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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ember 2018  工訊六十八

本會近期活動

107.10.10本會幹部人員應邀出席 
「中華民國中樞紀各界慶祝107年國慶大會典禮」

 S 本會副理事長－中華郵政工會鄭光明理事長（右6），偕同本會幹部人員應邀出席於總統府
前廣場召開之「中華民國中樞紀各界慶祝107年國慶大會典禮」。

107.10.17莊理事長偕同本會幹部赴立法院進行 
《勞動事件法》立法訴求之黨團拜會

 S 莊理事長、鄭副理事長

及本會常務理事會齊赴

立法院，拜會民進黨與

時代力量黨團，表達本

會訴求立院黨團儘速推

動《勞動事件法》通過

立法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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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近期活動

107.10.23韓國勞總(FKTU)代表團蒞會交流

 S 韓國勞總（FKTU）安山分會29人代表團蒞訪本會，假臺灣師範大學會議室召開交流座談會
議，由本會戴秘書長進行台灣勞動情勢與工會組織發展報告。

107.10.25泰國瑪希敦大學Suttawet教授拜會訪談

 S 泰國最高學府瑪希敦大學 (Mahidol University)社科
院教授Chokchai Suttawet先生訪談本會戴秘書長，蒐
集台灣工業關係與工會運動發展等議題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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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近期活動

107.11.05-06本會召開 
「重大勞工議題會員代表共識營」

 S 本會假台北教師會館召開107年度「重大勞工議題會員代表共識營」，由莊理事長主持始業
式，期勉各會員工會推派的參訓人員透過勞教活動持續強化對當前勞動情勢之理解與掌握。

107.11.06勞動部許銘春部長拜會莊理事長

談最低工資立法

 S 勞動部許銘春部長赴臺灣石油工會拜會莊理事長，徵詢本會對政府推動《最低工資法》立法

的意見與建議。



5

本會近期活動

107.11.08本會假臺灣石油工會召開 
第六屆理監事會第15次會議

 S 莊理事長主持理監事會聯席會議及理事會會議。監事會會議由本會林文江監事會召集人主

持。

107.11.09本會幹部出席聲援勞工陣線召開 

《勞動事件法》通過立法記者會

 S 《勞動事件法》立法院三讀審議通過當日，本會鄭副理事長（右4）偕同幹部出席聲援勞工
陣線聯盟於立法院前召開之《勞動事件法》通過立法記者會，對立法機關積極推動法案通過

表示肯定。（圖/中華郵政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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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近期活動

107.12.01本會所屬大同(股)公司關係企業工會鄭文生先生

榮獲「第二十二屆身心障礙楷模金鷹獎」頒獎典禮

 S 本會常務理事－大同工會林慶男理事長（右1）偕同戴秘書長出席金鷹獎頒獎典禮，祝賀代
表本會參與遴選的鄭文生先生（左2）獲獎。

107.12.04莊理事長出席臺灣中小企業銀行 

企業工會團體協約簽訂儀式

 S 莊理事長出席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與工會第三次的團體協約簽約典禮。圖中出席典禮人員自左至右

分別為：臺灣中小企銀施建安總經理、企業工會游宏生理事長、臺灣中小企銀黃博怡董事長、臺

北市政府勞動局徐玉雪副局長、本會莊爵安理事長。（圖/ 經濟日報轉引自臺灣中小企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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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近期活動

107.12.13本會召開第六屆常務理事會第13次會議

 S 莊理事長於本會會議室主持常務理事會會議。

107.12.24湖南省總工會代表團蒞訪交流

 S 本會戴秘書長（右3）、湖南省總工會栗志遠副主席（團長）（右4）及出席交流會議代表團
成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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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全國產業總工會107年 
「重大勞工議題會員代表共識營」

活動紀實
 ▌組訓部

近年本會積極參與國家各項重大勞動

議題之發展，在基本工資調升與《勞動基

準法》新修工時和假日規定等核心勞動標

準之設定、工會組織行動保障體制 -不當

勞動行為規範和裁決規定，以及近期政府

推動《勞動事件法》立法等重要議題上，

主動拓展參與政策社會對話的管道。此

外，對於自 105年 6月起進行的勞工保險

年金改革議題，本會亦持續關注改革對勞

工可能產生的衝擊影響。

由於本會扮演國家多項勞工政策對話

勞方代表之角色責任日益加深，在議題參

與的行動上，實需仰賴組織內部從下而上

凝聚而成的共識基礎。為使本會會員工會

的幹部人員對近期各項重大勞工議題的發

展走勢有基本的認知，本會乃於本（107）

年 11月 5日至 6日假台北教師會館辦理為

期兩天一夜之勞教訓練活動，期間安排五

堂主題講座分別為：銘傳大

學劉士豪教授主講「台灣法

定基本工資調整機制與運作

實務」、文化大學邱駿彥教

授主講「台灣新修工時、假

日規範與實務」、司法院民

事廳楊博欽法官主講「勞動

事件法立法說明」、政治大

學林良榮副教授主講「不當

勞動行為規範與裁決機制」，以及台灣大學

辛炳隆副教授主講之「勞保年金改革重點

與影響」，期能透學者專家主持之講座課

程，有效提升參訓人員於勞動制度與實務

方面的知能，藉以凝聚本會行動共識。

以下分別從活動參與、課程講座與參

訓人員意見回饋等三方面報告本次勞教訓

練活動之辦理過程與成效。

一、參訓人員活動參與情形

依活動規劃，本會預計招收 60位由會

員工會推派之幹部人員參與培訓。經彙整報

名資料，本次勞教訓練活動，31家會員工

會中計有 21家會員工會派員，合計報名 61

位人員。此外，由於名額限制，兩位本會幹

部以列席身分報名參加。而於活動辦理期

間實際出席情況：首日出席人數 59位、出

席率 97%；次日出席 52位、出席率 85%。

 S 參訓人員出席共識營訓練活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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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二、課程安排與授課情形

