 10 月 3 日及 10 月 8 日辦理 2 場
次「原住民族勞動法令宣導會」，邀請專家學者講
授與本府原住民員工切身相關之勞動暨福利相關法
令措施，2 場次宣導會受益人數合計 355 人。
10. 因應勞動基準法修法部分條文修正，所訂勞動條件
需經由工會參與勞資會議同意，影響勞工權益甚
鉅。考量職業工會與其會務人員亦為勞資關係的特
殊性，以強化工會召開勞資會議所需知能、了解自
身於勞資會議中所扮演的角色，藉此增進勞資雙方
的溝通，特於 107 年 10 月 23 日及 11 月 9 日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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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場次「職業工會勞資會議規範與實務專班」，參
訓人數共 104 人。
11. 為協助無一定雇主之勞工及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
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能獲知相關工作職能及
勞動安全意識，降低職業災害發生、保障勞工生命
安全，與本市營造相關工會組織合作開辦 5 場次
「北職安卡-無一定雇主勞工教育訓練課程」，參
訓人數共 258 人。
12. 本局於 107 年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2 日與本市各社
區大學現代公民素養課程推廣週合作辦理「青銀職
場元氣講座」，分別安排「長照的天使。守護生命
的光輝」及「職場紓壓術，給您健康好活力」2 類
主題，期望藉由深植「社區」的方式，協助市民朋
友提升自我身心照顧能力，樂在工作且健康生活，
本期共辦理 7 場次講座，受益人數達 189 人。
13. 2018「臺北勞工影展」以產業民主及合作經濟為主
軸，鎖定分配及權力等課題，以「換民主進入公
司」為影展主題，分為《我們一起分大餅》、《打
破金蛋神話》、《被劃掉的工人》及《看不見的職
災》四大單元，於 107 年 10 月 20 日至 28 日於光
點華山電影院及國家電影中心辦理，共放映自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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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比利時、美國、加拿大、澳門、英國、日本及
臺灣計 15 部國內外影片達 20 場次；其中 15 場次
另有映後座談，讓參與民眾與實務經驗者、學者、
專家深入對話。其中又以在光點華山放映的臺灣首
映開幕片《工人搞公司》、臺灣影片《二十分》、
《高山上的茶園》，以及特色影片《向下沉淪》、
《貧窮股份有限公司》及《黑腥企業》等反應最熱
烈。加上與 SOSreader(方格子)合作的 2 場暖身放
映及 7 場於輔大、政大、台大、北科大及陽明等大
學辦理之校園放映場次，總計放映 29 場次、1,858
人參加。
14. 「2018 勞動金像獎影片徵選競賽」共有 69 部影片
參賽，53 部影片進入決審，於 11 月 21 日(星期
三)假三創生活園區 5 樓 Clapper Theater 舉辦頒
獎典禮，由記錄遠洋漁工勞動現場的《水路-遠洋
紀行》奪下首獎 30 萬元獎金，呈現臺灣重大工傷
汙染事件的《打開社會事件 S 檔案：遲來的正義RCA 事件》得到貳獎 10 萬元，優選由《工廠之外女性勞工的心內話》、《森林護衛隊》、《賽末
點》及《闖蕩》4 部片獲得，並分別獲得獎金 5 萬
元，除首獎影片於頒獎典禮放映外，另有規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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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場臺北市圖書館聯合放映會及 5 場工會及校園放
映，總計 12 場次放映、462 人參與。
15. 2018 勞動紀錄片《宅配人生-任我行》，係以物流
業產業為主題，紀錄三位物流業司機的勞動故事及
工作樣貌，藉由影片真實呈現物流司機的勞動現場
及積極正向的工作態度。影片內容輔以企業對職場
安全之重視與具體措施，彰顯工作環境重視「職場
安全衛生」及凸顯「職業尊嚴」之重要性，進而探
討維護勞動權益之議題，呈現物流業的勞動特色。
本案於 107 年 12 月 7 日假三創生活園區辦理紀錄
片首映會及座談，參加人數計 100 人，媒體露出合
計 23 則，本片將規劃於 108 年與臺北市立圖書館
辦理聯合放映會，以及連結本局官網勞動影音專
區，提供勞動紀錄片供市民朋友免費觀賞。
(九) 辦理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
107 年 6 月至 12 月共計補助 90 個失業家庭、
協助 99 名子女、補助金額 200 萬元整。失業勞工子
女就學補助自 97 年開辦至 107 年 12 月止，累計協
助 2,608 個失業家庭，共補助 3,352 名學生，累計
補助金額 4,415 萬 3,62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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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統計表(97 年至 107 年 12 月）

