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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第六屆理監事會及常務理事會會議

��民國106年3月9日第六屆理監事會第五次會議

 S 本會第六屆理監事會第五次會議假中華郵政工會九樓會議室舉行。

        
 S 外派委員工作報告。左起：陳建立監事（健保藥給項目及支付標準擬訂會議）、蔡英德委員

（就業基金安定管理會）、陳宗燦常務理事（勞動基金監理會）。

         
 S 外派委員工作報告左起：歐清堯理事（性別工作平等委員會）、袁鳳珠理事（勞動基準諮詢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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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06年4月13日第六屆常務理事會第五次會議

 S 本會第六屆常務理事會第五次會議於本會會議室舉行。

   
 S 本會莊理事長會議中向與會幹部們說明勞保年金制度改革之重點資訊。

��民國106年5月11日第六屆理監事會第六次會議

 S 本會假石油工會十樓會議室召開第六屆理監事會第六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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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近期活動

     
 S 發理事秋會議中蔡 提出發言。

 S 本會鄭光明副理事長表達對近期我國工會管理事務相關新聞的關注。

  
 S 莊福凱理事於會中回應針對桃市產總新聞事件後的工會管理立場與方針，強調更善盡工會領

導管理之責（左圖）。曾小玲常務理事提醒工會於事件中應尊重司法並配合調查（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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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莊理事長持續參與勞保年金 
改革議題

��民國106年4月12日本會莊理事長面見立法院蘇院長

 S 本會莊理事長受立法院蘇院長之邀入院拜會，針對勞保年金改革法案等當前重大勞工議題進

行意見交換。

��民國106年5月4日本會莊理事長拜會政治大學郭明政教授

    
 S 本會莊理事長偕戴秘書長拜會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系郭明政教授，針對政府勞保年金改革法案

內費率與平均月投保薪資採計期間等兩大變革，進行法制與實務上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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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動員參與「2017五一勞工 
反剝削、要保障」大遊行

��民國106年4月21日本會召開「全國產業總工會五一工作小組
會議」

 S 本會戴秘書長主持五一工作小組會議，彙報本會參與「2017五一行動聯盟」團體頭人會議及
工作小組會議之討論內容與決議事項。

  
 S 台銀人壽保險(股)公司企業工會錢熙嘉理事長、台北市教師職業工會徐欣怡理事長、新光合
成纖維(股)公司關係企業工會袁鳳珠理事長、台灣菸酒(股)公司工會聯合會陳木炎秘書長等
人員親自出席會議，另台灣銀行企業工會、第一商業銀行(股)公司工會、台灣企銀企業工
會、台灣石油工會等會員工會亦派員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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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06年4月24日本會出席於凱道前舉行之行前記者會

��民國106年5月1日本會動員參與「2017五一勞工反剝削、要
保障」大遊行

 S 感謝各會員工會支持，本會今年動員近3,000人出席參與五一遊行活動，成為動員人數最多
的工會團體之一。

 S 循往例，五一聯盟選定

於遊行前一週，在凱達

格蘭大道召開行前記者

會，預告本次遊行訴求

及行動方向。

 S 五一行前記者會中「小英吃勞工豆腐，吃到滿臉全豆花」的

行動短劇成功吸引媒體記者與大眾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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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本會莊理事長擔任「2017五一勞工反剝削、要保障大遊行」總領隊。 

 S 感謝各會員工會於五一活動當天熱情參與、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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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工會交流活動

��民國106年5月10日雲南省總工會蒞訪本會

 S 雲南省總工會袁桓先主席率代表團拜會本會莊理事長，交流工會會務與組織運作經驗。

��民國106年5月23日至29日本會接待青海省總工會來台參訪

 S 106.05.23本會莊理事長偕會員工會理事長出席晚宴，接待由吳有禎副主席率團之青海省總工
會代表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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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106.05.24本會安排青海省總工會代表團拜會台灣石油工會第四（苗栗）分會，由台灣石油工
會黃勝清常務理事率幹部接待，雙方進行交流座談並參觀生產現場。

 S 106.05.24本會安排青海省總工會代表團拜會台灣自來水（股）公司企業工會，由林鈞陶理事
長率幹部接待，雙方進行交流，分享企業工會運作實務。

 S 106.05.25本會安排青海省總工會代表團拜會台灣中油(股)天然氣事業部永安液化廠，由鍾副
廠長率主管接待，除參觀廠區外，雙方並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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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106.05.25本會安排青海省總工會代表團拜會台灣國際造船(股)公司企業工會，由黃日進理事
長率幹部接待，雙方進行交流活動。

 S 106.05.26本會安排青海省總工
會代表團拜會台東縣總工會，

由陳貞賢理事長率幹部接待，

雙方進行交流，分享地區性工

會運作經驗。

 S 106.05.26中華郵政工會鄭銘顯理事偕台東郵局溫純祥副
局長熱情接待青海省總工會代表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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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06年6月7日安徽省總工會蒞訪本會

 S 安徽省總工會阮懷樓主席率代表團拜會本會莊理事長，相互交流兩

岸工會組織發展環境、目標與實務運作經驗。

��民國106年6月17日至21日本會代表團赴廈門參加「2017海
峽職工論壇」

 S 106.6.18本會代表團出席廈門「2017海峽職工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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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106.6.18中鋼工會許登發先生代表本會於「發揚工匠精神」論壇中進行專題報告。

 S 高雄市產業總工會楊振

明常務理事，代表海峽

兩岸勞工發展交流協會

做專業技術分享。

 S 106.6.20本會戴秘書長在福建省龍岩市「以五大發展理念為引領，
促進龍岩經濟發展」的專題演講後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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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產業總工會參與『2017「反剝
削、要保障」大遊行』

活動紀實

 ▌社運部

計畫籌備

本會今（106）年 1月 12日召開之第

六屆理事會第四次會議決議，今年度五一

活動，循近年辦理慣例，本會聯合各勞工

團體共同策劃年度五一遊行活動。依決

議，本會秘書處與團結工聯、台北市產業

總工會、桃園市產業總工會、全國金融業

聯合總會、勞動人權協會等數十個勞工、

社運團體共同組成「2017 五一勞動聯

盟」，展開五一遊行活動之計畫籌備工作。

3 月 15 日，「2017 五一勞動聯盟」

召開第一次頭人（團體）會議，推舉桃

園市產業總工會莊福凱理事長擔任遊行

總指揮、本會莊爵安理事

長為總領隊。另設置工作

小組，由各共同發起單位

推派人員參與，負責執行

頭人團體決議的各籌備事

項。後由本會戴秘書長陸

續出席三次頭人會議、政

策部徐副主任出席四次工

作小組會議，全程參與

『2017「反剝削、要保障」

大遊行』籌備工作。

除參與行動聯盟團體

的五一遊行籌備會議之

外，本會秘書處為促進組織內外部資訊的

同步與溝通，於 4月 21日召開「2017全

國產業總工會五一工作小組會議」，邀集

各單位派員出席，由本會戴秘書長簡報本

會參與籌備會議的過程與各項活動資訊。

勞工訴求共識

歷經一個半月密集進行之籌備會議，

今（106）年五一遊行的訴求主題與輪

廓，經各參與團體反覆推敲、研商，一筆

一畫被勾勒出來，主要以「反剝削、要保

障」為主軸，強調全面適用勞基法、非正

職人員直接僱用、禁勞動派遣、反對擴張

反典型僱用等勞動條件訴求，以及，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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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生活充分保障、年金制

度維持現況、反長照市場

化、工時工資全面保障，

與勞動三權完整保障等勞

動權益訴求。

動員

由於「2017 五一勞

動聯盟」籌備會議中，於

遊行路線方面出現分歧意

見，拉長討論決議時間，

於訴求方面亦因參與團體

性質與主張多元之故歷經

一段冗長的對話過程，因此本會今年五一

活動的內部動員起步稍晚，於 4月 14日

發出『2017 五一勞工「要保障、反剝削」

大遊行』動員快訊。然，感謝各會員工會

的積極聯繫與大力支持，於活動舉辦前之

動員人數回報來到 1,523人（加上參與其

他隊伍之本會會員工會動員人數，本會總

動員人數超過 2,000人），讓由

本會單獨組成之第四大隊成為

遊行隊伍中人數最多的隊伍之

一，成功展現全國產業總工會

的團結力量。

五一當日

五一活動當日上午，活動

還沒開始，已見到各參與團體

的工作人員，忙碌的遊走穿梭

於凱道，進行著各項準備工作，

逐一做最後的確認。隨著開場

活動時間逐步逼近，前來參與

遊行活動的勞工朋友們逐漸湧

現，不知不覺，活動開場前十分鐘，整個

凱道已站滿『2017 五一勞工「反剝削、要

保障」大遊行』的生力大軍，從舞台上往

下望，來自台灣各地，各行各業的工會旗

幟於豔陽下飄揚成一片嘉年華般華麗的旗

海。

開場活動如期於下午 1點正式開始，

 S 五一活動當天，各大遊行隊伍集結與凱達格蘭大道，台下一

片旗海飄揚。（圖/風傳媒）

 S (左起)時代力量洪慈庸委員、親民黨周陳秀霞委員、國
民黨李彥秀委員到場針對勞工訴求發表看法，獨缺民進

黨立院黨團派員參加。（圖/苦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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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總指揮莊福凱理事長與總領隊莊爵安理

事長的致詞後，時代力量洪慈庸立委、親

民黨周陳秀霞立委，與國民黨李彥秀立委

接連上台，針對勞工團體聯合提出之「反

剝削、要保障」訴求，做出回應。唯獨民

進黨立法院團團辦公室，以另有排定活動

行程之由缺席，錯失與勞工面對面溝通對

話的機會。觀諸出席參與的立院黨團代表

之發言，多半表示認同與支持本次活動訴

求。洪委員認為低薪與過勞，是當前亟需

被解決的兩大勞動問題；周陳委員表示將

努力協助推動勞動基準法一體適用與減少

派遣等基礎勞動保障工作，李委員則，政

府各項法案之修正與推動皆應站在保障勞

工立場，而不是將勞工權益越修越少。

針對三位立委發言，擔任遊行總領隊

的本會莊理事長回應表示：

回想一年前，新政府上台，讓勞工滿

心期待能有一番新作為，可以有效改善國

內勞動環境，保障勞工權益。但是一年過

去了，目前各項勞工

政策的立法，幾乎都

向資本家靠攏。

政府不但沒有解

決長久以來台灣勞工

低薪、過勞、非典等

問題，反而透過巧立

名目的方式，繼續配

合雇主團體規避各種

勞動成本。

尤其是目前最為

勞工所關注的勞保年

金改革、一例一休新

制等政策議題，更讓人看破政府執政上

「棄勞工、慣老闆」的一貫模式。放任雇

主剝削勞工，推動各項修法來調降勞動水

準，引發更多勞動問題，造成更嚴重的勞

資對立衝突，社會也因此動盪不安。

如果政府繼續這樣下去，台灣勞工從

踏入職場的那一刻開始，一直到退休終

老，都會是「爹不疼、娘不愛」的國家保

障孤兒或貧戶 !也一直都會是被雇主壓榨

剝削的「現代血汗奴工」!