課程主題 台灣法定基本工資調整機制與運作實務 時數 2小時

講師

劉士豪 教授 / 銘傳大學法律學院

上課情形 
紀錄

劉教授以兼具勞動法學者和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學者專家代表之身分，

於課堂中向參訓人員介紹我國當前基本工資法制之構成，並針對現行適用範

圍（對象）進行探討，同時也一併檢討現行審議機制與程序的設計。

同時，劉教授從今年基本工資審議調升之過程實務，檢視勞方團體與資

方團體兩方之參與立場與訴求，並分享審議會議過程中勞、資、政、學對話

協商上，從僵局到妥協的實際狀況，藉此讓參訓人員瞭解我國基本工資審議

機制的實際運作情形。

此外，配合近期政府推動《最低工資法》立法的議題，劉教授也透過對

我國當前基本工資調整制度之檢討，激勵工會人員思索未來法制變革過程中

可能的改善規劃。

而針對劉教授的講座內容，參訓人員回應意見摘要於下：

 y 由於法定工資基準的調升係透過三方對話協商決定，因此不論在制度
和實務上都應該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的確實履行。

 y 近期亞洲數國之最低工資標準持續提高，使過去外移設廠之台商逐漸
有回流的趨勢，因此國家政府應該把握時機更積極地推動國家工資基

準的調升，避免台灣低薪勞工遭到更大的剝削。

 y 政府應持續推動國家產業結構升級，減少外籍勞工之使用，轉而創造
更多高價值工作，創造工資基準有效調升的有利環境條件。

 y 工資基準的設定應該要能促進台灣低薪與青年勞工貧窮問題的解決或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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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課程主題 台灣新修工時、假日規範與實務 時數 2小時

講師

邱駿彥 教授 / 中國文化大學法律系

上課情形 
紀錄

邱教授自 105年政府推動工時縮減政策以來，持續投入關注探究制度
變遷對台灣過勞現象的影響，並對今（107）年年初通過之《勞動基準法》
新修訂工時、假日相關規定有精闢的解析。

邱教授透過講座讓參訓人員瞭解我國近年工時制度從縮減工時（提高

標準），到轉而增加彈性（放寬標準）的波動變遷歷程。並深入解析當前新

實施的工時、假日相關彈性但書規定之具體內容，以及存有的潛在過勞風

險，如休息日加班費工時覈實計給、每月加班時數上限放寬、加班費換補

休、縮短輪班間隔休息時間、例假日（七休一）挪移、特別休假遞延等。

邱教授進一步從評估我國工作時間和假日休息相關規定的彈性與勞動

安全間的失衡風險，以及其對於弱勢勞動族群，如青年、中高齡、非典型

勞動者、高過勞或職災風險（如交通運輸駕駛員）的衝擊。

最後，邱教授提醒在座參訓人員，在《勞動基準法》新修訂工時、假

日彈性規定已上路施行的現實環境中，個別勞工（尤其是弱勢勞動族群）

容易遭遇工時與假日權益的剝削，惡化我國過勞問題。因此，個別勞工更

需要工會組織來協助捍衛其在彈性勞動情境中的最低安全保障。

透過邱教授講座，參訓人員確實體認到台灣長工時陋習造成過勞的問

題，且新修工時與假日彈性規定對勞動權益發展可能產生的衝擊，加深了

身為工會幹部人員投入捍衛勞工基本勞動條件的使命感。另有參訓人員進

一步對青年勞工工時條件遭到剝削，以及縮短輪班間隔休息時間的特殊個

案與教授進行課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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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課程主題 勞動事件法立法說明 時數 1小時

講師

楊博欽 法官 / 司法院民事廳

上課情形 
紀錄

值逢司法院與行政院提出之《勞動事件法》立法草案於立法院進行審

議之際，本會特別邀請參與草案擬訂之楊法官，向參訓人員解說法案提出

之背景緣由、立法目的，與預期施政成效等法案內容。

藉由楊法官之扼要說明，參訓人員初步掌握該法案各項重點規範的設

計特徵概為：專業審理、涵蓋完整、時程迅速、統一紛爭處理、舒緩勞工

負擔，與及時有效的保全程序設計等。同時，法案中也特別規劃工會參與

之形式途徑，以促進勞資雙方進行民事訴訟過程中的實質平等關係。

此外，課堂中，楊法官特別回應本會對《勞動事件法》草案部分條文

提出之疑慮。例如，草案第 2條第 1項第 2款將工會內部會員關係納入適
用訴訟程序可能激化多元工會組織內勞勞相爭的情況；又如，草案第 40條
第 1項明定工會基於多數會員利益得對雇主提出不作為之訴規定中，多數
會員利益的定義方式和標準於訴訟進行實務上如何界定。針對工會人員提

出適用範圍之疑慮，楊法官回應，當下立法院已參酌工會反對將工會內會

員關係納入適用之意見，研議修正適用範圍，聚焦於處理從勞雇權義關係

中衍生之民事紛爭。

最後，楊法官評估，《勞動事件法》之通過施行，有助於建構我國專對

涉及民事紛爭之勞動事件進行處理之制度程序，達到保障勞工參與訴訟之

權益、提升工會代表並捍衛勞工利益的積極性功能。另方面，可以協助企

業主有效解決勞資爭議，節省涉入勞資爭議而生的處理成本。此外，透過

新訴訟程序的導行經驗，期能進一步提供我國司法、行機關政以及學術領

域在制度改善方面的回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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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課程主題 不當勞動行為規範與裁決機制 時數 2小時