補助人數

項目 核定
年度

補助金額

件數

高中

大專

小計

（元）

97

113

66

89

155

1,039,000

98

685

475

453

928

6,558,000

99

252

154

190

344

2,532,000

100

278

121

231

352

4,515,305

101

232

80

207

287

4,957,775

102

172

70

151

221

3,680,273

103

168

47

168

215

3,914,646

104

175

40

185

225

4,141,315

105

172

23

178

201

3,933,572

106

185

11

211

222

4,697,405

107

176

14

188

202

4,184,331

合計

2,608 1,101 2,251 3,352 44,153,622

(十) 落實勞健保保險費補助爭議款還款計畫
1. 為解決勞健保保險費補助爭議款，針對 99 年暨以
前年度爭議款，本局於 98 年向中央提具還款計
畫，依 1 月 8 日市長裁示朝依法行政方向辦理，

35

99 暨以前年度勞健保爭議款總計為 821 億 6,886
萬 977 元，截至 107 年 6 月底止，已攤撥 821 億
6,886 萬 977 元，業已全部執行完畢，還款比例
100%。
2. 100 年以後勞健保爭議款及其健保利息於 102 年 4
月 9 日及 104 年 1 月 27 日向中央提具還款計畫，
自 104 年至 108 年分年攤撥，爭議款本金由中央協
助半數，健保爭議款利息由本府全額負擔。100 年
以後勞健保爭議款總計 154 億 6,552 萬 6,535 元，
截至 107 年 6 月底止，已攤撥 154 億 6,552 萬
6,535 元，還款比例 100%，業已全部執行完畢。
3. 截至 107 年 6 月底止，勞健保爭議款總計 976 億
3,438 萬 7,512 元（勞保 405 億 5,350 萬 1,592
元、健保 539 億 1,831 萬 2,911 元、健保利息 31
億 6,257 萬 3,009 元），已全部攤撥完畢，還款比
例 100%。
(十一) 策進就業政策與提升就業媒合效能
1. 落實促進原住民就業自治條例，本府各機關應進用
原住民人數 107 年 12 月為 267 人，已進用 551 人
（含本府義務機關超額進用及非義務機關進用共計
284 人），進用比例為 20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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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協助本市市民或本市居留之外籍或大陸籍配偶，
於參加本府社會局、本市職能發展學院或本市就業
服務處辦理之職業訓練或就業服務期間，針對家中
有長者、幼童有照護需求者，依「臺北市政府辦理
職業訓練及就業服務期間照護補助辦法」提供補
助，本期共補助 32 人次，補助金額為 55 萬 9,221
元。
3. 提升就業媒合效能：本市就業服務處依照求職者工
作意願、興趣及能力與事業單位求才資格條件進行
媒合，推介求職者適切之工作機會，詳如表 3。
表 3：就業服務成果統計表（107 年 7 月至 12 月）

項目

數量

求職人數

31,072

求才人數

59,441

就業人數

16,330

求才僱用人數

43,749

求職就業率

52.56%

求才利用率

7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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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精進辦理就業甄選
(1) 接受本府各機關委託辦理約聘僱人員暨專案技
工、工友及公立幼兒園契約人員公開甄選，本
期計辦理約聘僱人員甄試 6 場，參與甄試人員
計 2,036 人(報名人數)，錄取人數 531 人(正取
333 人，備取 198 人)。
(2) 接受本府教育局委託辦理約聘學務創新人力，
報名人數計 70 人，錄取人數 32 人(正取 8 人，
備取 24 人)。
5. 落實「在地型就業服務」：結合本市各行政區公、
民營資源、建構社區就業服務網絡，主動發掘求職
者及追蹤長期失業者、提供就業資訊、協助就業媒
合。本期發掘社區中求職者 4,420 人，協助求職個
案輔導就業成功 2,557 人次，協助求職個案穩定就
業 3 個月 955 人，提供求職個案工作機會 12,655
人次，對轄區學校、社福團體或里辦公處辦理就業
宣導駐點服務 408 次，拜訪轄區內商圈店家開發
5,656 個工作機會。
6. 深化特定對象就業服務
(1) 運用「個案管理服務模式」，透過個案管理員提
供專業化、深度化就業服務，針對中高齡、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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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負擔家計者等特定對象之需求，提供職業介
紹、職業訓練諮詢及推介、深度就業諮詢、職
業心理測驗、就業促進研習活動等，協助其適
性就業，詳如表 4。
表 4：特定對象就業服務統計表（107 年 7 月至 12 月）