面對新政府的所作所為和雇主們的恣

意而為，勞工不能放棄爭取尊嚴勞動的目

標願景。透過一年一度國際五一勞工節的

團結行動，勞工們要持續積累勞工「抵抗

雇主剝削、監督政府履行勞動保障責任」

的自主團結動能。同時，各黨立委也要負

起確實監督國家重大法案推動的職責，不

能放縱政府與資本家聯手欺壓勞工。

隨後，在總指揮與總領隊的號召下，

龐大的遊行隊伍正式從凱道出發，浩浩蕩

蕩沿著信義路一路直行，往工總與商總辦

 S 參加遊行的勞工朋友們用熱情填滿整條信義路，朝代表雇主團體

的工商總辦公大樓挺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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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大樓前進，這是近年五一行動聯盟

首度以資方團體工總、商總位於復興

南路一段的總部大樓作為遊行終點。

到了遊行的終點，信義路與復興

南路口的工總與商總辦公大樓前，

一路參與遊行的勞工們，集體向工

（商）總大樓丟擲空水瓶，象徵勞工

們向雇主（慣老闆）宣戰。在滿天齊

飛的空瓶雨中，歷經一個多月的籌備

與策動，匯集來自全台各地、各行各

業勞工心聲的『2017「反剝削、要保

障」大遊行』圓滿畫下句點，精彩落

幕。

 S 莊理事長高高舉起象徵慣老闆的空水桶。 

 S 屢次在媒體前大放經典慣老闆語錄的雇主代表被製成人像，在五一這天接受勞工們

的瓶罐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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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海峽職工論壇側記 
弘揚工匠精神，促進經濟發展

 ▌戴國榮秘書長

全國產業總工會應中國職工交流中心邀請，於本（106）年 6月 17至 21日由趙銘

圓常務理事率 20人代表團，出席假大陸福建省廈門市舉辦之「2017海峽職工論壇」

活動。

 S 本會代表團團員於大會現場合照。

此次論壇主題訂為「弘揚工匠精神，促進經濟發展」，計有海峽兩岸 200餘位工會

幹部出席。主辦單位為彰顯活動主題，精心設計了紅色立體「匠心」二字，擺置於舞

台正前方，顯得格外醒目。而在活動議程規劃部分，主辦單位除了安排兩岸工會領導

致詞外，還特別邀請了海峽兩岸 5位不同專業工作領域的傑出職工【台灣方面為中鋼

工會許登發先生〈代表全國產業總工會〉、台船工會楊振明先生】，分享職場工作經驗，

成為本次論壇的最大亮點。尤其，在每位傑出專業職工出場前，會先播放包括個人簡

歷、優異工作事蹟，以及實際工作概況的短片；加上 5位專業領域佼佼者既活潑、又

寶貴的工作經驗分享，使整個論壇過程生動、流程順暢，內容精采，讓與會者留下深

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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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廈門海峽職工論壇雖已舉辦多屆，惟在主辦單位前置作業之用心，及活動內容設

計不斷的推陳出新下，每一屆論壇都展現了不一樣的面貌，營造出了不一樣的學習氛

圍，亦使每一屆的與會者皆有著不同的感受及收穫。而兩岸職工經由這個定期交流平

台，除能促進情誼、增進彼此瞭解，也能相互學習及成長，期共同致力於海峽兩岸職

工維權工作，共謀勞動者最大福祉。

 S 本會代表團出席參訪交流活動合照。

 S 高雄市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企業

工會許登發先生代表本會進行專業

職工經驗分享。

	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企

業工會楊振明先生進行專業職

工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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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重要勞工法案修正及勞工政策
重點整理

 ▌政策部

��勞動基準

勞動部公告：訂定「核定依教育法規辦理考試之闈內人員為勞動基準法第八十四條之

一之工作者」，並自即日生效。

中華民國 106年 05月 03日勞動條 3字第 1060130954號

勞動部令：訂定「勞動基準法檢舉案件保密及處理辦法」。

中華民國 106年 05月 15日勞動條 1 字第 1060130982號

勞動基準法檢舉案件保密及處理辦法

第 1 條 本辦法依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七十四條第七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檢舉人如下：

一、 發現事業單位違反本法或其他勞工法令規定，而提出申訴之事業單位
內部勞工。

二、 前款以外，發現事業單位違反本法或其他勞工法令規定，而提出檢舉
之人。

第 3 條 檢舉人檢舉違反本法或其他勞工法令規定之案件，得以書面或言詞敘明下

列事項，向主管機關或檢查機構（以下簡稱受理檢舉機關（構））提出：

一、檢舉人姓名、聯絡方式及檢舉日期。

二、被檢舉事業單位或事業主之名稱、負責人姓名及營業地址。

三、涉嫌違反本法或其他勞工法令規定之具體事項及相關資料。

前項所定書面，包括電子郵件及傳真。

第一項第一款所定聯絡方式，包括電話、地址、傳真號碼或電子郵件位址等。

檢舉人以言詞檢舉者，應由受理檢舉機關（構）作成紀錄。

受理檢舉機關（構）對檢舉事項無管轄權者，於確認有管轄權之主管機關或

檢查機構後，應即移送有管轄權之主管機關或檢查機構，並通知檢舉人。

第 4 條 檢舉人檢舉違反本法或其他勞工法令規定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受

理檢舉機關（構）得不予處理：

一、未具名。

二、未具聯絡方式。

三、無具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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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冒用他人身分提出檢舉。

五、同一事由，經予適當處理，並已明確答覆者。

第 5 條 受理檢舉機關（構）對於第三條之檢舉應迅速確實處理，並於六十日內將處

理情形，以書面通知檢舉人。但無法以書面通知者，得以其他方式為之。

第 6 條 受理檢舉機關（構）對於檢舉人之姓名、聯絡方式或其他足資辨別其身分

之資訊，應予保密。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 同一檢舉事項，於依勞資爭議處理法進行之調解、仲裁、裁決或依法
提起民事訴訟程序，已為被檢舉人知悉或可得知悉。

二、 經檢舉人及檢舉案件之當事人，認無保密之必要。
受理檢舉機關（構）對於前項所定保密之資訊，應以密件保存，並禁止第

三人閱覽或抄錄。

第 7 條 受理檢舉機關（構）受理檢舉案件，於辦理檢舉文書之分文、保管、封發

及歸檔等事項，應指定專人或檔案管理單位主管管理。

第 8 條 受理檢舉機關（構）所屬公務員或相關單位發現檢舉案件外洩、案卷遺失

及可能洩漏檢舉人身分等情事，應立即陳報機關（構）首長或其授權人

員，並通知政風單位協助研採緊急處理措施。

第 9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勞動部令：修正「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

中華民國 106年 06月 16日勞動條 3字第 1060131269號令

修正發布第 2、7、11、20、20-1、21、24 條條文；增訂第 14-1、23-1、24-1 ∼
24-3條條文；刪除第 14、23、48、49條條文

第 2 條 依本法第二條第四款計算平均工資時，下列各款期日或期間均不計入：

一、 發生計算事由之當日。
二、 因職業災害尚在醫療中者。
三、 依本法第五十條第二項減半發給工資者。
四、 雇主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而不能繼續其事業，致勞工未能工

作者。

五、 依勞工請假規則請普通傷病假者。
六、 依性別工作平等法請生理假、產假、家庭照顧假或安胎休養，致減少

工資者。

七、 留職停薪者。

第 7 條 勞動契約應依本法有關規定約定下列事項：

一、 工作場所及應從事之工作。
二、 工作開始與終止之時間、休息時間、休假、例假、休息日、請假及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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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制之換班。

三、 工資之議定、調整、計算、結算與給付之日期及方法。
四、 勞動契約之訂定、終止及退休。
五、 資遣費、退休金、其他津貼及獎金。
六、 勞工應負擔之膳宿費及工作用具費。
七、 安全衛生。
八、 勞工教育及訓練。
九、 福利。
十、 災害補償及一般傷病補助。
十一、應遵守之紀律。

十二、獎懲。

十三、其他勞資權利義務有關事項。

第 11 條 本法第二十一條所稱基本工資，指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內所得之報酬。不

包括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與休息日、休假日及例假工作加給之工資。

第 14 條 （刪除）

第 14-1條 本法第二十三條所定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勞雇雙方議定之工資總額。

二、工資各項目之給付金額。

三、依法令規定或勞雇雙方約定，得扣除項目之金額。

四、實際發給之金額。

雇主提供之前項明細，得以紙本、電子資料傳輸方式或其他勞工可隨時取

得及得列印之資料為之。

第 20 條 依本法第三十條第二項、第三項、第三十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

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至第三項或第三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變更勞工正常工作

時間、例假、休息日或延長工作時間者，雇主應即公告周知。

第 20-1 條 本法所定雇主延長勞工工作之時間如下：
一、 每日工作時間超過八小時或每週工作總時數超過四十小時之部分。但

依本法第三十條第二項、第三項或第三十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變更工

作時間者，為超過變更後工作時間之部分。

二、 勞工於本法第三十六條所定休息日工作之時間。

第 21 條 本法第三十條第五項所定出勤紀錄，包括以簽到簿、出勤卡、刷卡機、門

禁卡、生物特徵辨識系統、電腦出勤紀錄系統或其他可資覈實記載出勤時

間工具所為之紀錄。

前項出勤紀錄，雇主因勞動檢查之需要或勞工向其申請時，應以書面方式

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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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 條 （刪除）

第 23-1 條 本法第三十七條所定休假遇本法第三十六條所定例假及休息日者，應予補
假。但不包括本法第三十七條指定應放假之日。

前項補假期日，由勞雇雙方協商排定之。

第 24 條 勞工於符合本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所定之特別休假條件時，取得特別休假

之權利；其計算特別休假之工作年資，應依第五條之規定。

依本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規定給予之特別休假日數，勞工得於勞雇雙方協

商之下列期間內，行使特別休假權利：

一、 以勞工受僱當日起算，每一週年之期間。但其工作六個月以上一年未
滿者，為取得特別休假權利後六個月之期間。

二、 每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期間。
三、 教育單位之學年度、事業單位之會計年度或勞雇雙方約定年度之期間。

雇主依本法第三十八條第三項規定告知勞工排定特別休假，應於勞工符合

特別休假條件之日起三十日內為之。

第 24-1 條 本法第三十八條第四項所定年度終結，為前條第二項期間屆滿之日。

本法第三十八條第四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發給工資之基準：
(一) 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一日工資計發。
(二) 前目所定一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一

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

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三十所得之金額。

二、 發給工資之期限：
(一) 年度終結：於契約約定之工資給付日發給或於年度終結後三十日

內發給。

(二) 契約終止：依第九條規定發給。

第 24-2 條 本法第三十八條第五項所定每年定期發給之書面通知，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雇主應於前條第二項第二款所定發給工資之期限前發給。
二、 書面通知，得以紙本、電子資料傳輸方式或其他勞工可隨時取得及得

列印之資料為之。

第 24-3 條 本法第三十九條所定休假日，為本法第三十七條所定休假及第三十八條所
定特別休假。

第 48 條 （刪除）

第 49 條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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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公告：訂定「指定汽車貨運業為勞動基準法第三十條第三項之行業」，自即日

生效。

中華民國 106年 06月 16日勞動條 3字第 1060131086號

勞動部公告：訂定「指定石油製品燃料批發業中之筒裝瓦斯批發業及其他燃料零售業

中之筒裝瓦斯零售業為勞動基準法第三十條之一之行業」，自即日生效。

中華民國 106年 06月 16日勞動條 3字第 1060131010號

勞動部公告：預告訂定「指定農、林、漁、牧業為勞動基準法第三十條之一之行業」

草案。

中華民國 106年 06月 22日勞動條 3字第 1060130872號

��就業保險

勞動部令：修正「就業保險法施行細則」第14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6年 05月 26日勞動保 1字第 1060140265號