講師

林良榮 副教授 / 政治大學法學院

上課情形 
紀錄

林副教授專精勞動法研究，對工會組織與活動議題多所涉獵，相關研

究經驗豐富。於不當勞動行為規範與裁決機制課程中，乃從不當勞工行為

的保護規範切入，使參訓人員瞭解，依現行《工會法》第 35條與《團體協
約法》第 6條等規定，工會會員從事組織活動和進行團體協商方面的權利
保障。

於介紹工會組織活動相關保障規範基礎後，林副教授進而闡述，當雇

主透過人事管理或其他手段影響員工或工會組織活動而構成不當勞動行為

時，我國現行裁決機制如何運作，對勞工或工會因雇主不當勞動行為遭受

的權利損害做出救濟。同時也針對裁決決定的後續行政與民事訴訟程序等

規範進行解說。

為加深參訓人員對不當勞動行為規範與裁決機制運作實務的認知，林

副教授透過案例分析之方式，以近年幾項重要裁決案件和法院判決來呈現

我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的實際運作狀況，從中亦凸顯現行體制的實務

特徵與限制。另在案例探討的過程中，不乏有實際參與裁決案件經驗之工

會幹部人員，以自身經驗與講師進行討論交流。

經由林副教授的講解，參訓人員表示，對於作為工會會員或擔任工會

幹部，在從事組織活動和與雇主進行團體協商時之權利與行為分際，有更

明確的認知。同時，也強化了工會涉入裁決過程中的策略思考。另林副教

授亦藉由參訓人員提出《勞動事件法》與裁決機制未來互動關聯之問題，

引導與會人員進一步思考如何從權利實體規範和程序規範的設計和施行實

務中，尋求對等勞資關係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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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主題 勞保年金改革重點與影響 時數 2小時

講師

辛炳隆 副教授 /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上課情形 
紀錄

勞動經濟學者辛炳隆副教授，在課堂中分享我國勞保年金改革政策相

關統計數據的資料分析結果，協助參訓人員對此議題建立客觀的認知基礎。

辛副教授以台灣勞工退休生活保障現況為背景談起。統計調查顯示，

我國目前約有半數在職勞工預期退休後生活費用仰賴勞保老年給付，而當

前 65歲以上老年人口中約 1/5感到退休後收入不足以因應其老年日常生
活，亦即正快速老化的台灣社會中，已存有年金貧窮的風險。

另就勞保年金體制運作狀況來看，由於人口結構老化、薪資成長遲

緩、勞保基金投資報酬率偏低等因素的影響，我國勞保基金面臨財務危

機，進而衝擊未來的給付保證。綜合給付和收入面資料，台灣勞保年金面

臨到給付保障不足和收入規模有限的兩難挑戰。而台灣政府當前推進的勞

保年金改革要點，主要是先針對基金財務危機進行處理。

辛副教授進而取提高費率、延長平均月投保薪資採計期間、政府撥

補、被保險人年資併計等政府推動的勞保年金改革要點進行統計分析，發

現：相較於以其他外部稅收挹注勞保基金的方案，勞保年金本身的改革方

案，對總體經濟和勞動市場的衝擊程度較低。然而，對台灣勞工而言，仍

然會遭遇年金給付偏低問題惡化、雇主保費成本轉嫁惡化低薪問題、個人

儲蓄能力下降等負面衝擊。

面對制度變革帶來的挑戰，辛副教授與參訓人員分享 OECD國家的制
度改革經驗和應對作法。雖然當今世上許多國家面臨老化社會紛紛進行社

會保險年金改革，但除了財務方面的修正調整以外，政策上更擴大著力於

完備三層退休收入保障體系、增加延後退休誘因、規劃年金所得替代率累

退機制、低所得者特別安全保障等政策措施之推行，以使國家年金保險在

尋求財務穩定性的同時，也能提升年金適足性的保障。

然而，在此課堂中，本會多數參訓人員仍認為，我國的勞保年金改革

不宜在現行體制存在低年金風險的情況下，貿然推動“繳多少領的”改

革。另有來自銀行業工會的參訓人員表示政府應該務實於基金投資的管理

以及經營績效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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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訓人員意見回饋

此次勞教訓練含五堂講座課程及其他

活動順利執行完畢後，本會製發「參訓人

員意見調查表」，針對活動與課程與安排

與進行，調查參訓人員之參與經驗。

在活動方面，主要詢問參訓人員對於

活動時間地點、會議室場所、餐飲住宿、

會務人員服務等事項的滿意度。在課程方

面，則專就參訓人員對五堂的主題切適性

（是否符合對特定勞工議題的瞭解需求）

與講座實際教育性（是否符合對講座教育

效果的期待）等兩方面進行調查。

簡單處理 41份回收問卷內之回應資

料，以數值 1至 5依序表示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沒意見、滿意和非常滿意，獲得

以下統計結果：

本會在活動辦理上，取得平均 4.3之

滿意結果，其中在「會務人員服務」乙項

之滿意度平均值最高為 4.5，而住宿與餐

飲方面滿意度 4.0最低，但仍位於滿意水

平。

至於在「其他意見或

建議」之開放問項中，有

回應者建議活動開辦上應

提供學員與工作人員名冊，

以促進來自台灣各地各工

會推派之參訓人員與本會

會務人員之認識互動。

另在課程辦理上，課

程整體規劃之切適性獲得

平均 4.5 之良好滿意度，

其中涉及工會組織活動相

關課程「不當勞動行為規範與裁決機制」，

被認為是最為切合工會人員實際需求的課

程主題（平均值 4.6）。

而在講座進行方面，亦有不錯的回

饋，滿意度平均值 4.4。參訓人員尤對

「勞動事件法」與「不當勞動行為規範與

裁決機制」等兩堂講座之教育性表示高度

肯定（平均值 4.5）。

此外，在課程規劃辦理方面，不乏參

訓人員提出具體建議，如：增加課程時

數、增加工會組織活動方面課程之上課時

數、視國內勞動情勢與議題發展增加活動

辦理次數，以及，邀請具勞動訴訟實務經

驗的律師擔任講師等。

透過簡單的意見調查初步得知，本次

勞教訓練計畫在活動與課程規劃和辦理

上，大致上乃獲得參訓人員之肯定。其

中，本會會務於活動現場提供之服務和協

助得到高度肯認；相對而言，在活動膳宿

安排方面，則仍有改善空間。至於課程方

面，課程主題切適性與講座實際訓練效果

 S 本會戴秘書長主持「綜合座談會」，蒐集參訓人員意見與建

議，作為本會日後推動勞教活動辦理之改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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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滿意度落差，凸顯參訓人員求知需求

與講師授課形式間之協調工作之重要性。

四、綜合檢討

除透過意見調查表初步瞭解參訓人員

之活動參與感受外，活動最後以本會戴國

榮秘書長主持「綜合檢討座談會議」作為

結尾，會中開放聽取參訓人員具體意見

回饋，並與參訓人員一同檢討本次勞教

訓練活動的辦理過程與成果。

以下摘要「綜合座談」會議中參訓

人員提出之意見與建議，以及主持人戴

秘書長的具體回應：

參訓人員意見與建議 本會戴秘書長回應

1.