項目

數量

開案量（人次）

3,496

職業心理測驗（人次）

401

一般就業諮詢（人次）

4,661

深度就業諮詢（人次）

303

推介職業訓練人數

844

求職推介人次

8,403

就業人數

2,150

(2) 辦理經濟型遊民就業輔導：特置就業輔導員專
責輔導遊民就業服務、陪同面試、輔導就業及
就業機會開發等工作，本期求職人數 223 人、
推介面試 612 人次、就業人數 115 人。
(3) 積極辦理新移民就業輔導：訂定「新移民（外
籍與大陸地區配偶）就業輔導實施計畫」，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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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人力以個案管理服務模式，積極輔導新移
民就業，詳如表 5。
表 5：新移民就業服務統計表（107 年 7 月至 12 月）

類別

外籍

大陸

項目

配偶

配偶

求職人數

264

262

526

開案數（人）

78

78

156

推介人次

507

453

960

就業人數

88

73

161

場次

1

2

3

人數

30

68

98

就業研習班

合計

(4) 推動特定對象大專院校學生暑期工讀：為協助
特定對象因失業而影響在學子女就學權益，推
動特定對象大專院校學生暑期工讀，藉此培養
學生未來面對就業時應有之正確態度，並建立
正確職業觀念，協助青年於就學時期擁有職場
經驗。今年配合公務員調薪政策，月薪調高
3%，暑期工讀 45 日期滿薪資可達 3 萬 4,995
元，且幫學生加勞工保險及提撥勞工退休金
6%，勞動條件堪稱是暑期值得信賴兼具工作安
全、待遇優厚的工讀機會。另工讀報到第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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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職前講習，亦協助青年學生了解自身相關
權益及相關勞動規定，更開始體驗今年首創依
自己興趣選填工讀志願後的工讀旅程。
(5) 為協助中高齡者與高齡者解決職場中工作、環
境以及肢體上所遭遇的困難，自 104 年 6 月起
依「推動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計畫」推動執
行，進行改善工作設備或機具、職場工作環境
及工作條件，提供就業輔具及調整工作方法之
措施，使中高齡者與高齡者得以減低職場中的
障礙，提升產能。本期核定 14 家事業單位 106
名個案（其中中高齡者 105 名、高齡者 1 名），
核定 40 萬 6,598 元整。
7. 台北人力銀行各項優質服務：台北人力銀行每年定
期辦理大型就業博覽會，提供薪資透明有保障的優
質職缺，並不定期舉辦專案徵才活動，提供求職求
才者面對面的溝通機會。台北人力銀行網站上定期
更新職場新訊、免費充電課程及勞動市場脈動等資
訊，提供科技園區企業人力招募服務，市民也可以
透過虛實整合的服務管道，輕鬆瀏覽最新科技業職
缺，詳如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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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台北人力銀行服務統計表（107 年 7 月至 12 月）

項目

數量

瀏覽人次

4,995,250 人次

新增廠商家數

3,086 家

新增工作機會

66,072 個

新增求職履歷人數

29,365 人

8. 掌握失業勞工動態：依據雇主資遣通報名冊，通知
當事人，透過舉辦就業資源說明會，提供就業服務
資訊，推介參加職業訓練、協助辦理失業認定領取
失業給付或進入個案管理提供就業服務等措施，提
供各項協助，詳如表 7。
表 7：失業認定服務情形統計表（107 年 7 月至 12 月）

項目

數量

受理申請人數

8,646 人

失業認定人數

8,692 人

失業再認定人次

29,689 人次

協助就業人數

3,885 人

推介參加職業訓練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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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5 人

9. 辦理多元現場徵才活動
(1) 台北人力銀行於 107 年 8 月 18 日 10 時 30 分至
16 時，假花博爭艷館辦理，「青銀總動員」就業
博覽會，共 135 家廠商，862 種職類，5,433 個工
作機會，當日共 4,024 人面試，初媒 1,838 人，
媒合率 45.7%。

照片 6：8 月 18 日「青銀總動員」就業博覽會
(2) 台北人力銀行於 107 年 12 月 1 日 10 時 30 分至
16 時，假臺北市政府中庭，辦理「One More
Chance 中高齡就業」博覽會，共 46 家廠商，
274 種職類，1,804 個工作機會。活動當天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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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1 人 次 面 試， 初 媒 1,898 人 次 ， 媒 合 率
59.1%。