就業保險法施行細則第十四條修正條文

第 14 條 被保險人依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請領提早就業獎助津貼者，應

備具下列書件：

一、 提早就業獎助津貼申請書及給付收據。
二、 被保險人本人名義之國內金融機構存摺影本。但匯款帳戶與其請領失

業給付之帳戶相同者，免附。

��勞資爭議處理

勞動部令:訂定「主管機關受理勞資爭議調解注意事項」，並自即日生效。

中華民國 106年 04月 14日勞動關 3字第 1060125065號

主管機關受理勞資爭議調解注意事項

一、 勞動部為使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以下簡稱地方主管機關）依勞資爭議處理法
（以下簡稱本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受理勞資爭議調解程序有所依循，特訂定本

注意事項。

二、 勞資爭議當事人（以下簡稱當事人）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勞方當事人有二人以
上，各勞方當事人勞務提供地之地方主管機關，就該調解案件均有管轄權時，由

受理在先之地方主管機關管轄。

前項受理在先之地方主管機關應將其受理情形，通知其他勞務提供地之地方主管

機關。

三、 當事人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勞方當事人之勞務提供地跨越數地方主管機關之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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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各該地方主管機關就該調解案件均有管轄權者，由受理在先之地方主管機

關管轄。

四、 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時，勞方當事人為工會者，由工會登記所在地之地方主管機關
受理申請。

五、 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時，勞方當事人之勞務提供地於中華民國境外者，由雇主登記
所在地之地方主管機關受理申請。

六、 地方主管機關應依勞資爭議調解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相關書表格式備妥調解
申請書，供當事人使用。

七、 地方主管機關受理前點所定調解申請書時，應詳實審查，確認當事人或其代理人已
依調解申請書之格式載明本法第十條所定事項，並備妥相關應備文件或佐證資料。

當事人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時，對於調解申請書之應載事項或應備文件及佐證資料

等，有欠缺或有未載明之事項，而其情形可補正者，地方主管機關應通知限期補

正；其情形不可補正或經通知補正，屆期未補正者，地方主管機關應不予受理。

八、 當事人就同一勞資爭議事件再行申請調解時，地方主管機關於受理前，應先查明
原調解紀錄，並就下列情事綜合判斷，為妥適之處理：

(一) 有新事證或有進行調解之實益。
(二) 有本法第六十一條規定之情形。
(三) 所請求調解事項曾調解成立，與原調解標的不同。

地方主管機關查明未有前項所定各款情事，得不予受理。

九、 地方主管機關對於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案件，認為申請人身分或請求調解事項未有
本法之適用，而不予受理時，應協助申請人另循其他救濟途徑辦理，以期快速解

決爭議，穩定勞動關係。

十、 地方主管機關依前三點不予受理時，應以書面方式為之。

前項書面，地方主管機關應確實依行政程序法第九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記載有關事項。

十一、 地方主管機關受理勞資爭議調解申請，應依本辦法第二條規定，向當事人說明
得選擇透過地方主管機關指派調解人，或組成勞資爭議調解委員會之方式進行

調解，並應尊重當事人選定調解方式之意願。

地方主管機關應確實充分告知當事人有關調解進行之方式及處理等程序；當事

人為外國人時，並應注意提供必要之協助。

十二、 地方主管機關受理勞資爭議調解申請，對於當事人或其代理人遞送之申請書、
檢附之應備文件或佐證資料等資料，應確實遵守檔案法、政府資訊公開法或個

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規定；其內容除涉及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事項外，應

公開或提供。

十三、 地方主管機關受理勞資爭議調解申請時，應先探詢當事人之真意，並本權責依
各該勞動法令規定查處，不得逕以交付調解即予結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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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協約

勞動部令:修正「勞動部獎勵工會簽訂團體協約實施要點」第三點、第四點、第五點，

並自即日生效。

中華民國 106年 06月 07日勞動關 2字第 1060125831號

勞動部獎勵工會簽訂團體協約實施要點第三點、第四點、第五點修正規定

三、 前點第一項所定工會或工會聯合組織（以下簡稱工會或工會聯合組織），於每年
度申請期間之前一年十二月一日至當年十一月三十日期間內簽訂團體協約、協助

及輔導會員工會完成簽訂團體協約，且團體協約為有效者，得向本部申請獎勵。

但一百零五年度之獎勵，其團體協約應於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至十一月三十日期

間內簽訂。

符合前項規定，而未於當年度申請期間內申請獎勵者，得於次年度申請期間內，

以書面敘明理由，報經本部同意後，提出申請。

依本要點規定申請獎勵之團體協約，以一次為限。

四、 工會或工會聯合組織獎勵認定基準分為下列四類，獎勵金額依附件一規定辦理：
(一) 第一類：工會簽訂之團體協約內容，訂有利潤分享之固定比例、年終盈餘分

配，或調高員工薪資等利潤分享之相關條款。

(二) 第二類：工會簽訂之團體協約之內容，訂有低於法定之工作時間、多於法定
假別及日數等優於勞動基準法規定之勞動條件之相關條款。

(三) 第三類：工會簽訂之團體協約之內容，未訂有第一類或第二類之條款。
(四) 第四類：工會聯合組織，協助及輔導會員工會完成簽訂之團體協約。

前項團體協約內容之認定，以簽約時為準；其不包括團體協約簽訂後，於存續期

間內，變更團體協約之內容。

五、 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之工會申請獎勵時，應檢具下列文件，向本部提出申請：
(一) 申請書：應確實依據本部提供之申請表格撰寫（附件二）。
(二) 團體協約影本。
(三) 本部或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備查函影本。
(四) 工會之登記證書影本。
(五) 工會申請簽訂團體協約獎勵金切結書（附件三）。

第二點第一項第二款之工會聯合組織申請獎勵時，應檢具下列文件，向本部提出

申請：

(一) 前項各款規定之文件。
(二) 輔導工會簽訂團體協約相關證明表（附件四）。

前二項申請表等相關文件一律由左而右、由上而下，並以A4規格紙張直式橫書，
編排頁碼，左邊裝釘整齊，且不得使用資料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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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勞工新聞：一例一休(1)

一例一休輔導期 勞部將啟動三機制
 ▌ 2017/03/15 經濟日報 記者陳素玲／綜合報導

勞動部一例一休下個月進入第二階段輔導期，勞動部已擬訂入場輔導、集體輔

導、申請輔導三種機制協助企業落實一例一休，具體操作細節月底出爐。勞動部表

示，入場輔導將利用針對 1.5萬家企業勞檢舊制時，由勞檢員一併輔導說明新制；集

體輔導則是個別產業說明；申請輔導則接受個別廠商人資部門申請客製化診斷協助。

一例一休今年初上路後，擔心企業對複雜勞基法新制霧煞煞，勞動部訂定「勞動

基準法修正之監督及檢查處理原則」，宣布第一季先宣導，第二季輔導，第三季 7月起

才實施勞動檢查。今年 1到 3月已由各縣市主管機關辦說明會或研討會，並發放文宣

及自主檢核表；4月起進入第二階段輔導期，勞動部已緊鑼密鼓規劃輔導方案，將加

強事業單位對一例一休新制了解。

勞動部表示，第二季輔導期將結合中央部會力量，請各部會針對所轄產業了解執

行一例一休問題，蒐集問題後，分析是否可以現行施行細則及函釋處理，若仍有特殊

產業個別狀況，則再就特定產業個別輔導。

此外，勞動部也針對輔導期擬訂入場輔導、集體輔導及申請輔導三項機制，入場

輔導由職業安全署利用今年勞檢 1.5萬家事業單位同步進行一例一休輔導。職安署長

鄒子廉表示，勞檢針對勞基法非一例一休修法的勞動條件檢查，但勞檢員會同時向受

檢企業說明一例一休規定重點，讓業者了解是否可適用二周、四周或八周變形工時。

集體輔導則是針對區域性或個別產業進行集體說明，例如南投縣旅遊業若有需

求，將可將縣內所有旅遊業者宣導一例一休新制適用問題。其他縣市或各部會所屬產

業若有需要，也可派員集體輔導說明。

最後一項申請輔導，則是接受個別企業人資部門申請，派請專人協助做客製化服

務。三項機制辦理細節及受理窗口及申請程序將在月底出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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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勞工新聞：一例一休(2)

一例一休爭議多 地方首長這麼看
 ▌ 2017/03/14 中央通訊社

 S 一例一休上路後，各縣市政府反應不一，各自表態。(圖
片/中國時報)

南投縣長林明溱認為「一例一休」政策造成勞、資與消費者三輸，指示縣府法制

人員研議「南投縣能否不施行」。地方縣市首長多認為仍應遵守法令；造成產業界困

難，可透過修法協商、對話。

林明溱說，走訪基層聽到許多旅遊業、休閒業與製造業者積極反映，勞工也抱怨

「想多賺一點加班費都無法」，資方要付出不合比例的加班費，「罵聲連連」。忍了好幾

個月，「一直悶在心裡，非常不暢快」。林明溱表示，率先反映這個問題，要讓中央政

府了解，政策已嚴重傷害民間，希望政府重視，趕快檢討。

台北市長柯文哲受訪表示，國家法律還是要遵守，但執行上確實有困難，希望能

處理快一點，「不要讓我們無所適從，基本上，我還是支持小英總統，過程中能不能更

平順、困擾更少一點。」而北市府從今年 1月至今，6度請勞動部針對一例一休函釋，

柯文哲昨表示勞動部一直沒給答案，他夾在企業與政府之間很為難，罰也不是、不罰

也不是。

新北市長朱立倫認為，

一例一休實行之後，造成了

很多執行上面的困擾，包括

企業、政府以及勞工，怎樣

去做一個合理的調整，需要

中央儘快的就執行跟法律的

層面訂出統一的標準。

高雄市長陳菊指出，一

例一休新制才剛開始上路，

一定會有調適期，如果執行

上有難度，中央地方應該尋

求對話，不能不守法。她

說，一例一休是進步的法

案，讓勞動條件更符合國家

對勞工公平的照顧；法案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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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路，如果造成產業界調適困難，應該將困難提出來協商、對話。

台南市長賴清德表示，南投縣作法要請法制處先研究能否不遵守。至於台南市的

作法是先宣導，用輔導措施解決這個問題，不會馬上開罰。他表示，很多縣市已將意

見反映到中央，行政院長林全也公開說會對可能延伸問題做一些處理，不一定是修法，

可能會用解釋的，尋找空間解決問題。

對於一例一休政策引發的爭議，台中市長林佳龍希望中央要做好配套，考慮到法

理情，並聽取各種建議，行政部門執行時也應保留彈性，做為未來修法的基礎。

桃園市長鄭文燦表示，勞動基準法是法律，效力及於全國，單一縣市並沒有法律

的豁免權。他說，勞基法修正配套，應參酌產業及勞工意見，朝向細緻化方向處理；

他也主張要有調適期，希望勞動部要傾聽產業和勞工的聲音，把工時、加班及休假的

計算標準及施行程序，落實在不同的產業。

苗栗縣長徐耀昌表示，執行上在休假部分「窒礙難行」，建議立法委員進行修法變

更。至於會不會跟進南投縣研議不守勞基法的規定，徐耀昌指出，應透過立法委員向

中央反映外，也呼籲勞動部須先以協助、輔導方式進行，不要「動不動就罰款」，以免

造成基層反彈。

「新竹縣是科技重鎮，中央施行一例一休，對產業造成很大衝擊」，新竹縣長邱鏡

淳表示，最近聽到很多老闆反映，實施一例一休後，本國勞工和外籍勞工加班費減少，

離鄉背景的外勞，現在收入與期待的落差太大，紛紛嘆「不如歸去」，產業恐面臨缺工。

花蓮縣長傅崑崐萁中午召開記者會批評政策讓勞資雙輸。他強力建議中央政府，

在景氣一片蕭條的當下，暫緩 5年，讓台灣經濟壯大，有足夠實力再考慮實施，也能

讓台灣企業與基層勞工得到喘息機會。他表示，一例一休不只南投、花蓮，藍綠各縣

市都無法執行，因為沒有企業能在景氣一片蕭條時，還要承擔巨大的成本提升，這是

事實真相。

人在國外的台東縣長黃健庭透過縣政府表達看法。他說，勞基法是依正當法律程

序訂定及頒布，台東縣政府仍然必須遵守法令，會配合勞動部政策。但觀光旅遊業是

台東縣最主要的產業之一，一例一休確實對台東各企業造成嚴重影響，呼籲中央部會儘

快討論、修訂出更完善且可行的配套措施，讓一例一休的爭議儘速落幕，創造勞、資

和諧的雙贏環境。

彰化縣長魏明谷說，台灣是個法治國家，如果法令通過就應該執行，不過也希望

勞動部儘速訂出施行細則。縣府有將產業界的聲音向中央反映，但也希望當初修法時

有不足之處，勞動部能儘快訂出施行細則，讓法令更加周延，他也會利用跟總統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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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會向總統反映。