課程主題可於訓練活動規劃前，先行

徵詢會員工會意見需求，並酌以參

考。

本會重大勞工議題共識營之辦理，課程主題之

設定，原則上以全國性重大勞動政策議題為

主。然於未來勞教課程規劃上，本會將考慮保

留部分課堂時數，由有需求之會員工會協調決

定課程主題或討論議題。

2.
在課程時數有限之情況下，與講師溝

通授課結構安排，若有案例分析，建

議減少案例數量。

未來勞教講座之安排上，本會將積極與講師溝

通協調，提供符合參訓人員上課與認知需求之

授課內容與方式。

3.

法制方面課程，與講師溝通調整授課

方式，儘量以實務探討為主，避免冗

長的法條解釋，造成參訓人員過重的

學習負荷。

未來於涉及法制議題之勞教講座，本會將提供

相關法條資訊以增進參訓人員之理解，並與講

師溝通協調有效培育參訓人員法制認知的授課

方式。

4.
部分參訓人員課堂中使用通訊設備干

擾他人上課權益之情況，應予以改

善。

本會將責成現場會務人員積極維持上課現場秩

序，維持講師與學員良好的授課溝通品質。

綜合意見調查表所與戴秘書長主持

「綜合檢討座談會議」所得回應，本會在

未來勞教訓練活動之籌畫及辦理上，規劃

改進目標如下。

首先，在活動籌辦方面 ：

(一) 在經費預算範圍內，與合作廠商協

商安排最佳活動場所與膳宿服務。

(二) 現場會務人員除推進活動議程之進

行外，亦應留意加強課堂現場之上

課品質維持。

其次，在課程講座的安排方面：

(三) 規劃兼顧本會組織定位與會員工會

教育需求的主題配課。

(四) 根據參訓人員需求與講師授課內容

架構，安排充分的課堂時數，增進

講師與參訓人員之學習互動。

(五) 與講師溝通協調授課之內容與方

式，有效提升參訓人員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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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重大勞動法案推動進程— 
《勞動事件法》立法與《最低工資法》草案

 ▌政策部

勞動部許銘春部

長今（107）年初上任

後首度赴立法院進行

業務報告時，即表示

《最低工資法》立法乃

為勞動部年度重要勞

工立法目標之一 1。差

不多時期，司法院也

根據去（106）年司法

改革國是會議決議著

手推動《勞動事件法》

的法案研擬。這兩項

法案的推展對台灣勞

動法制發展來說，具

有重大意義。

雖然台灣當前已有《基本工資審議辦

法》規範法定工資基準的調整推升，但由

於法律位階上屬於法規命令，且審議程序

之規範不完備，導致我國工資基準調整機

制在實際運作上受到諸多限制，《最低工

資法》的立法，可望改善現行制度不完善

之處，讓我國法定工資基準朝符合社經衡

平原則與需求的方向有效調整。而由司法

院負責研擬的《勞動事件法》草案 2，則是

1 邱琮皓（ 2 0 1 8）， "許銘春  推勞動三
大立法 "，工商時報 2 0 1 8 . 0 3 . 2 7新聞報
導。ht tps : / /www.ch ina t imes .com/newspape
rs/20180327000237-260202. 

2 司法院（2018），"司法院通過制定勞動事件法

政府藉由國家司法改革過程，對勞工團體

十多年來的訴求－設置專責勞工訴訟案件

的法庭審理機制，做出正式且具體的回

應。

在司法院和行政院的協力推動下，

《勞動事件法》已於今（107）年 11月 9

日正式通過立法院三讀完成立法，並於

12 月 5 日由華總一義字第 10700129441 

號總統令公布制定。然而，該法施行日期

以及相關辦法尚待司法院定之。至於《最

低工資法》的制定，勞動部擬訂之立法

草案新聞稿"，司法院司法最新動態2018.03.27。
http://jirs.judicial.gov.tw/GNNWS/NNWSS002.
asp?id=323824.

 S 勞工團體訴求了近將20年的設置勞工法院主張，終於透過《勞動
事件法》立法獲得實現。（圖/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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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也在 11月 30日依勞動部勞動條 2字第 1070131543號令公布，俟預告期結束後

（108年 1月底），將報請行政院審議通過後進入正式立法的階段。

前述這兩項法案於今（107）年底的推進成果，對台灣勞動法制之發展來說，可謂

立下重要的里程碑，尤其是《勞動事件法》的立法通過，被勞工團體稱為「勞動人權

的大邁進」、「最有感的司法改革」；而《最低工資法》草案的提出，則被期待未來工資

基準的設定能夠在具體參採指標與決策程序規範下，革除過去基本工資審議的勞資衝

突對立和漲幅不足等問題。

 S 近年最低工資立法議題隨著基本工資調漲與漲幅爭議的白熱化而備受關注，相關政策對話也

進入到制度規劃與立法的實質討論階段。（圖/ 焦點事件）

《勞動事件法》立法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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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事件法》全法條請見本刊「法令動態」。



19

本期焦點

《最低工資法》草案要點

據勞動部表示，基本工資設置之目的在於保障勞工基本生活，現行基本工資的設

定調整依《勞動基準法》第 21條規定規範於《基本工資審議辦法》中，屬法規命令位
階。為使我國工資基準之制更為完備故訂定《最低工資法》，期能提高最低工資基準的

法位階，並將最低生活所需的社會及經濟參考指標入法 3。

而在 11月 30日，勞動部正式發布《最低工資法》草案，全法共 16條規定條文，
本刊編輯部據草案總說明彙整三項立法重點：

一、最低工資建制（草案第1-4條）
(一)立法目的在於專法規範國家法定最低工資基準

（每月最低工資、每小時 最低工資）

(二)明訂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勞動部，在地方為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三)明示法效力
 1. 規範具強制力
草案第4條第2項：勞雇雙方議定之工資，不得低於最低工資。