照片 7：12 月 1 日「One More Chance 中高齡就業」
博覽會
10. 持續辦理「臺北青年職涯發展中心」，協助青年職
涯定錨與發展：為協助青年就業，「臺北青年職涯
發展中心」(Taipei Youth Salon，簡稱 TYS)，提
供「職涯發展評估」、「職場體驗實習」、「職涯成長
支持」、「求職服務」、「創業發想平臺」五項服務，
協助青年釐清職涯方向，職涯定錨，增加職場經
驗，累積工作資歷，強化求職競爭力，提升求職成
功率，進而降低失業率。TYS 本期共服務 24,576
名青年。提供青年適性測驗、職涯諮詢及求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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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2,231 人；與各級學校及社福團體辦理職涯探索
及求職演練活動、並辦理職涯成長講座計 72 場，
參加人數計 3,186 人；職場體驗實習提供線上及實
體媒合服務共計 16,997 人；其中與中租青年展望
基金會合作舉辦三日「職涯旅人探索營」，邀請 21
至 25 歲在學青年與職涯專家一起探索自我特質、
求職技巧、時間管理及人際溝通，協助青年學子清
晰職涯，放眼未來，系列活動共計 55 人參加。另
提供創業青年諮詢及免費空間使用之其他服務計
2,162 人。
11. 辦理 107 年度就業與僱用意向調查：本市就業服務
處自 101 年度起即持續針對本市應屆畢業生及各行
業辦理就業及僱用意向等 2 項調查。107 年度之就
業與僱用意向調查案係針對本市 106 學年度大學院
校應屆畢業生及登記於本市之工商事業單位，分別
進行「就業意向」及「新進人員及未來僱用意向」
之調查。本案已於 4 月底完成「就業意向」及「新
進人員及未來僱用意向」問卷前測及其分析報告，
5 月到 7 月進行「就業意向」及「新進人員及未來
僱用意向」正式調查；全案已於 11 月 30 日辦理完
竣，研究結果將公開於本市就業服務處網站，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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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掌握本市人力供需等就業市場資訊，以期降低求
職、求才者間之資訊落差，進而促進就業，另做為
本市就業服務處辦理就業服務之參考。
(十二) 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
1. 積極開拓企業職缺，創造身心障礙者就業機會：為
開發身障者就業機會，除主動訪視企業單位，宣導
支持身障者就業措施外，更透過獎勵僱用及職務再
設計服務，持續提升義務機關（構）僱用意願，期
透過實質服務及推動企業重視進用身心障礙者之社
會責任，多方面開發僱用身心障礙者工作機會。截
至 107 年 12 月底止 ，本市義務機 關（構）計
4,108 家 ， 其 中 達 到 足 額 進 用 與 超 額 進 用 者 計
3,314 家，佔 80.67%，本市應進用人數計 1 萬
7,317 人，加權重度(1 人以 2 人計算)之進用人數
計 2 萬 5,764 人（實際進用人數計 2 萬 3,571
人），加權後進用率達 148.78%。
2. 辦理職業重建與求職求才服務：截至 107 年 12 月
底止累計職業重建服務人數計 1,797 人、支持性就
業服務個案數計 1,033 人，媒合計 847 人次，推介
就業計 559 人次；另為扭轉雇主對身心障礙者刻板
印象，近 2 年在本局積極努力介入輔導下，雇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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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願意嘗試進用身心障礙員工，截至 107 年 12 月
底止開發雇主求才機會共計 127 筆。
3. 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專班：截至 107 年 12 月底開
辦 10 個班，招收 139 名參訓者，課程包括 106 年
度視障丙級按摩技術士訓練班、資訊輔具及多元技
能應用培訓班、美容美髮從業人員培訓班、107 年
度視障乙級按摩技術證照訓練班、按摩技巧臨床運
用班及藝術表演人員訓練班等。
4. 建置完善職災勞工服務體系：提供職災勞工個案主
動服務，由專職辦理職業災害勞工個案管理員提供
包含經濟、法律權益、就業、福利資源連結轉介等
協助。107 年 7 月至 12 月共提供個案服務（含電
訪、家訪、機構晤談、問卷訪查等）計 1,386 人
次，另於職業安全衛生、職業病預防等教育訓練課
程、就業博覽會、「國家防災日」防災教育宣導活
動等課程或活動共進行 5 場次職業安全與服務之宣
導，共計宣導 837 人次。為提升服務網絡合作效
益，邀請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臺北市政府
社會局、教育局、衛生局、職業傷病防治中心、職
業重建服務人員、各縣市職業災害勞工個案管理員
或主管、工會等，召開「107 年度臺北市職災勞工
個案主動服務計畫聯繫會報暨個案研討會」，就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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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災害勞工面臨就醫、經濟及家庭成員心理調適等
議題進行交流。
5. 辦理 my job my voice「107 年度臺北市身心障礙
者就業政策公民參與活動」: 為廣泛接納各界公民
意見與想法，並以身障者自身觀點出發，透過身障
者發聲，表達自己對於身障就業的建議，讓身障者
能實際參與就業政策規劃，特辦理公民咖啡館活
動，鼓勵各障別的身心障礙者分享，針對就業相關
的需求或議題，表達其看法，107 年共辦理 4 場
次、計有 64 位身心障礙者參與。
6. 辦理身心障礙者培力活動：依障礙特性規劃符合該
類型障礙者需求或辦理多元性質之活動，107 年下
半年舉辦「身心障礙者職場及情感支持」、「障礙
青年與銀行人資面對面」、「視障青年談就業」及
「聽障勞動法令」等座談會及講座，讓障礙者有更
多吸收新知及社會參與的機會。
7. 勞 動 易 讀 手 冊 印 製 : 落 實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公 約