雲林縣縣長李進勇表示，在研討相關交流及說明後，將彙整勞資雙方意見，對於

勞基法新修正規定中，有關事業單位窒礙難行的部分，將向中央勞動部反映尋求解方。

嘉義縣長張花冠表示，針對某些行業的特殊性，她建議未來宣導期結束後，希望

勞檢單位在進行業務檢查時從寬解釋。但勞基法是經立院三讀通過的法律，效力及於

全國，地方沒有權利說不要；針對某些縣市提出可能不實施勞基法一例一休新制，她

認為是違法的事。

嘉義市長涂醒哲也認為，勞基法效力及於全國，因勞基法新制實施後，可能事業

單位因法令認知不足而衍生勞資爭議，勞動部已在網站上建立常見 Q&A，並發布函

釋，市府會依法行政。

屏東縣長潘孟安指出，一例一休是經立法院通過的 3讀法案，台灣是一個民主法

治的國家，國家的任何法令都應該遵守。他說，產業類型多元化，一例一休從實施到

現在，適不適合各產業，相信中央已聽到了各行各業的聲音，屏東縣政府也有將縣內

業者的聲音反映給中央，對於一例一休，中央應該提出更完善配套措施。

新竹市長林智堅表示，新竹市過去 3個月宣導期已辦理 5場大型說明會，向業主

說明修法內容，共有 706名企業代表參加；未來會持續加強法令宣導，也會將基層意

見反映給中央參考。

宜蘭縣代理縣長吳澤成明白表示「不施行勞基法規定是不可能」。他說，一例一休

的問題最大癥結點在於沒辦法適應各行業，彈性不夠，縣府已經關注一段時間，現階

段縣府能做的就是用宣導、輔導方式取代處罰；還是要等待中央政府研議出施行細則

及解釋令後，再看狀況，必要時會跟中央政府加強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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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勞工新聞：一例一休 (3)

勞檢下周啟動 
林美珠：輔導為原則 高違規照罰

 ▌ 2017/06/28 聯合報 記者呂思逸／台北報導

一例一休下周進入檢查期，不僅近日再掀爭議，勞資關係也再陷緊繃。勞動部本

周將與地方勞動首長共同研擬檢查期方針，勞動部昨召開基本工資審議小組會議，與

會勞資代表全聚焦一例一休。勞動部長林美珠說，檢查期將以輔導為原則，但高違規

及高風險還是會罰。

昨第二季基本工資審議小組會議，原本應是討論基本工資相關事宜，但話題全都

圍繞在一例一休，資方代表會中再提一例一休缺乏彈性，盼重修勞基法。

據了解，林美珠未直接回應資方修法訴求，僅說一例一休新法上路後，一定會有

磨合期，前幾日勞動部職安署人員到發生工安意外的宜蘭燿華電子現場勞檢，還發現

業者根本不了解一例一休內容，甚至誤以為平日加班費也都須比照休息日，給予勞工

加碼加班費，可見一例一休上路雖已近半年，宣傳與輔導仍不足。

林美珠表示，下月雖進入檢查期，但將以輔導為原則，宣傳與輔導並重，高違規

及高風險當然還是要罰，罰完後會入場輔導，確定企業是不清楚法令還是知法犯法。

勞方代表則反擊資方表示，勞基法原本就有變形工時條文，無論是雙周、四周或八

周變形，都可解決目前企業面臨的人力調度問題，反對提升勞工福祉的一例一休再修法。

學者代表之一的台灣大學國家發展所副教授辛炳隆認為，一例一休最初目的是為

增加勞工福祉，未來若再修法，政府「解決目的為何」，不能只考量資方立場，政府應

站在中立態度，透過座談、問卷等調查方式，找出資方負擔起的加班費價碼，解決勞

工因一例一休失去加班機會、收入銳減等問題。

勞方代表以今年各項經濟指數、景氣預期好轉等現象，建議今年基本工資應調高，

但資方代表說一例一休成本增加，應考量國內中小企業是否能負擔。學者代表認為，

基本工資和一例一休「兩者沒有關聯」，「什麼元素都納入，會非常複雜。」

昨全國產業總工會理事長莊爵安在小組會議提及，今年各項經濟指數都是綠燈、

景氣預期好轉，又勞工受雇薪酬占比逐年降低，企業盈餘逐年提高，今年基本工資應

再調高。

據了解，資方提及國內九成五的企業是中小企業，應考量其負擔，且一例一休政

策也造成人事成本增加。但莊爵安反駁說，「一例一休與基本工資是兩碼子事」，基本

工資是解決低薪方法之一，提升基本工資是盼照顧最基層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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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勞工新聞：一例一休 (4)

勞團不滿繼續輔導 盼訂落日條款
 ▌ 2017/06/30  聯合報 記者董俞佳／台北報導

一例一休政策明天進入檢查期，但除

了一例一休新制部分會繼續輔導，連違反

過去勞基法舊有規定者也以輔導為主，勞

團及學者認為「這態度不負責任、也不妥

當」。

全國產業工會理事長莊爵安說，一例

一休新法政府已給半年宣導、輔導期，但

因宣導不夠，企業還不熟悉，檢查期不會

一開始就開罰，這樣的決定還可接受，但

如果連違反未發加班費等舊有規定也不開

罰，是不負責任。莊爵安還說，一例一休

也不能無止盡地輔導下去，應訂出落日條

款，業者若違法，應要求業者須要在一定

期間內改善。

文化大學法律系教授邱駿彥說，勞基

法施行已卅多年，既有規定後續勞檢違規

若也不裁罰，並不妥當，將嚴重傷害勞工

權益。

邱駿彥說，一例一休是要讓勞工有周休二日、能縮短工時，政策並沒有不好，但

缺少宣導緩衝期，政府既已祭出半年輔導期，現在輔導期也將結束，就應依規定，有

違法就要開罰。邱駿彥認為，執政黨擔心一例一休變成政治問題，但一拖再拖、沒有

執行能力的態度，反而會讓民眾對政府執政能力打問號。

高教工會組織部主任林柏儀說，違反勞基法是否要開罰，雖是地方權責，但中央

主管機關的態度很重要；政府定調前半年為緩衝期，後續就一定要貫徹、落實法律，

勞動部態度若模糊曖昧，會導致地方也不會堅決依法行政處理。

 S 縮減工時一直以來都是全產總極力主張的

訴求之一，在一例一休議題上，也堅持捍

衛勞工工時權益。(圖片/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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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勞工新聞：一例一休 (5)

加班採工時銀行 勞團反對
 ▌ 2017-06-29  聯合報 記者呂思逸、沈婉玉/台北報導

勞動部今將與各地勞政行政首長會面，討論一例一休檢查期方針，昨則傳出行政

院重修勞基法的修法方向。勞動部高層昨不願回應修法方向，勞團則反對加班工時的

工時銀行制度，質疑資方以一例一休借題發揮，就是想節省成本。

團結工聯秘書長黃育德說，早在一例一休修法時，就有立委曾提出加班時數的工

時銀行制度，當時團結工聯與許多地方產業工會就已發動反對連署，目前全國九十個

工會連署反對。

黃育德說，德國工時銀行制度類似勞基法變形工時制度，讓工時在一定時間可挪

移、安排。資方借題發揮，藉此減少營運成本，強調加班工時銀行制度若上路，後果

將比一例一休更嚴重。

電資工會秘書長林名哲也說，就只是冠上工時銀行名義，純粹想放寬加班上限，

強調國內「制度、環境都不一樣」，且根據 OECD報告，德國去年年總工時僅一千零

四小時，台灣卻超過二千小時，另國外勞資相較對等，工會有能力與資方談判，但國

內勞資失衡，工時制度最後恐是勞工過勞。

全國產業工會理事長莊爵安說，「勞動力不可以儲存」，若開放加班工時可配合資

方淡旺季，旺季時勞工一定過勞，衍生後果將不可逆，強烈反對修法。

世新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黃德北表示，「沒有工會做基礎的勞資協商都是假的」，

不計職業工會，台灣實質工會入會率不到百分之八，質疑勞資協商要如何進行。

「德國可以勞資協商工時，是因為德國工會很強」，黃德北說，工會強，資方才會

遵守規定、落實協議，台灣工會入會率低，多數工會都很貧弱，勞資會議多半是資方

掌控，未來勞工權益恐怕看得到、吃不到，「又是一種轉移焦點的詐術」。

 �新聞辭典／德國工時銀行 存款概念

德國工時銀行制，最初起源是勞資雙方透過簽訂團體協約，約定包括正常工時及

加班工時如何使用。例如三個月或六個月內結清總工時，期間內工時可有彈性，不必

受每日或每月法定上限限制，勞工可某些日子少上班，將工時「存」起來，或某些日

子多上班，把工時「提」出來，換取後續集中休假，資方也可藉此因應淡旺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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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勞工新聞：勞保年金改革 (1)

政院通過勞保年金改革 
勞保費率每年提高0.5%到12%

 ▌ 2017/03/30  三立新聞記者  盧素梅 /台北報導

為了避免勞保年金破產，行政院會今 (30)日通過攸關勞保年金改革的《勞保條例

修正草案》，平均投保薪資採計期間將由目前 5年拉長至 15年，勞保費率則由現行的

9.5%，每年提高 0.5%，分 5年調升到 12%，勞雇雙方的保費都將增加，實施 5年後再

檢討費率。

根據勞動部擬定的草案，平均投保薪資採計期間將由現行最高 5年投保薪資平均

計算，逐年延長 1年到最高 15年平均計算。勞保費率則由現行為 9.5%，每 2年調升

0.5%，將改為每年調升 0.5%，到 112年時調升到 12%。

原本年金改革會議的版本，勞保費率是逐年調升到 18%，但由於資方與勞方強烈

反彈，因此，行政院會今天通過的版本只到 12%。總統府年金改革委員會副召集人、

政務委員林萬億表示，目前的調整已可讓勞保基金破產時間延後 20年，為保留調整空

間，5年後會再檢討費率。

另外，為了強化政府負擔最後責任，行政院也明訂每年將從預算撥補新台幣 200

億挹注勞保基金，保證每個人都領得到年金。

此外，也將採多元計算年金方式，訂定年金年資可攜帶制度，勞保年資可併計其

他社會保險年資，包括軍、公、農、國保，合計滿 15年且年滿 65歲時，就可請領勞

保年資部分的老年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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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勞工新聞：勞保年金改革 (2)