 2. 違反規定者，依《勞動基準法》接受監督、檢查、處罰

二、強化審議機制與程序（草案第5-9條、第11-14條）
(一)設置「審議會」
 1. 由勞動部組織，並由勞動部部長兼任召集人

 2. 由勞動部部長兼任召集人

 3. 除召集人外，設21位審議委員
(1) 勞動部代表1名
(2) 經濟部代表1名
(3) 國家發展委員會代表1名
(4) 勞方與資方代表各7名（由勞工及工商團體推派，並經勞動部遴聘）
(5) 專家學者4名（由勞動部遴聘）

 4. 審議委員任期2年，期滿得續聘連任。任期期滿前因故辭職者，由原推派單位重新
推薦，並經勞動部遴聘後遞補（任期至原任期）。

 5. 審議委員為無給職，然除勞動部代表委員外，其餘委員得支領兼職費及交通費。

(二)設置「研究小組」
 1. 由勞動部組織

3 鄭舲（2018），"最低工資法 勞動部：建立基本工資調整制度化"，中國時報2018.11.27新聞報導。https://
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1127003175-26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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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成員組成

(1) 專家學者4至6名

(2) 相關單位派員：國家發展委員會、經濟部、財政部、衛生福利部、勞動部、行
政院主計總處。

 3. 小組功能職責

(1) 執行研究（得委託研究）

(2) 每年4月向審議會報告實施最低工資對經濟及就業狀況之影響

(3) 審議會召開會議30日前向審議會提交針對各參採指標進行之研究報告及調整建議

(三)審議程序
 1. 每年第三季定期召開

 2. 會議經1/2以上委員親自出席始得召開

 3. 若未達共識，決議經1/2以上出席委員同意始為作成

 4. 審議結果之報請核定

(1) 決議作成次日起10日內由勞動部報請行政院核定

(2) 行政院收到審議結果次日起20日內核定，並交勞動部公告實施

(3) 審議通過之最低工資原則上自次年1月1日起實施（除審議會認有另行決定實施
日期之必要）

 5. 再審議程序及核定

(1) 行政院收到審議結果後不予核定（或於20日期限內未完成核定）

(2) 勞動部收到不予核定次日起30日內須再召開審議會會議

(3) 再審會議決議作成次日起10日內由勞動部報請行政院核定

(4) 行政院於收到再審會議審議結果次日起20日內須予以核定

 6. 審議會議之資料及紀錄須於會議結束後30日內公開

三、社會、經濟參考指標入法（第10條）
(一)定明應參採指標為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

(二)列舉得參採指標
 1. 勞動生產力指數年增率  2. 勞工平均薪資年增率

 3. 國家經濟發展狀況  4. 國民所得及平均每人所得

 5. 國內生產毛額及成本構成之分配比率  6. 躉售物價及民生物價變動狀況

 7. 各業產業發展情形及就業情況  8. 各業勞工工資

 9. 家庭收支狀況 10. 最低生活費

※ 勞動部《最低工資法》草案全條文請見本刊「法令動態」。



21

本期焦點

《最低工資法》草案規劃審議機制與程序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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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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部公告：修正「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保險適用行業別及費率表」；並自108年1月1日

生效。

中華民國 107年 10月 30日勞動部勞動保 3字第 1070140518號公告

立法說明 :

依勞工保險條例第十三條第三項規定，職業災害保險費率分為行業別災害費率及

上、下班災害費率二種，每三年調整一次，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後

實施。現行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保險費率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起施行，為配合上開規

定，爰修正「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保險適用行業別及費率表」。

本次修正重點為：經以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一百零四年至一百零六年職業災害保險

之投保薪資總額及保險給付金額等數據為基礎，並採用可信度理論，予以精算。依

上開精算結果，本次職業災害保險費率調整後，行業別災害費率最高為百分之零點

八九，最低為百分之零點零四，平均費率為百分之零點一四；上、下班災害費率採單

一費率，為百分之零點零七。職業災害保險（合計行業別災害費率及上、下班災害費

率）之平均費率為百分之零點二一。另配合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業標準分類（第十次

修訂版）」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實施，修正行業分類名稱。

修正後費率表（自 108年 1月 1日起實施）：

行業分類 保險費率

大  分  類 編號 行    業    類    別 行業別
費率%

上下班
費率%

農、林、漁、

牧業

一

二

農、林、牧業

漁業

0.16
0.12

0.07
0.07

礦業及土石採

取業
三 石油及天然氣礦業、砂、石採取及其他礦業 0.89 0.07



23

法令動態

行業分類 保險費率

大  分  類 編號 行    業    類    別 行業別
費率%

上下班
費率%

製造業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一一

一二

一三

一四

一五

一六

一七

一八

一九

二０

二一

食品及飼品、飲料及菸草製造業

紡織業（紡織品製造業除外）

紡織品製造業

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

皮革、毛皮及其製品製造業

木竹製品及家具製造業

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印刷及資料儲存媒體複製業

石油及煤製品、化學原材料、肥料、氮化合物、塑

橡膠原料及人造纖維、其他化學製品、藥品及醫用

化學製品製造業

橡膠製品、塑膠製品製造業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基本金屬製造業

金屬製品製造業（金屬刀具、手工具及模具、金屬

容器製造業除外）

金屬刀具、手工具及模具、金屬容器製造業

電子零組件、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電力設

備及配備製造業

機械設備製造業、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安裝業

汽車及其零件、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製造業

其他製造業

0.14
0.14
0.09
0.06
0.11
0.40
0.33
0.13
0.14

0.20
0.34
0.40
0.32
0.21

0.04
0.21

0.19
0.13

0.07
0.07
0.07
0.07
0.07
0.07
0.07
0.07
0.07

0.07
0.07
0.07
0.07
0.07

0.07
0.07

0.07
0.07

電力及燃氣供

應業
二二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0.17 0.07

用水供應及污

染整治業

二三

二四

廢水及污水處理業、廢棄物清除、處理及資源回收

處理業、污染整治業

用水供應業

0.30

0.15

0.07

0.07

營建工程業

二五

二六

二七

二八

二九

建築工程業

土木工程業

庭園景觀工程業

專門營造業（庭園景觀工程業；機電、管道及其他

建築設備安裝業除外）

機電、管道及其他建築設備安裝業

0.54
0.32
0.34
0.46

0.41

0.07
0.07
0.07
0.07

0.07

批發及零售業
三０

三一

批發業

零售業

0.09
0.11

0.07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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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分類 保險費率