(CRPD)精神，辦理勞動易讀工作坊，期讓勞動教育
向下紮根，透過工作坊型式，在易讀專家、勞動法
令專家與身心障礙者共同參與下，完成製作第一冊
勞動易讀手冊「我要上班了」，並提交至歐洲
Inclusion Europe 組織，顯示本市為推動身心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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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為之積極作為。另針對勞動易讀手冊特委託臺北
市立大安高工製作教案，撰寫合適的教案，並以簡
報的方式，製作教學教材教案，期使實務工作者如
就服員、職管員能順利地利用易讀讀本。
8. 推動庇護性就業，庇護工場家數居全國之冠：本市
共設立 14 處公設庇護工場、29 家私立庇護工場，
立案家數居全國之冠，107 年度提供 568 個庇護性
就業機會。另為增進本市庇護工場能見度及提高營
業額，持續辦理「臺北市政府各級機關採購庇護工
場暨社會企業產品競賽活動計畫」，107 年度各機
關採購本市庇護工場暨社會企業總採購金額合計
5,224 萬 3,105 元。
(十三) 貫徹法律保障、人道關懷之外勞政策
1. 移工諮詢服務：提供遭遇臨時緊急事故之受難移工
收容與諮詢服務，庇護安置 105 人次，諮詢服務
3,956 件，勞資爭議協處 69 件，辦理雇主與移工
提前終止契約驗證計 2,115 件。
2. 辦理外勞入國訪視及各項關懷與文化活動，促進融
和：
(1) 為管理外勞就業狀況，於外勞入境安置就業即
受理外國人入國通報，截至 107 年 12 月底止共
計 1 萬 8,622 件；另為協助外勞適應工作，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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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入國訪視，對雇主宣導相關法令，截至 107
年 12 月底止共計 1 萬 8,334 件；私立就業服務
機構訪查件數 487 件。
(2) 107 年 7 月 8 日、10 月 28 日及 12 月 9 日假臺
北車站西一門至北三門站內空間，辦理「愛灑
人間-外籍勞工健康關懷」活動，提供免費簡易
健康檢查、衛教宣導與諮詢、法令諮詢服務，
同時配合情人節活動，邀請外籍勞工傳達愛意
與祝福，活動參與人數共計約 303 人。
(3) 為鼓勵國際移工朋友藉由演說抒發在異鄉與對
家鄉思念情感，107 年 11 月 25 日於臺北火車站
1 樓多功能展演廳舉辦外籍勞工演說比賽，透過
語 言表 達傳 遞思 緒與感 情 ，促 進彼 此相 容共
處。
(十四) 優化勞動競爭力
1. 拓展訓練模式，強化訓練效益
(1) 自辦課程：辦理職能培育提升失業勞工就業技
能。本期辦理職能培育課程 21 班，訓練 446
人；職能進修課程 19 班，訓練 416 人，並針對
青年開設優先(專)班共 8 班，訓練 144 人；二
度就業婦女優先班共 4 班，訓練 96 人。此外，
本期接受政府機關團體及民營事業機構之委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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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合作訓練計 6 班次，參訓人數 156 人，並拜
訪工商團體暨廠商，尋求就業市場產訓合作課
程，本期辦理 7 班次、參訓人數 167 人。
(2) 委外辦理課程：招標委託民間機構辦理培育課
程提供弱勢民眾培育職類，本期公務預算委外
辦理培育課程 14 班，計 372 人；就安基金補助
辦理培育課程 9 班，計 261 人，其中二度就業
婦女班 1 班，訓練人數 30 人；公務預算委外辦
理進修課程 19 班，計 514 人，「照顧服務員專
班」12 班，受訓人數 362 人。
2. 提昇弱勢族群勞工技能：參訓學員如符合非自願性
失業、獨力負擔家計者、中高齡、身心障礙、原住
民、生活扶助戶、更生保護人及家庭暴力被害人等
特定對象資格，得申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補助，讓
學員安心受訓，減輕受訓期間負擔，本期累計協助
837 人申領。
3. 技能檢定與技能競賽
(1) 辦理技能檢定：本期辦理即測即評及發證檢定
報名人數 560 人，全國技能檢定報名人數 358
人，專案檢定報名人數 265 人。
(2) 技能競賽：本市職能發展學院於第 48 屆全國技
能競賽暨第 45 屆國際技能競賽國手選拔賽(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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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日至 8 月 10 日) 2 職類獲得 1 金 1 銀 1 銅 1
佳作。包含汽車板金(打型板金)金牌、銀牌、
銅牌；資訊與網路技術佳作。第 45 屆國際技能
競賽第 2 階段國手選拔賽，汽車板金之正取國
手顏翔昱，將代表台灣參加 108 年於俄羅斯喀
山（Kazan）舉行之第 45 屆國際技能競賽。另
第 15 屆全國身心障礙者技能競賽(11 月 1 日至
11 月 3 日)，本市職能發展學院榮獲 3 職類 1 銀
1 銅 1 佳作。
4. 辦理產學訓合作課程：
(1) 網 路 與 通 訊 工 程 技 師 職 能 發 展 學 程 ： 為 因
應電信管理規則相關專任員額規定及降低產業
學用落差，與東南科技大學合作「網路與通訊
工程技師職能發展學程」， 學程已邁入第五
期，學員總計 17 位，第二階段於 7 月 26 日
起，至 12 月 14 日止，總計 800 小時，本班期
學 員於 訓練 期間參 與各 項競賽 皆獲 佳績 ，如
「2018 全國青年創意應用競賽」、「2018 全國
機器人互動競賽」、「2018 亞洲智慧型機器人
大賽」及「2018 全能機器人國際邀請賽」共計
榮獲 7 隊佳作、5 隊季軍、3 隊亞軍及 3 隊冠軍
之殊榮，另輔導取得「網路架設」乙丙技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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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通過綠皆為 100%，另辦理就業媒合活動，
17 名學員全數至台灣智慧光網公司就業，就業
率 100%。