51年次後 65歲才能領 
勞保年金 請領年齡向後延

 ▌ 2017/05/06  蘋果日報  邱琮皓／台北報導

勞保年金請領年齡，明年上調至 61歲！依《勞工保險條例》現制，勞保年金上路

第 10年（2018）起，法定勞工保險老年給付的請領年齡向後延 1歲，從 60歲延至 61

歲才能請領，而未來將每 2年再延後 1歲、直到請領年齡增至 65歲為止，亦即在民國

51年（含）以後出生、現在 55歲以下的勞工，都要到 65歲才能開始領勞保年金。

據勞動部勞保局統計，目前請領勞保年金的人數已超過 93萬人，而向後展延年金

的人數比提前領、正常請領年齡請領的人數更多，約占 6成。

勞動部勞保局局長羅五湖指出，因為《勞基法》中的強制退休年齡是 65歲，很多

勞工到了 60歲時，還在工作、也不會為了請領勞保年金而退休，所以延後請領的勞工

中，以延後 5年領請的勞工最多。

勞保年金 2009年上路時，《勞保條例》規定，請領勞保年金年齡為 60歲，從第

10年起提高 1歲後，每 2年提高 1歲，直到請領年齡增至 65歲為止，以明年為第 1

年調整請領年齡起推算，2026年起請領年齡將達到 65歲上限。

從出生年次來看，46年次以前的勞工請領年齡是 60歲，但 47年次的勞工雖然明年

屆滿 60歲，仍要配合法定請領年齡延後、要到後年 2019年滿 61歲才能領，依此類推，

48年次請領年齡為 62歲、49年次為 63歲、50年次為 64歲、而 51年次以後都是 65歲。

雖然法定請領年齡向後延，勞保年金另訂可以提早請領和延後請領機制，勞工可在

符合法定請領年齡前 5年，就能提前請領年金，而提前領的減給年金，每提前 1年、給

付金額將減額 4％，而被保險人也能展延年金，每延後 1年將增額 4％，最多增給 20％。

在 2009年勞保年金施行之後，「老年給付」分為 3種給付項目，包括在 2009年以

前已有保險年資者可請領的「一次請領老年給付」；年齡達請領年齡、保險年資未滿 15

年的「老年一次金給付」；以及年齡達請領年齡、保險年資滿 15年的「老年年金給付」。

勞保局表示，勞保老年給付又與勞工退休金不同，勞保老年給付是根據《勞工保

險條例》提供的一項社會保險給付，而勞工退休金則是依照《勞基法》規定，雇主應

給予員工的退休保障。而勞退金在 2005年 7月實施勞退新制後，從雇主一次給予退休

金的方式，改為雇主幫勞工按月提繳每月不得低於 6％的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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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勞工新聞：勞保年金改革 (3)

勞保年金改革 
學者：不能只在財務邏輯打轉

 ▌ 2017/05/01  蘋果日報  記者符芳碩 /台北報導

立法院衛環委員會今就「勞工保險年金制度改革修法」召開公聽會，廣邀學者專

家表達看法，全國教保產業工會理事郭明旭強調，年金改革不能在「多繳、少領、延

後退」等財務邏輯打轉，應該去談國家和資本家責任，並建立基礎年金制度。政府現

階段年改政策反其道而行，將經濟安全責任推回個人及家庭，恐讓更多弱勢者落於社

會安全網之外。

郭明旭也指出，延長平均年資採計期間，將會讓不穩定就業者、特定職業受到影

響，目前勞保年金給付標準，也無視勞動市場上性別與階級不對等的問題，不利弱勢

和女性勞工累積高額年金。他舉例，「幼教台會有香蕉哥哥、蝴蝶姊姊，卻不可能有鳳

梨大嬸」，因此年紀一道，就有年資中斷可能。因此，在年金制度尚未作完整規劃前，

反對政府延長平均年資採計。

婦女新知基金會秘書長曾昭媛則說，政府提出年改方案，卻只關注 10%退休軍公

教，逃避其餘 90%退休老人保障不足問題。她也指出，年金關鍵結構問題，是在老年

化趨勢下，未來年輕人不可能養這麼多老人，應該增加工作人口，提高生育率、婦女

勞動參與，呼籲各黨立委屏棄成見，建立真正社會正義制度。

政大法律系教授郭明政則說，政府不能以勞保破產恐嚇人民，並拿勞退基金買股

票、賭博。凱基銀行企業工會理事長方姚駿更痛批，政府要拿 8800億做經濟建設，卻

不撥補勞保，「這不就是財政問題嗎？」他強調，若每個勞工多領 3千元，絕對是拿去

花掉，不會存起來，「這也是促進經濟」，政府若要改革，「不能改惡，只能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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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勞工新聞：勞保年金改革 (4)

勞保年金若修惡 勞團：抗爭到底
 ▌ 2017/05/01  自由時報  記者吳柏緯 /台北報導

全台超過 100個勞工團體今天走上街頭，

並提出了 5大訴求，分別是「各行各業全面適

用勞基法」、「禁止勞動派遣」、「勞保年金維持

現制」、「工時工資全面保障」、「勞工團結組織

工會」。

由於年金改革相關草案正在立院審議，勞

團此時拋出維持現制勞保年金的訴求，引起不

少討論。遊行總領隊、全國產業總工會理事長

莊爵安表示，勞保年金當然可以改，但是應該

顧慮勞工與公教人員職業性質的不同，不應該

改惡。

莊爵安說明，這次勞保年金改革中有 2項

變革，分別是將勞保退休金年資採計從現行的

60個月拉長至 180個月、保費從現行每 2年增

加 0.5%改為每一年增加 0.5%，不但增加勞工

在職時的負擔，而且現在的月退休金已經很低

了，未來恐將更嚴峻。

莊爵安認為，勞保年金在政府沒有任何撥補的情況下已經穩健實施 8年，而且目

前勞保基金仍有 6900億，並沒有破產疑慮，政府這個時候拋出這個議題是恐嚇勞工、

造成對立。他表示，勞團認為應經過充分討論與評估，5年後再來討論相關的改革措

施。

對於勞保年金維持現狀的訴求，勞動部次長郭國文表示，目前每年保費收入只有

270億左右，但每年支出將近 400億，處於入不敷出的情況，為了保障勞工的老年生

活，因此必須要改革。

不過對於勞動部的說法，勞團顯然不能接受。發起遊行的五一行動聯盟強調，若

是政府執意要將勞保年金修惡，將會發起更大規模的抗爭行動。

 S 2017五一勞工大遊行總領隊全國產業
總工會莊爵安理事長，於遊行中受訪

表示反對勞保年金改惡，呼籲政府站

在捍衛勞工年金權益之立場，謹慎檢

討當前改革方案。(圖片/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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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勞工新聞：2017五一勞工大遊行 (1)

五一遊行爭勞權 訴求反剝削要保障
 ▌ 2017/05/01  中央廣播電台  劉品希編輯

今天 (1日 )是五一勞動節，一年一度的五一大遊行下午在總統府前凱達格蘭大道

登場，勞工團體高喊「反剝削，要保障」，並提出五大訴求，遊行隊伍更首次以資方團

體總部大樓做為終點，象徵向老闆「宣戰」。

 S 來自全台各地各行各業的勞工與勞團，五一當天聚集於凱道，以『反剝削！要保障！』的怒

吼，揭開遊行序幕。(圖片/聯合報)

『(現場原音 )反剝削！要保障！』由全國各地工會、工運團體及社運團體等共同

組成的「2017五一行動聯盟」1日下午在凱道集結，發起五一大遊行，今年遊行主題

為「反剝削，要保障」，勞工團體提出五大訴求，包括一體適用勞基法、正規雇用禁派

遣、縮減工時漲工資、勞保年金維持現制、勞動三權完整保障。

五一行動聯盟指出，蔡英文總統當初提出勞工六大政見，包括縮減工時、扭轉低

薪、支持就業、保障非典勞動、照顧職災勞工、鼓勵籌組工會，但蔡政府執政將屆滿

一年，卻令 900萬勞工大失所望，不但屈服資方的要求，砍掉勞工 7天國定假日、通

過「一例一休」，甚至在年金改革法案中砍勞保年金，讓勞工的退休生活更加艱困。

五一行動聯盟總領隊莊爵安說：『(原音 )我們今天的兩大訴求，反剝削就是要改善台

灣勞工的勞動條件，保障我們勞工的基本生活。另外一個，我們要爭取合理的年金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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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保障我們的老人收入，以

免老人陷入貧窮，我們希望能

全面提升台灣勞工在勞動、就

業、老年的生活保障。』

五一行動聯盟也邀請立法

院各黨團到現場回應訴求，包

括國民黨、親民黨與時代力量

都有立委到場，唯獨民進黨缺

席，引發勞團不滿，譴責民進

黨。

遊行隊伍在下午 2 時集結

完畢後便從凱道出發，朝向「全

國工業總會」、「全國商業總會」、「工商協進會」總部大樓前進，揚言要向這些老闆們

「宣戰」。歷年五一遊行多以凱道、立法院、勞動部、執政黨中央做為起點與終點，今

年五一遊行首次以資方團體總部大樓做為終點，象徵要向老闆們「算帳」。

 S 遊行隊伍沿信義路朝工商總辦公大樓前進。(圖片/自由時報)

 S 除民進黨立院黨團外，國民黨、親民黨與時代力量等

立院黨團皆派立法委員出席活動，現場回應勞方訴

求。(圖片/風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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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勞工新聞：2017五一大遊行 (2)

五一勞工遊行 萬人怒吼爭勞權
 ▌ 2017/05/02  自由時報 記者吳柏緯、鍾麗華 /台北報導

一年一度的五一勞工大遊行昨天登場，近萬名來自各地的勞工走上街頭。今年除

要求政府改善勞動環境，抗議隊伍也到位在捷運大安站附近的工總、商總辦公室，強

調抗議對象也鎖定企業資方。勞團批評，總統蔡英文上任將滿一週年，但至今不願面

對選前提出的勞動政見，且積極向資方靠攏，勞工因而走上街頭要求「反剝削、要保

障」，爭取屬於自己的權益。

 S 今（2017）年五一勞工大遊行罕見地以雇主團體為目標，自凱達格蘭大道遊行
至工商總辦公大樓前，丟擲空瓶罐象徵向慣老闆宣戰。(圖片/橘報)

勞團批政府積極向資方靠攏

勞團提出五大訴求，分別是「各行各業全面適用勞基法」、「禁止勞動派遣」、「勞

保年金維持現制」、「工時工資全面保障」、「勞工團結組織工會」。

遊行總領隊莊爵安表示，這次勞保年金改革有兩項變革，分別是將年資採計從現

行六十個月拉長至一八○個月、保費從現行每兩年增○．五％改為每一年增加，不但

增加勞工在職時的負擔，且目前年金已經很低，未來將更嚴峻，都應再討論，否則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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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起更大規模的抗爭行動。

勞動部次長郭國文強調，目前勞保年

金每年保費收入只約二七○億，但每年支

出將近四百億，如果不改革，未來虧損破

產就是必然，政府規劃自二○一八年起，

每年撥補兩百億元挹注勞保基金，都是希

望讓勞保基金改革可以減少影響，更有效

緩解虧損壓力。

總統：勞動條件確實在進步

針對勞工大遊行，總統蔡英文昨透過

臉書強調，「改革雖然不會一步到位，但是

我們前進的步伐並不小」，這一年來，除全

面落實週休二日、提高加班費，政府也修

法讓年輕的新進勞工有特休假，特休沒有

休完，雇主必須照發薪資。台灣的勞動條

件，確確實實在進步，另在限縮責任制部分，政府會嚴格把關，落實審查機制。

工商團體：快檢討一例一休

蔡總統說，執政團隊會繼續努力，一方面改善勞動條件，一方面促進產業轉型，

雙管齊下，讓所有的勞工朋友尊嚴工作、安心生活。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理事長賴正鎰表示，今年勞工團體沒有針對一例一休上路