大  分  類 編號 行    業    類    別 行業別
費率%

上下班
費率%

運輸及倉儲業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陸上運輸業

水上運輸業

航空運輸業

報關業及船務代理業

運輸輔助業（報關業及船務代理業、陸上運輸輔助

業除外）、倉儲業

陸上運輸輔助業

郵政及快遞業

0.34
0.85
0.14
0.09
0.15

0.10
0.10

0.07
0.07
0.07
0.07
0.07

0.07
0.07

住宿及餐飲業 三九 住宿業、餐飲業 0.10 0.07

出版、影音製

作、傳播及資

通訊服務業

四０

四一

四二

出版業、影片及電視節目業、聲音錄製及音樂發行

業、廣播、電視節目編排及傳播業

電信業

電腦程式設計、諮詢及相關服務業、資訊服務業

0.05

0.06
0.04

0.07

0.07
0.07

金融及保險業 四三 金融服務業、保險業、證券期貨及金融輔助業 0.04 0.07

不動產業 四四 不動產開發業、不動產經營及相關服務業 0.08 0.07

專業、科學及

技術服務業

四五

四六

法律及會計服務業、企業總管理機構及管理顧問

業、建築、工程服務及技術檢測、分析服務業、廣

告業及市場研究業、專門設計業、獸醫業、其他專

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研究發展服務業

0.06

0.04

0.07

0.07

支援服務業

四七

四八

旅行及相關服務業

租賃業、人力仲介及供應業、保全及偵探業、建築

物及綠化服務業、行政支援服務業

0.06
0.16

0.07
0.07

公共行政及國

防；強制性社

會安全

四九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國際組織及外

國機構

0.09 0.07

教育業 五０ 教育業 0.04 0.07

醫療保險及社

會工作服務業

五一 醫療保健業、居住型照顧服務業、其他社會工作服

務業

0.04 0.07

藝術、娛樂及

休閒服務業

五二 創作及藝術表演業、圖書館、檔案保存、博物館及

類似機構、博弈業、運動、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0.08 0.07

其他服務業

五三

五四

五五

宗教、職業及類似組織

個人及家庭用品維修業

未分類其他服務業

0.06
0.17
0.10

0.07
0.07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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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公告：修正「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並自108年1月1日生效。

中華民國 107年 11月 02日勞動部勞動福 3字第 1070136066號令發布

修正說明：

依據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十四條第五項規定，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由中

央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茲因每月基本工資於一百零七年九月五日經勞

動部公告，自一百零八年一月一日起修正為新臺幣（以下同）二萬三千一百元。考量

事業單位申報作業之便利性，且為利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勞工退休金等申報

資料間之勾稽查核，並避免與相鄰等級級距差額過近，爰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

級表配合修正為：將現行規定第十九級實際工資級距上限及月提繳工資修正為二萬

三千一百元，現行規定第二十級實際工資級距下限配合修正，餘維持不變，並自一百

零八年一月一日生效。

修正後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自 108年 1月 1日起實施）：

級距 級 實際工資 月提繳工資 級距 級 實際工資 月提繳工資

第1組 1 1,500元以下 1,500元 第7組 35 45,801元至48,200元 48,200元

2 1,501元至3,000元 3,000元 36 48,201元至50,600元 50,600元

3 3,001元至4,500元 4,500元 37 50,601元至53,000元 53,000元

4 4,501元至6,000元 6,000元 38 53,001元至55,400元 55,400元

5 6,001元至7,500元 7,500元 39 55,401元至57,800元 57,800元

第2組 6 7,501元至8,700元 8,700元 第8組 40 57,801元至60,800元 60,800元

7 8,701元至9,900元 9,900元 41 60,801元至63,800元 63,800元

8 9,901元至11,100元 11,100元 42 63,801元至66,800元 66,800元

9 11,101元至12,540元 12,540元 43 66,801元至69,800元 69,800元

10 12,541元至13,500元 13,500元 44 69,801元至72,800元 72,800元

第3組 11 13,501元至15,840元 15,840元 第9組 45 72,801元至76,500元 76,500元

12 15,841元至16,500元 16,500元 46 76,501元至80,200元 80,200元

13 16,501元至17,280元 17,280元 47 80,201元至83,900元 83,900元

14 17,281元至17,880元 17,880元 48 83,901元至87,600元 87,600元

15 17,881元至19,047元 19,047元 第10組 49 87,601元至92,100元 92,100元

16 19,048元至20,008元 20,008元 50 92,101元至96,600元 96,600元

17 20,009元至21,009元 21,009元 51 96,601元至101,100元 101,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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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距 級 實際工資 月提繳工資 級距 級 實際工資 月提繳工資

18 21,010元至22,000元 22,000元 52 101,101元至105,600元 105,600元

19 22,001元至23,100元 23,100元 53 105,601元至110,100元 110,100元

第4組 20 23,101元至24,000元 24,000元 第11組 54 110,101元至115,500元 115,500元

21 24,001元至25,200元 25,200元 55 115,501元至120,900元 120,900元

22 25,201元至26,400元 26,400元 56 120,901元至126,300元 126,300元

23 26,401元至27,600元 27,600元 57 126,301元至131,700元 131,700元

24 27,601元至28,800元 28,800元 58 131,701元至137,100元 137,100元

第5組 25 28,801元至30,300元 30,300元 59 137,101元至142,500元 142,500元

26 30,301元至31,800元 31,800元 60 142,501元至147,900元 147,900元

27 31,801元至33,300元 33,300元 61 147,901元以上 150,000元

28 33,301元至34,800元 34,800元 備註：本表月提繳工資金額以新臺幣元為單位， 
月提繳工資金額角以下四捨五入。29 34,801元至36,300元 36,300元