照片 8：「通訊工程技術班」考取通訊技術丙級
技術士證上課情形
(2) 電機工程班：藉由職場職能導向，結合學校教
育，協助即將投入職場之在學青年加強就業職
能穩定就業。與黎明技術學院合作辦理「電機
工程班」學訓課程。自 107 年 9 月 17 日開訓，
12 月 21 日結訓，總計 544 小時，訓練人數 26
人。培養科技大學學生，發揮學校學科理論，
搭配職能發展，使學員學術兼備，成為電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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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服務產業重要人力資源。

照片 9：「電機工程班」上課情形
(3) 汽車實習學分班及職前養成班：為因應目前車
輛售後服務產業中高階專業人力不足，與台北
城市科技大學合作「汽車實習學分班」及「職
前養成班」學訓合作課程。自 107 年 9 月 20 日
起，至 108 年 5 月 30 日為止，總計 472 小時，
訓練人數 25 人，結訓前輔導汽車修護乙級證
照，大四同學畢業即就業縮短學用落差，培育
汽車相關產業中高階人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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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0：「汽車實習學分班」上課情形
(4) 高職汽車修護人才養成班：與為有效提高技職
學生知識和職能，協助連接升學與就業市場，
與世界高中、協和高中、開明工商、東泰高中
等四校，合辦「高職汽車修護人才養成班」學
訓合作課程，自 107 年 9 月 10 日開訓，12 月
26 日結訓，共培育 30 名願意學習技術的汽車科
高三學生，提供獲得一技之長的管道，於畢業
後，直接投入職場安定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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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1：「汽車修護人才養成班」上課情形
5.推動職能導向課程：本市職能發展學院推動職能導
向課程品質認證，使訓練課程發展與訓練成果的過
程具有品質要求，且符合產業人才培育。「低壓用
電設備檢驗課程」、「電腦化會計實務班」已於 9 月
19 日 及 10 月 31 日 通 過 ICAP（ Integrated
Competency and Application Platform ） 職 能
導向課程品質認證，「照顧服務員課程」ICAP 展延
申請亦於 12 月 4 日通過。
6. 打造 ICT 多元化培育課程：針對 ICT 產業發展
「AIoT」之關鍵議題，具體調整網路工程技師職能
發展學程課程。課程融入 「機器人專業與實務」
領域，以基礎實務課程設計 為取向，透過職能培
育自主學習與開發教育性機器人，建構完整學習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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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課程主要融合電資通領域、機械及控制等相關
實務內容，使學員得以透過機器人專題製作及參與
相關實務專題競賽，提升自主關鍵學習能力，以提
供新興專技人力培訓需求。