後窒礙難行部分，像是休息日的加班基礎，企業成本過重，應該提出要求讓政府重新

修訂。

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秘書長范良棟指出，勞資雙方對一例一休都不滿，表示制度

有調整的空間；政府應把問題整合起來重新檢討並調整。

 S 勞動部針對2017五一勞工團體提出的五大
訴求，做出官方回應。(圖表/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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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勞工新聞：2017年五一特輯 (1)

五一勞動節的血淚由來
 ▌時代雜誌 (Time/History)  2017.05.01  Lily Rothman 報導 

長久以來，五月天存有兩個矛盾意涵。一方面，對北半球國家人民而言，是迎接春

天、鮮花與舉行立柱節慶的好時節，但對世界各地的勞動者們來說，卻是團結、抗爭的

時候。不過在美國，官方勞工節訂在九月，許多州通常會選在星期一舉辦活動慶祝。

勞動節怎麼來的？

正如許多歷史上意外的糾結，時代雜誌指出，對生處 1929年仍帶有老舊思想的人
民來說，五月天讓人聯想到鮮花、青草、野餐、孩童與潔淨的衣裳。不過，那些積極

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者，卻認為，點綴五月天的是演說、遊行、炸彈、磚頭，與出

於良心的暴力。這樣的對比是怎麼產生的 ?可以追溯到 1886年的那個五月天，20萬名
美國工人策動了一場全國性的罷工，爭取每日 8小時工時標準。

1886年的這場勞工運動，不只是一般罷工，事實上，這是構成著名的 Haymarket
事件的重要環節之一。當時芝加哥與其他州的工會抗議者聯合發動每日工作 8小時的
抗爭活動，抗議持續了數天後到了 5月 3號，在 McCormick Reaper收割機廠的罷工開
始變得暴力，為了矯正局面，隔天一場和平會議在 Haymarket廣場召開。但怎料情況
反而變得更為激烈，以下是時代雜誌於 1938年所作的回顧報導：

1886 年 5 月 4 日晚間 10 點出頭，一場暴風雨正席捲芝加哥。原本兩小時前的
Haymarket廣場，尚有 3,000人聚集著聆聽無政府論者一面譴責警方粗暴，一面主張每
日工時 8小時。當雨開始落下後，場面逐漸變得冷清，只剩下幾百人還留在現場。原
本在附近待命，怕發生衝突意外的市長也返家就寢。當最後一位演講者即將結束他的

演說時，180名派遣警力從附近車站整隊進入聚會場所，停在離演講者數步之遙處，
隔離了講者與聽眾，接著警隊長命令群眾解散。正當演講者悲憤淚吼這是一場和平集

會之際，一枚炸彈在警隊隊伍中被引爆，造成 60名警員受傷、7人死亡。突如其來的
爆炸刺激警方開槍還擊，數名集會民眾當場遭到擊斃，而受傷的群眾多達 200人。於
是，Haymarket悲劇成了美國歷史上的一頁。

隨後 1889年，國際社會主義會議中宣布，為紀念 Haymarket事件，5月 1日將作
為專屬於勞工的國際節日，而這也是後來眾所皆知的國際勞動節。

過去在美國，節日的設定往往是基於冷戰早期的特殊反共考量。為避免與全球勞

工團結的氛圍有所連結，1958年 7月 1日，艾森豪總統簽署一份名為「五一忠誠日」
的假日法案，宣告該節日是確認人民對國家效忠並承認美國自由傳統的日子。

（本報導由編輯部自行翻譯，原文請見 https://goo.gl/iZ7H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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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勞工新聞：2017年五一特輯 (2)

全球五一遊行與示威抗議活動
 ▌   Atlantic 新聞集團  2017.05.02  Alan Taylor報導

  昨日（國際五一勞動節），全球各城市街道上湧進滿滿人潮，各種訴求團體（多數

是勞動權益促進團體）展開和平的示威活動，然而仍有部分團體採取較為激進的行動，

甚至是與警方發生衝突。讓鏡頭將我們帶莫斯科、芝加哥、巴黎、馬尼拉、紐約、聖

撒爾瓦多、聖彼得堡、哈瓦那、洛杉磯、伊斯坦堡、邦加羅爾、西雅圖、雅典、雅加

達、布宜諾斯艾利斯等現場，感受 2017年五月一日當天，全球各地勞工朋友們的熱情。

 S 美國洛杉磯。支持與反對川普的示威遊行民眾被警方築成的人

牆隔離開來。

 S 法國巴黎。年度五一團結

活動中，一群帽T青年為
了反擊鎮暴警察的催淚瓦

斯與警棍攻擊，朝警方丟

擲汽油彈，讓數名鎮暴警

察身陷火海，因而終止了

遊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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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薩爾瓦多。五一勞工遊行於首都聖薩爾瓦多舉行。

 S 智利聖地牙哥。五一當天進行示威抗議

的群眾與鎮暴警察發生暴力衝突。

 S 美國紐約。企圖從紐約時代廣場展開示威遊行

的民眾遭到警方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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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古巴哈瓦那。在五一遊行開始前，

一位高舉美國國旗衝入會場的民眾

遭維安人員架離。

 S 希臘雅典。由於國家財政緊縮政策，勞工在

五一當天採取較溫和的行動，數千名示威者於

國會前集結列隊，頭戴紅色安全帽高唱口號。

 S 印尼雅加達。五月一日數千名印尼勞工集結遊行，要求政府提高基本工資、禁

止外包勞務、提供免費健康照護服務，並提升所有工作者的勞動條件。圖為參

與遊行的勞工試圖移開鎮暴警察架設來阻擋遊行隊伍接近總統府的蛇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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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菲律賓馬尼拉。欲遊行到美國大使館的遊行民眾與警方發生推擠衝突。

 S 俄羅斯莫斯科。俄羅斯各工

會成員高舉氣球與旗幟，聚

集在紅色廣場（Red Square）
前進行示威抗議。

 S 西班牙馬德里。為慶祝國際勞動節，熱情的西班牙勞

工及群眾湧上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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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美國洛杉磯。為反對

川普的移民政策，工

會成員與勞工運動

者，聯合群眾走上街

頭。

 S 黎巴嫩貝魯特。五一遊行

中，超過2,000名支持黎巴
嫩共產黨的群眾高舉旗幟

參與遊行。

 S 美國加州舊金山。數千名遊行者塞滿市場街（Market Street）進行
抗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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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印度般加羅爾。印度勞工與各工會成員於五一當天著一

身紅裝走上街頭。

 S 土耳其伊斯坦堡。往塔克辛

廣場（Taksim Square）前進
的遊行隊伍遭到警方追趕，

一群人紛紛從「五一節快

樂，勞工團節快樂，祝願眾

人活在美好世界」的標語前

逃竄而過。

 S 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五一當天的國會前，民眾聚集高喊反政

府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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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導由編輯部自行編譯，原文請見 https://goo.gl/RYrgfc）

 S 美國芝加哥。身為國際五一勞動節發源地的芝加哥，五一當天舉行盛大

遊行活動。

 S 斯里蘭卡可倫坡。五一遊行活

動中，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支持

者，人民自由前線成員，以高

掛俄羅斯前領導列寧圖像的車

隊參與遊行。

 S 美國華盛頓。五一遊行隊伍高舉反川普訴求海報（我們

不是治理美國的人，但我們讓美國存在、我們走現身這

裡，是因為你在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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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勞工新聞：2017年五一特輯 (3)

五一示威抗議 預計萬人走上街頭
 ▌今日美國 (USA TODAY) 2017.05.01  Rick Jervis報導

全美各地數以萬計的抗議者將在週一走上街頭，發起眾多五一活動，抗議總統川

普的政策。 

五一勞動節，即大家所熟知的國際勞動節。過去這幾年，定調為捍衛勞動者權利

的五一活動於全球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但在美國，本週一的各項五一遊行活動，則多

半聚焦於移民人權、多性別意識（LGBT）與警察執法不當等議題。 

「今年所有團體都像遭到電擊。」來自非營利移民權益組織 CASA in Action 的 

Fernanda Durand 女士說道，該團體正籌劃在華盛頓市區舉辦一場萬人遊行。「我們在

這個國家的存在受到唐納 ?川普的質疑，我們厭倦了被醜化及被當作代罪羔羊，我們

已經受夠了。」 

「針對移民者權利，有個名叫 "高舉保護傘（Rise Up umbrella）"的社會運動已在
41州、超過 200個城鎮，組織了 259個訴求活動，而我們的行動正是其中的一部分。」
Durand女士繼續說道。

另個號稱 "跨越當前（Beyond the Moment）"的行動結盟，正號召各推動族群正

義的團體，以及來自波特蘭、俄勒岡到邁阿密等州，超過 50座城市的示威運動人士，

一同來進行遍地開花的訴求行動。 

另一位來自華盛頓的組織運動者 Erick Sanchez 先生則表示，從今年三月份的女權

遊行，到抗議氣候變遷的許多組織運動中，他看見了不同社會團體的融合，而這股凝

聚力量將在本週一達到高潮。 

「這真的有種我們是在同一條船上的感覺。」他形容，「對一個人的抨擊就代表對全

體的挑戰。」 

川普在週五發表聲明提醒，於美國冷戰時期創設的五一「忠誠節（Loyalty 

Day）」，是「認清並重申人民對國家的忠誠」的日子，全美政府機關應懸掛美國國旗，

而學校也應遵循節日傳統，舉辦紀念活動（編輯推測，他想表達的是這天不是用來進

行示威抗議的）。 

儘管自美國第 34任總統德懷特 ?艾森豪威爾於任內做出「忠誠節」聲明以來，往

後每一任美國總統皆對「忠誠節」發表過公開聲明，但今日川普的「忠誠節」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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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被批評者逮到機會，在社群網路上進行一連串批評和撻伐。 

「他們（指川普政府）說「忠誠節」的意義在於 "維護每一個人與生俱來的尊嚴
"，就在公佈可驅離者（removable aliens）檢舉熱線（此指 VOICE，移民犯罪受害者援

助）專線的幾天後。」@LibyaLiberty 

「如果我是全世界最糟糕的總統，或我想讓反對我的人看起來像個叛國賊，我就會

宣布 5月 1日是「忠誠節」。」@Onision 

五一源自於兩千年前異教徒宣布春天到來的節慶，現今已然演變為捍衛勞工權益

的國際性節日。但真正讓國際勞動節得以成立的，其實是 1886年 5月 1日，因爭取一

天工時八小時而在芝加哥舉行的一場罷工活動。 

「爭取足夠休息時間，一個很明顯我們現在無法擁有的東西，在過去一個世紀

以來，一直都是移民勞工運動者的共同心願，也就是當時的 "三八口號 "，八小時

工作，八小時睡覺，八小時屬於自己。」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歷史教授 Nelson 