第6組 30 36,301元至38,200元 38,200元

31 38,201元至40,100元 40,100元

32 40,101元至42,000元 42,000元

33 42,001元至43,900元 43,900元

34 43,901元至45,800元 45,800元

勞動部公告：修正「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並自108年1月1日生效。

中華民國 107年 11月 05日勞動部勞動保 2字第 1070140553號令發布

修正說明：

依據勞工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三項規定，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以下簡稱分

級表），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查現行分級表第一級之月投保薪資

為新臺幣（以下同）二萬二千元，勞動部前於一百零七年九月五日公告每月基本工資，

由二萬二千元修正為二萬三千一百元，並自一百零八年一月一日生效。爰分級表第一

級之月投保薪資修正為二萬三千一百元，並配合實務作業考量，刪除日投保薪資欄位；

另備註欄第一項所定月投保薪資等級亦配合修正。修正後分級表自一百零八年一月一

日生效。

修正後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自 108年 1月 1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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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 工 保 險 投 保 薪 資 分 級 表
中華民國107年11月5日勞動部勞動
保2字第1070140553號令修正發布，

自108年1月1日施行

投保薪
資等級

月薪資總額
（實物給付應折現金計算）

月投保薪資

第 1級 23,100元以下 23,100元

第2級 23,101元至24,000元 24,000元

第3級 24,001元至25,200元 25,200元

第4級 25,201元至26,400元 26,400元

第5級 26,401元至27,600元 27,600元

第 6級 27,601元至28,800元 28,800元

第7級 28,801元至30,300元 30,300元

第8級 30,301元至31,800元 31,800元

第9級 31,801元至33,300元 33,300元

第10級 33,301元至34,800元 34,800元

第11級 34,801元至36,300元 36,300元

第12級 36,301元至38,200元 38,200元

第13級 38,201元至40,100元 40,100元

第14級 40,101元至42,000元 42,000元

第15級 42,001元至43,900元 43,900元

第16級 43,901元以上 45,800元

備

註

職業訓練機構受訓者之薪資報酬未達基本工資者，其月投保薪資分13,500
元（13,500元以下者）、15,840元（13,501元至15,840元）、16,500元
（15,841元至16,500元）、17,280元（16,501元至17,280元）、17,880
元（17,281元至17,880元）、19,047元（17,881元至19,047元）、20,008
元（19,048元至20,008元）、21,009元(20,009元至21,009元)及22,000元
（21,010元至22,000元）九級，其薪資總額超過22,000元而未達基本工資
者，應依本表第一級申報。

部分工時勞工保險被保險人之薪資報酬未達基本工資者，其月投保薪資分

11,100元(11,100元以下者)及12,540元(11,101元至12,540元)二級，其薪資總
額超過12,540元者，應依前項規定覈實申報。
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之庇護性就業身心障礙者被保險人之薪資

報酬未達基本工資者，其月投保薪資分6,000元（6,000元以下）、7,500元
（6,001元至7,500元）、8,700元（7,501元至8,700元）、9,900元（8,701
元至9,900元）、11,100元（9,901元至11,100元）、12,540元(11,101元至
12,540元)，其薪資總額超過12,540元者，應依第一項規定覈實申報。
本表投保薪資金額以新臺幣元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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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令：修正勞動基準法第54、55、59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7年 11月 21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700125351號令修正公布
修正條文 修正說明

第54條
勞工非有下列情形之一，雇主不得強制其退休：

一、 年滿六十五歲者。
二、 身心障礙不堪勝任工作者。
前項第一款所規定之年齡，對於擔任具有危險、堅強體

力等特殊性質之工作者，得由事業單位報請中央主管機

關予以調整。但不得少於五十五歲。

第54條第1項第2款與第55條第
1項第2款等條文文字修正：
為落實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所

揭示平等與不歧視規定，爰

將條文原用「心神喪失或身體

殘廢」用語修正為「身心障

礙」。

另所定身心障礙，非僅限身心

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所定領有身

心障礙證明者，併予敘明。
第55條
勞工退休金之給與標準如下：

一、 按其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給與兩個基數。但超過
十五年之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給與一個基數，最

高總數以四十五個基數為限。未滿半年者以半年

計；滿半年者以一年計。

二、 依第五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強制退休之勞
工，其身心障礙係因執行職務所致者，依前款規

定加給百分之二十。

前項第一款退休金基數之標準，係指核准退休時一個月

平均工資。

第一項所定退休金，雇主應於勞工退休之日起三十日內

給付，如無法一次發給時，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分

期給付。本法施行前，事業單位原定退休標準優於本法

者，從其規定。

第59條
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

雇主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

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

主得予以抵充之：

一、 勞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
醫療費用。職業病之種類及其醫療範圍，依勞工

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

二、 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
數額予以補償。但醫療期間屆滿二年仍未能痊

癒，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為喪失原有工作能

力，且不合第三款之失能給付標準者，雇主得一

字修正：

為落實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所

揭示平等與不歧視規定，爰將

序文、第 2款及第 3款條文等
條文原用「殘廢」用語修正為

「失能」或 「障害」。
文配合法制體例，爰將序文

原用之「左列」修正為「下

列」；第四款原用之「如左」

修正為「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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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給付四十個月之平均工資後，免除此項工資補

償責任。

三、 勞工經治療終止後，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其
遺存障害者，雇主應按其平均工資及其失能程

度，一次給予失能補償。失能補償標準，依勞工

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

四、 勞工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而死亡時，雇主
除給與五個月平均工資之喪葬費外，並應一次給

與其遺屬四十個月平均工資之死亡補償。其遺屬

受領死亡補償之順位如下：

(一)配偶及子女。
(二)父母。
(三)祖父母。
(四)孫子女。
(五)兄弟姐妹。

總統令：修正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6、8、23、24、34、41條條文；並自公布日起施

行。

中華民國 107年 11月 21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700125341號令修正公布
修正條文 修正說明