照片 12：「2018 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比賽情形
7. 辦理「職能給力，樂齡活力」107 年銀髮產業職業
訓練成果展：本市職能發展學院於 107 年 9 月 28
日辦理「職能給力，樂齡活力」107 年銀髮產業職
業訓練成果展，讓社會大眾關注銀髮議題，了解銀
髮產業，營造銀髮友善之環境，創銀髮產業人才培
育之先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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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推動多元職能培育模式，提升勞動力職涯發展
1. 辦理「107 年青年職場體驗營」課程：為協助青年
職涯探索、對於職業類別有更深刻的認知，以利未
來就業方向。於 7 月 2 日至 7 月 6 日辦理「靜物商
品輕鬆拍」、「創意商品製作」、「西式餐點」、
「蝶古巴特拼貼趣」、「和食料理」等 5 班課程，
參訓人數 68 人。8 月 15 日及 8 月 17 日辦理「輕
旅行後背包車縫製作」、「時尚烘焙」等 2 班課
程，參訓人數 27 人。
2. 辦 理 「 美 國 亞 特 蘭 大 亞 裔 餐 飲 業 界 參 訪 暨 座 談
會」：本市職能發展學院於 10 月 19 日(五)，辦理
「美國亞特蘭大亞裔餐飲業界參訪暨座談會」本次
活動係由中餐外聘講師宋瓊宏老師引薦亞特蘭大亞
裔餐飲業界人士計 23 名至本學院參訪，並邀請本
學院中餐、烘焙及西餐學員約 30 名一同參與座談
會，進行業界交流並提供就業機會給結訓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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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3：「美國亞特蘭大亞裔餐飲業界參訪暨座談
會」活動情形
參、未來施政重點
一、 強化輔導成立勞資會議及精進勞資爭議調解
擁有良好勞資關係為提升企業競爭力之重要因
素，為促進勞資和諧，增加員工參與感，本局已啟
動強化勞資會議輔導計畫，自 107 年至 109 年針對
本市僱用 30 人以上尚未依法成立勞資會議之事業單
位分期進行清查輔導，每年訂定重點執行對象，透
過發函行政指導、辦理教育訓練講習、提供入廠輔
導機制以及實施勞動檢查等多元輔導方式，促使本
市事業單位依法召開勞資會議。