Lichtenstein和該校工作、勞動與民主研究中心主任 Santa Barbara於 2006年的論文中

提到。

爾後數十年，美國（移民）勞工陸續發動示威運動，包含 1967年阿拉伯勞工透過

罷工表達對美國在第三次中東戰爭中支持以色列的不滿，以及，因馬丁 ?路德 ?金二

世被突襲暗殺而引發的百萬黑人勞工抗議行動。 

五一運動的重心聚焦於移民議題的明顯事證發生在 2006年。當時，聯邦政府立法

將非法留居美國的移民以重罪犯論，便引發百萬名移民走上街頭抗議抵制，其中近半

數來自於工商業重鎮芝加哥。

雖然後來以捍衛移民（工）權益為號召的五一活動逐年減少，但預計在川普簽署

侵害移民權利的行政命令的推波助瀾下，本週一由眾移民團體主導的抗議運動將再度

升溫。 

華盛頓組織運動者 Durand 女士宣稱，她所組織的隊伍將以杜邦圓環為起點，一路

遊行至白宮附近的拉法葉廣場，最後以移民與民選官員的演講活動作為活動最後的高

潮。此外，因其他團體的加入，預計遊行人數可以達到數萬人，同時活動現場周遭超

過 200家移民者創設的企業行號也將休市。 

Durand 女士說，「為了那些生活被踐踏的人們，我們將向外界展現齊心一致的發

聲力量。」。 

（本報導由編輯部自行翻譯，原文請見 https://goo.gl/p6f7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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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勞工新聞：2017年五一特輯 (4)

臉書(Facebook)開放旗下員工 
五一走上街頭

 ▌Mashable網路新聞公司  2017.04.28  Nicole Gallucci報導

面對今年即將到來的國際勞動節，臉書（Facebook）公司開放旗下員工參與反川

普遊行。

根據彭博社（Bloomberg）報導，Facebook 於四月十四日透過公司內部論壇宣布，

全美員工們在五月一日當天，可以自由休假去參加各種反川普移民政策的示威集會。

「Facebook 致力於營造一個具包容性的工作環境，這表示員工可以自由表達自己的

觀點。」Facebook 發言人向本報表示。「我們支持員工展現對國際勞動節的認同，同時

也支持他們透過行動來提升對安全與公平就業條件的維護意識。」

據報導，此項政策讓 Facebook 員工可以不必事前告假，且對於提供 Facebook園

區保全、大樓養護清潔或其他勞務服務之合作廠商，若侵害法定授予勞工的和平組織

權利，Facebook承諾會重新檢視與他們的契作關係。

Facebook 自知自身捲入川普競選期間戲劇性的「假新聞革命」風暴，公司已積極

採取措施來防堵偏誤報導在 Facebook網站上的散佈。早在今年二月份，Facebook就

推出新軟件，幫助 Messenger用戶輕鬆搜尋鄰近的示威集會活動。

自從川普上任以來，社群媒體平台只是眾多科技公司用來表達對其移民政策不滿

的眾多管道之一。

今年一月份，超過 2,000名 Google員工停止工作、走上街頭抗議川普以行政命令

拒絕來自特定穆斯林國家的難民進入美國。而在今年二月份，Facebook也聯合 90多

家科技公司，共同向美國法院遞交意見書，反對川普的「穆斯林人民（含難民）入美

禁令」。

此外，近期三月份，面對川普再次提出先前被夏威夷州立法院駁回的入美禁令

修法草案，含 Airbnb（全球線上住宿交易網路公司）、Lyft（交通服務網路公司）、

Pinterest（網路應用程式開發公司）與 Square（電子商務金融服務公司）等 50家旅遊

產業相關的公司，也團結起來，聯合向法院提出反對意見書。

（本報導由編輯部自行翻譯，原文請見 https://goo.gl/Jcw4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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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當前勞保年金改革進程與問題
 ▌政策部

自去 (105) 年 6 月起，歷經 20 次
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議，以及 4場區
域和 1場國家層級國是會議等社會對
話過程，加上期間總統府國家年金改

革委員會陳召集人與蔡總統數度召集

見國家層級工會領袖入府商議，勞保

年金改革依政府規劃之推動時程（下

圖 1），業已利用半年左右的時間完成
政策討論的階段性工作，正式邁入修

法階段。今（106）年 3 月 10 日，勞
動部擬定《勞工保險條例》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交由行政院審議，同（3）月
30日，行政院通過院會審議，提行政
院版《勞工保險條例》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交立法院審議。

勞保年金改革自去（105）年中起
推動至今，最近由行政院擬定並提立

法院審議的勞工保險老年年金制度修

法變革簡述如下。

 �新增：

1. 政府每年撥補 200億以上

2. 政府最終支付責任入法

3. 勞保與其他社會保險年資併計年金分計

 �變更：

1. 調高費率調升幅度至民 111年 13%（含 1%就保）

2. 延長平均月投保薪資至最高之 180個月

 �維持：

1. 請領年齡逐年延長 65歲併增 4%/歲之減額年金

2. 給付率 1.55倍（所得替代率）

3. 保費分攤比例

圖1 新政府年金改革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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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下表 1觀察行政院版修法條文之修訂內容，大致延續總統府年金改革辦公室於

今（106）年初所提變革要點，僅在費率調升方面的規劃與勞動部及年改辦公室的規劃

有微幅的調整。

回顧費率調升機制之變革規劃，原由年改辦公室與勞動部所提之 10年內調增至最

高 19%（含 1%就保），經行政院微調成自修法通過後施行年起，逐年調增 0.5%，五年

內調至 13%上限，後再針對費率進行檢討精算，重新規劃費率調整幅度。雖與原先政府

版本有所差異，但基本上調高費率調升水平的「多繳」原則仍不變。復以延長平均月投

保薪資採季期間的變革，一旦修法通過，勞工的年金投保行為與請領權益將大受打擊。

表1 勞保年金改革變革規劃內容之演進

年改辦公室提

變革要點

勞動部提

修法草案

行政院提

修法草案
工會訴求

106.01.19
陳召集人召開記者會公佈

變革要點

106.03.10
擬勞保條例修正條文

提行政院

106.03.30
審議勞保條例修正條文

並提立法院

政府撥補

(分五年，每年200億)
修正條文第66條第2項：政
府每年至少撥補200億元。

通過勞動部版本 ✓ 政府撥補

政府最終支付責任入法
修正條文第69條：明訂政
府負最終支付責任。

通過勞動部版本
✓ 政府最終支
付責任入法

保險費率 (不含就保 )由
9.5%逐年升至18%
民107~111年年增0.5%至
12%；民112~117年檢討
後年增1%至18%止。

修正條文第13條：施行年
起始費率(含就保)為11%，
逐年增0.5%至13%止。後
若精算不足則年增1 %至
19%。

部分修正勞動部版本：

自費率11%起年增0.5%
至13%止，後依精算結
果再行檢討並規劃調

整。

▲ 維持現制，
五年後再行

檢討

平均月投保薪資採計期間

漸增至180個月
(原為最高60個月)

修正條文第19條：由施行
年翌年之最高60個月年增
12個月至最高180個月。

通過勞動部版本
X 維持現制
(最高60個月)

勞保與其他社會保險年資

併計年金分計

修正條文第74條之2：老年
年金給付年資併計年金分

計。

通過勞動部版本 (略)

請領年齡(增減額年金)
維持現制

未做修法變動 (略) ✓ 維持現制

給付率1 .55倍 (所得替代
率)暫不變動

未做修法變動 (略)
✓ 維持現制
 (1.55倍)

保費分攤比例暫不變動 未做修法變動 (略) ✓ 維持現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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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行政院版之修法草案，勞保年金改革之推動期程安排依序如下（表 2）：

 y 去(105)年為改革推動年。

 y 今(106)年為改革修法年。

 y 明(107)年為改革施行年。

 y 民國111年(費率新制施行五年後)為費率檢討年。將依精算檢討結果規劃自民國
112起再次進行費率調升機制之調整。

 y 民國115年達成請領年齡延後至65歲之調整目標。

 y 民國117年達成平均月投保薪資採計期間延長至180個月之調整目標。

表2 勞保年金現行規定與行政院修法草案之施行期程對照表

觀行政院版審議通過之修法草案，對照本會參與勞保年金改革推動過程以來，一

貫的改革主張：『儘速履行政府撥補與最終支付責任入法，並維持勞保現行制度，至 5

年後（民國 111年）再行檢討』，可說是部份達成本會訴求（參見表 1），新增了政府

撥補與最終支付責任相關修訂條文，並維持現行請領年齡逐年延長併增減額年金、給

付率 1.55倍和保費分攤比等制度規範，惟於費率與平均月投保薪資採計期間這兩項直

接涉及勞保財務面的規定，仍作了大幅調整，直接加重勞工的納保負擔，且威脅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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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金領取權益。不禁讓廣大勞工憂心，原本就接近內政部公佈之中低收入戶收入標

準（17,172元）的年金水平（16,532元），在改革後會更為下滑。

面對當前政府勞保年金改革工作的推進，本會持續向政策制訂者與社會大眾溝通

對話，爭取符合公平正義且保證適足年金的勞工年金保險制度。以下針對行政院所提

之費率調升與採計期間延長等變革潛在的問題與衝擊，本會概從制度面與實務面進行

探討，並於文章最後試圖提出相關建議，促進我國勞保年金改革朝正義且良善的方向

推動。

一、調高費率衍生的問題  

制度面論，國家勞工保險並不是私一般私人商業保險，原則上即不適合以基金盈

虧精算來設定收支標準。若以「完全提存準備」標準來精算費率設定，實不符公共社

會保險「隨收隨付制」之運作原則。

多位國內外學者專家表示，不同於私人商業保險，國家性社會保險之運作原則乃

以當年度收入支付當年度給付。費率計算上通常以當期給付之預估來決定當期應收之

費率標準，鮮少見到以商業保險基金精算的方式來設定費率。例如，美國社會安全保

險的費率，由聯邦政府視每年生活成本調節指數（COLA）的變動而調整，並非單就基

金盈虧而定。又如，德國雖有依保險準備金逐年檢討費率之調整機制，但準備金水平

僅設為 6天（0.2個月），且當預測年度收入大於支出之順差達 1.5個月時，還會調降

費率！反觀台灣政府，竟還欲以 30年到 50年間基金完全提存準備下不破產之標準來

談費率調升？！將如何服眾？？

復從實務面思考，以「完全準備精算」結果主張費率調升，其衝擊，雖如部分社

運與工運人士所言，對勞工新增的保費成本並未如雇主來得多，理想上雇主將會多繳

一些錢來建構勞工老年保障。但論者忽略，我國雇主普遍成本規避心理強大，且現實

中也一再頻繁看到各種成本規避手段的出現，如氾濫的高薪低報現象，於此現況下，

極可能使費率變革如圖 2所示，連帶衍生多面向的勞動條件下滑（外溢衝擊），降低整

體勞動與就業權益的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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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勞保費率對勞工產生之直接與間接(外溢)衝擊因果圖

有國內勞動法律學者分析，勞保保費於勞動生產的給付本質上，係屬「勞動成本」

之主構成，為雇主僱用勞工所需負擔之給付，同時我國法律也明訂雇主之支付義務。

引此，廣義而言，法定雇主分攤的勞保保費，確實為雇主支付給勞工的給付項目之一，

屬勞務對價的一部分。

另依 OECD「單位勞動成本」的概念，在單位勞動成本固定的情況下，雇主保費

成本的增加，便可能透過節約其他支付成本的作法來因應。因此，ILO指出，勞動成

本結構的變動，對薪資協商，以及就業、調薪與其他社會政策的影響不可小覷。現實

中，勞保費率提高的成本，很可能會間接轉嫁到勞工身上，衍生諸多外溢衝擊，多面

向減損勞工勞動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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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多數勞工會反對調高勞保費率，不完全是出自於對保費成本負擔的考量，