59

而當勞資雙方出現異議或爭議，可向本局提出
勞資爭議調解申請，透過每一次的協調解決，努力
培養勞資之間的共識。近年因勞資爭議申請調解案
件逐年增加，為縮短調解辦理期程，以提升服務效
率，並提高勞資爭議調解成立率，本局訂定「勞資
爭議調解精進計畫」，優化調解案件線上申請系
統，並透過委外民間團體、調解人之考核及審查機
制，期能將辦理天數降至法定天數之一半，調解成
立率由 46%提升至 50%，以提升本局勞資爭議處理
之品質，更有效解決勞資糾紛。
二、 支持聘僱移工家庭並提供外籍看護工照顧技能訓練
臺北市外籍勞工人數約 40,000 餘人，其中 90%
以上為家庭看護工，為協助這些有長照需求、且聘
僱外籍勞工之家庭，更有效運用照顧資源，以穩定
照顧關係，特發展以「家庭為中心、社區為基礎」
的服務架構，連結社會福利安全網、健康照顧網及
區里關懷網之觸角，支持聘僱移工之家庭，訂定
「臺北市聘僱移工家庭安心支持計畫」，期協助家庭
有效運用多重照顧資源，並支持新入國之外籍勞
工，疏緩其面對照顧工作所受到身心壓力與差異文
化帶來的衝突，本計畫以發展聘僱移工家庭照顧資
源之整合服務及良性勞雇模式為目標，結合公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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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資源，提供家庭福利諮詢與輔導、家戶訪視、個
案管理、社區活動，預計於 108 年完成家戶訪視
800 個家次、提供 240 個家庭個案管理服務、辦理 4
場次社區活動。
另外亦依「外國人從事家庭看護工作補充訓練
辦法」規定，辦理外籍勞工照顧技能補充訓練，提
供照顧技巧、心理與生活調適等課程，採到府服務
及集中上課兩種模式， 107 年 6 月起共辦理 6 場次
集中訓練，服務 89 人，到宅一對一訓練指導提供
551 人服務，108 年將繼續提供到宅服務至少 430 家
次，另為因應失智症患者逐年攀升，且應強化家庭
看護工照顧失智症患者之相關技能，預計於 108 年
度辦理以失智症照顧為主之集中訓練課程 5 場次，
研訂專為外籍看護工使用之失智症照顧者指引手
冊，以維護良好勞資關係。
三、 推動臺北性別平等企業指標，建構和諧友善之職場
環境
為保障勞工之工作權益，協助企業促進性別工
作平等措施，本局已建立「臺北市職場性別平等指
標」，透過辦理企業指標說明會及培訓企業內部種
子人員，引導企業將指標項目導入內部管理政策，
落實企業內部檢核機制，提昇職場之友善工作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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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促進勞資和諧。本局 108 年預定執行事項：1.
編製企業指導手冊。2.辦理認證標章甄選。3.規劃
6 大公司參與，並於今年輔導完成自評。4.持續辦
理宣導會。
四、研訂「深根職安四年計畫」
鑒於減低職業災害發生率實有賴於不間斷的宣
導、輔導、教育及檢查，本局自 107 年即開始研擬
下一階性目標並規劃訂定「深根職安四年計畫」，除
持續辦理「臺北市勞動安心 4 年計畫」之重要執行
事項外，更依據「由內而外、由公而私」之原則，
加強橫向聯繫，結合本府各機關共同減災。
計畫透過「落實市府職安衛自主管理機制」、
「推動職場身心健康提升健康勞動力」、「提升勞動
條件權益普及勞動條件意識」、「依照風險程度監督
檢查及推行自主管理」、「落實職安教育訓練強化安
全衛生管理」5 大策略，針對本府機關及轄內事業
單位實施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宣導、輔導及檢查等
職業災害預防措施，期望逐年降低本市職災死亡百
萬人率，並於 111 年降低至 5.50 以下，即較 104 年
至 107 年 4 年職災死亡百萬人率之平均值 6.92 減少
20%以上。
五、促進青銀就業，提升勞動參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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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人口老化及出生率降低之情形，青年與職
場順利接軌及中高齡者續留職場為增加勞動力人口
之重要關鍵。
針對中高齡就業，將推動「One More Chance
銀向就業在臺北」銀髮就業政策，積極辦理銀髮人
才職涯與就業諮詢，推動就業力傳承與延續；擴點
50+ One More Chance 就業諮詢站；擴大中高齡職
務再設計人力培訓並主動向企業推廣職務再設計資
源，使銀髮者健康工作，及推動兼職等新型態就業
模式。
在青年就業部分，將擴大青年就業服務平台臺
北青年職涯發展中心服務效能，持續以「職涯發展
評估」、「職場體驗實習」、「職涯成長支持」、
「求職服務」及「創業發想平臺」等 5 大服務主軸
協助青年職涯發展及轉銜就業。擴大職場體驗實習
策略聯盟，深化建立企業間的連繫平台，提供青年
實習及就業機會；及辦理青年就業研習班及培力工
作坊，促進青年瞭解就業市場趨勢及打造多元職
能。
六、發展斜槓職能培育策略，提供多元職能訓練
發展斜槓職能培育策略，規劃從體驗營、初
階進修、職能培育、進階進修培育之職訓課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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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提供民眾依自身核心能力、興趣或職涯發展需
求，適性選擇多元職能課程，透過一系列職能培育
課程，協助學員培養多元職涯專長，為自己創造職
涯的多樣選擇，並發展三創（創新、創意、創造）
實務加值型人力，以符合產業快速變化之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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