而是擔憂雇主成本規避行為下，不僅沒讓雇主多繳點錢，反而使各方面的勞動條件間

接受到衝擊，其衍生之損失與成本，遠超過帳面上每個月多幾十塊的自付保費額。

二、延長平均月投保薪資採計期間衍生的問題  

勞工薪資不若公教人員，並非呈現可預期的穩定成長趨勢，尤其在當前薪資凍漲

甚至倒退的情勢下，採計期間的延長勢必稀釋勞工能領取的年金。因而有學者評論，

在變動的勞動就業市場中，「薪資恆定成長」並不常見。此外，婦女或非典型就業者

（派遣、部分工時、定期契約工）等弱勢勞工，其薪資條件相對不佳，且多在低薪底層

浮動，其年金保障將更受採計期間延長的衝擊。

參照 OECD國家經驗，年金給付的設定，採用的計算參數越完備，越能如實呈現

一個勞工終其職涯所對應的平均薪資水平，進而計算出「合理的」年金給付金額，避

免單一或少數參數，因調整變動而對整體年金給付造成過於嚴重的衝擊。惟比較台灣

與 OECD多數國家的年金計算公式，發現我國僅以給付率和薪資採計期間為計算參

數，並未考量經濟環境、就業市場與勞工收入波動等影響因素，致使採計期間此一參

數對整體年金給付的影響力過於強烈（圖 3），且未能導出合宜的採計薪資，勢必衝擊

最終的年金請領金額，引發勞工的不滿與對變革的抗拒。

圖3 我國與國外年金給付計算公式之設計差異

取勞保局 104年度「勞工保險普通事故保險費率精算及財務評估報告書」的資料

來驗證，可看出採計期間與平均月投保薪資呈負相關，且影響隨採計期間延長的幅度

而加劇。

當採計期間延長至最高 132個月時（五年後），所有被投保者的平均月投保薪資皆

受衝擊而下滑，平均減幅 6.34%，若延長至 144個月，平均減幅來到 7.09%，其中尤

以 20至 30歲與 50至 60歲等兩個區間內的勞工最受影響（圖 4）。如此，因採計期間

延長而金額縮水的平均月投保薪資，將如何維持合宜的年金給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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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勞保局採計期間延長對103年平均薪資影響之增減比率概算表

後，以去（105）年底統計數據來觀察，當前多數台灣勞工已處在低年金風險中，

平均月領 16,532元，尚低於內政部公佈之台灣區中低收入戶標準 17,172 元，且有

126,936名領取老年給付之勞工，領不到內政部所訂之最低收入水平 11,448元（參照

比對表 3與圖 5）。倘若採計期間一經延長，將使原本就領不多的勞工，領得更少。政

府信誓旦旦說要保障勞工老年生活的承諾，恐淪為空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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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勞保年金領取金額級距人數分佈

領取金額級距 全體 受僱勞工 職業勞工

5000元以下 9,846 7,875 1,744
5001-10000元 117,086 48,114 60,854

10001-15000元 217,963 73,157 134,751
15001-20000元 303,543 102,116 194,745
20001-25000元 176,384 75,507 97,958
25001-30000元 40,044 28,881 10,537
30001-35000元 16,127 14,992 978
35001-40000元 3,351 3,241 65
40000元以上 137 127 4
合計 884,481人 354,010人 501,636人

平均領取金額 16,532元 17,449元 16,058元

圖5 勞保年金領取金額與內政部105年度低（中低）收入戶收入水平之比較

三、本會參與勞保年金改革之訴求立場與建議 

總結來說，本會站在勞工立場，一路參與國家勞保年金改革運動，始終站在捍衛

勞工權益之一方。觀當前勞保年金改革進程，發現主要問題乃在於普遍低年金的風險

威脅尚未被移除，勞工對未來老年生活感到不安，因而才會對勞保年金在繳納面與給

付面的變革調整有較敏感的反應與質疑，甚至抗拒變革，凸顯，這不僅是攸關台灣千

萬勞工的老年經濟生活安全，更考驗政府對制度變革管理的心態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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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會強烈建議，在費率提升的外溢衝擊與採計期間延長造成的低年金風險等問

題尚未經過審慎評估與檢討，勞工疑慮尚未解除之前，政府應持守勢，依現行費率調

整機制來運作勞保基金，並暫緩平均月投保薪資採計期間延長的執行，避免收支面的

大幅變動對勞工造成無法預測的變革衝擊。

誠然，兼具年金適足性與基金穩定性的改革工作，是當前眾多施行年金保險制度

的國家普遍面臨的嚴峻問題，但不代表政府可以因此繞路而行，便宜行事地用降低年

金適足性來換取基金的苟延殘喘，這樣的零和作法，不是一個工業民主國家該出現的

政策選項。反倒是應該從提升基金管理績效、活化就業市場、促進薪資成長、穩定經

濟發展等相關面向，進行強化，把利益的餅做大，如此才能有充分的社會與經濟環境

來推展年金保險制度的改良。改革實務上，政府未來若要著手規劃調整費率或重設平

均月投保薪資採計期間，應參酌國外制度與實務經驗，循國家社會保險設立的衷旨與

其制度本質，朝建構「適足且穩定供應」的國家老年年金此一改革方向邁進。

資料來源

 y 美國社會安全局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https://www.ssa.gov/oact/cola/cbb.
html.

 y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015)。勞工保險普通事故保險費率精算及財務評估報告書。
http://www.bli.gov.tw/sub.aspx?a=fH%2BmkR3F6zQ%3D。

 y 德國養老保險局  ( D e u t s c h e  R e n t e n v e r s i c h e r u n g ) ,  h t t p : / / w w w. d e u t s c h e -
rentenversicherung.de/Allgemein/en/Navigation/englisch_index_node.html.

 y 總統府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 (2017)。勞工年金改革相關修法草案。

 y European  Commiss ion  (2015 ) .  ADEQUACY AND SUSTAINABILITY OF 
PENSIONS. http://ec.europa.eu/europe2020/pdf/themes/2015/adequacy_sustainability_
pensions_20151126.pdf.

 y http://pension.president.gov.tw/Content_List.aspx?n=F33873F3FF13A38E。

 y ILO -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http://www.ilo.org/stat/lang--en/index.htm.

 y OECD - Glossary of Statistical Terms, https://stats.oecd.org/glossary/index.htm.

 y Richard Hemming (1998). Should Public Pension be Funded?. IMF Working Paper 
9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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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包災難：揭穿大剝削時代商品與服務背

後的真相，透視資本詭計的高CP值迷思

原文： Out of sight: The Long and Disturbing 

S to ry  o f  Corpora t ions  Outsourc ing 

Catastrophe

作者： Eric Loomis

譯者： 陳義仁

出版： 漫遊者文化

初版： 2017/06/06

定價： 新台幣400元

名人推薦

「艾列克．盧米斯將厄普頓．辛克萊的小說《屠場》全球化了。他揭露美國企業

外移的最重要原因是為了規避《屠場》那些書籍所催生的法規。或許《外包災難》

也能激發一場近似的運動，為全世界的工人、地球的環境發聲，以及我們這些穿著

『他們』製造的服裝、吃他們生產的香腸的一般大眾。」── 詹姆斯．洛溫（James 

Loewen），《老師的謊言：美國高中課本不教的歷史》（Lies My Teacher Told Me）作

者。

「在這部精彩的產業史概論中，艾列克．盧米斯揭示了我們可以怎麼 -&mdash;

不，應該說我們必須 --為爭取像樣的工作、乾淨的環境而戰，只要別讓那些企業逃出

我們的『視野之外』。我們需要像企業一樣以全球為脈絡去思考、行動，迫使它們不

論到任何地方都要尊重公義。所有關心工作與環境的人都必讀此書。」--艾維雅．喬姆

斯基（Aviva Chomsky），美國麻州薩勒姆州立大學歷史教授，《移民如何成為非法》

（Undocumented: How Immigration Became Illegal）作者。

「本書向那些宰制我們生活的企業霸權提出嚴厲的譴責。艾列克．盧米斯讓我們看

到資本主義地理學是階級衝突的核心元素。」--安德魯．哈洛（Andrew Herod），美國

喬治亞大學特聘地理教授。

圖/博客來網路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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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不受限的權力高漲，在許多方面都成為災難，包括那 1％菁英威嚇我們 99％

所有人噤聲 -- 以免忤逆了主子 -- 的能力。本書所說的事既充滿悲劇性，也非常重

要。」--比爾．麥奇本（Bill McKibben），《在地的幸福經濟》（Deep Economy）作者。

「寫得好又資料廣博的一本書 ......揭示了職場災難與惡劣工作條件、疾病、環境災

難之間的諸多關聯。高度推薦！」--卡波納．阿克特爾（Kalpona Akter），孟加拉工人

團結中心常務董事。

「艾列克．盧米斯揭示了人類的系統仍然很殘破，而這是我們的星球，我們是它的

子民，尤其是那些最邊緣的角落，那裡的人正在付出代價。然而，只要我們採取集體

行動，一切仍有希望。」--賈桂玲．派特森（Jacqueline Patterson），「美國有色人種協

進會」（NAACP）環境和氣候正義計畫主任。

「詳盡、驚人的評論集，出自一位傑出歷史學者之手。」--約翰．尼可斯（John 

Nichols），《進步份子》雜誌（The Progressive）作家。

「《外包災難》出版得正是時候。艾列克．盧米斯揭示了社運份子該如何討回我

們的國家 --為了工人，也為了所有關切地球命脈的人。」--謝羅德．布朗（Sherrod 

Brown），美國俄亥俄州聯邦參議員。

「盧米斯是記述二十一世紀勞工運動的健將之一。他直言不諱、充滿才智、出手毫

不留情的風格，保證本書又是一本令人激動的作品。」--美國民謠女歌手薩拉．嘉菲

（Sarah Jaf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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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好，最完美！ 
向瑞典人學過幸福日常、不加班也富有的自由Fika人生

作者：謝夙霓 , Fiona Zheng

出版：PCuSER電腦人文化

初版：2017/07/01

定價：新台幣 320元

 天下文化書籍介紹

在瑞典 ......

父母雙方各享有 240天的育嬰假，每人還有薪資 80%的津貼？

每個人都可以自由進出私人土地，因為政府有義務保護所有人的「自由享受權」？

如果員工自願加班，會被公司同事投訴、被老闆約談？

若在街上突襲路人的錢包，會發現沒有人帶現金？

「北歐最大國」瑞典是一個高福利、高所得、高幸福感的國家，但同時，它也是一

個冬天見不到陽光、所得稅是薪水的 30%、接收最多難民的北歐國家，又濕又冷的瑞

典，如何創造出世界上最快樂的民族之一？

旅居瑞典的謝夙霓、Fiona Zheng以深入淺出的視角，探究文化、教育、經濟、家

庭等面向，爬梳瑞典人的生活哲學：為什麼瑞典人從不花時間排隊，凡事預約？彈性

工時制度下，員工如何和老闆談工時？瑞典父母如何從育嬰假的制度中得益？為什麼

在瑞典的童書裡，公主要拯救王子？瑞典的咖啡文化又是如何讓舉國上下的人民為之

瘋狂，一天至少要 FIKA一次？除此之外，為什麼瑞典人對 Lagom（剛剛好）這麼執

著，凡事堅持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

在瑞典這個又資本又社會民主主義的國家，每個人都在盡自己最大的努力，讓彼

此的生活過得更好一點，就算需要犧牲一點自己的不便、多繳一點稅，也甘之如飴。

在這個如烏托邦的國度裡，沒有完人，但是在這裡，工作與家庭得以平衡、性別平等

得以伸張、居住正義得以落實，更重要的是，凡事都那麼剛剛好，Just Perfect。

 S 圖/博客來網路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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