第 6 條
未加入勞工保險而遭遇職業災害之勞工，雇主未依勞動基準

法規定予以補償時，得比照勞工保險條例之標準，按最低投

保薪資申請職業災害失能、死亡補助。

前項補助，應扣除雇主已支付之補償金額。

依第一項申請失能補助者，其遺存障害須符合勞工保險失能

給付標準表第一等級至第十等級規定之項目及給付標準。

雇主依勞動基準法規定給予職業災害補償時，第一項之補助

得予抵充。

第6條第1、3項及第8條第
1項第2、4款等條文文字修
正：

為落實身心障礙者權利公

約所揭示平等與不歧視規

定，爰將條文原用「殘

廢」用語，修正為「失

能」。

又失能補助之失能種類，

並不限於「肢體」、 「器
官」，尚包含「精神」及

「神經」失能，為免誤

解，爰將條文原用「身體

遺存障害」用語修正為

「遺存障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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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條
勞工保險之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於本法施行後遭遇

職業災害，得向勞工保險局申請下列補助：

一、 罹患職業疾病，喪失部分或全部工作能力，經請領勞
工保險各項職業災害給付後，得請領生活津貼。

二、 因職業災害致遺存障害，喪失部分或全部工作能力，
符合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表第一等級至第七等級規

定之項目，得請領失能生活津貼。

三、 發生職業災害後，參加職業訓練期間，未請領訓練補
助津貼或前二款之生活津貼，得請領生活津貼。

四、 因職業災害致遺存障害，必需使用輔助器具，且未依
其他法令規定領取器具補助，得請領器具補助。

五、 因職業災害致喪失全部或部分生活自理能力，確需他
人照顧，且未依其他法令規定領取有關補助，得請領

看護補助。

六、 因職業災害死亡，得給予其家屬必要之補助。
七、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有關職業災害勞工之補助。
勞工保險效力終止後，勞工保險被保險人，經醫師診斷罹患

職業疾病，且該職業疾病係於保險有效期間所致，且未請領

勞工保險給付及不能繼續從事工作者，得請領生活津貼。

請領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五款及前項之補助，合計以

五年為限。

第一項及第二項補助之條件、標準、申請程序及核發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23條
非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雇主不得預告終止與職業災害勞工之

勞動契約：

一、 歇業或重大虧損，報經主管機關核定。
二、 職業災害勞工經醫療終止後，經公立醫療機構認定身

心障礙不堪勝任工作。

三、 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致事業不能繼續
經營，報經主管機關核定。

第23條第2項及第24條第1
款等條文文字修正：

為落實身心障礙者權利公

約所揭示平等與不歧視規

定，爰將條文原用「心身

喪失或身體殘廢」用語，

修正為「身心障礙」。

又所定身心障礙，非 僅限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所

定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
併予敘 明。

第24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職業災害勞工得終止勞動契約：

一、 經公立醫療機構認定身心障礙不堪勝任工作。
二、 事業單位改組或轉讓，致事業單位消滅。
三、 雇主未依第二十七條規定辦理。
四、 對雇主依第二十七條規定安置之工作未能達成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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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條
依法應為所屬勞工辦理加入勞工保險而未辦理之雇主，其勞

工發生職業災害事故者，按僱用之日至事故發生之日應負擔

之保險費金額，處以四倍至十倍罰鍰，不適用勞工保險條例

第七十二條第一項有關罰鍰之規定。但勞工因職業災害致死

亡或遺存障害符合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表第一等級至第十

等級規定之項目者，處以第六條補助金額之相同額度之罰

鍰。

文字修正：

配合同法第八條「因職業

災害致遺 存障害」用語，
修正條文原用 「因職業災
害致死亡或失能」修正為

「因職業災害致死亡或遺

存障害」。

第41條
本法自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起施行。

本法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行。

增訂第2項規定，明定本法
修正條文施行日期。

總統令：修正就業服務法第5、24、40、46、54、56、65至68、70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7年 11月 21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700128031號令修正公布
修正條文 修正說明

第 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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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座、血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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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雇主招募或僱用員工，不得有下列情事：

一、 為不實之廣告或揭示。
二、 違反求職人或員工之意思，留置其國民身分證、

工作憑證或其他證明文件，或要求提供非屬就業

所需之隱私資料。

三、 扣留求職人或員工財物或收取保證金。
四、 指派求職人或員工從事違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之工作。

五、 辦理聘僱外國人之申請許可、招募、引進或管理
事項，提供不實資料或健康檢查檢體。

六、 提供職缺之經常性薪資未達新臺幣四萬元而未公
開揭示或告知其薪資範圍。

增訂規定：

鑒於民間部分雇主於招聘和面試

時將求職者或受僱之星座、血型

等「與執行特定工作無關」之特

質視為僱用考量依據，構成就業

歧視，爰於序文中增列星座、血

型兩項禁止項目。

為杜絕薪資面議資訊不對稱之情

形發生，爰增訂第六款規定，要

求工資為四萬元以下者須告知求

職者或所僱用員工最低薪資，不

得以面議方式洽談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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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條
主管機關對下列自願就業人員，應訂定計畫，致力促進

其就業；必要時，得發給相關津貼或補助金：

一、 獨力負擔家計者。
二、 中高齡者。
三、 身心障礙者。
四、 原住民。
五、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者。
六、 長期失業者。
七、 二度就業婦女。
八、 家庭暴力被害人。
九、 更生受保護人。
十、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者。
前項計畫應定期檢討，落實其成效。

主管機關對具照顧服務員資格且自願就業者，應提供相

關協助措施。

第一項津貼或補助金之申請資格、金額、期間、經費來

源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增訂規定：

針對具照顧服務員資格之自願就

業者，增列第3項規定，責求主
管機關提供就業相關協助措施。

（原第3項條文移為第4項）

第40條
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及其從業人員從事就業服務業務，不

得有下列情事：

一、 辦理仲介業務，未依規定與雇主或求職人簽訂書
面契約。

二、 為不實或違反第五條第一項規定之廣告或揭示。
三、 違反求職人意思，留置其國民身分證、工作憑證

或其他證明文件。

四、 扣留求職人財物或收取推介就業保證金。
五、 要求、期約或收受規定標準以外之費用，或其他

不正利益。

六、 行求、期約或交付不正利益。
七、 仲介求職人從事違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工

作。

八、 接受委任辦理聘僱外國人之申請許可、招募、引
進或管理事項，提供不實資料或健康檢查檢體。

九、 辦理就業服務業務有恐嚇、詐欺、侵占或背信情事。
十、 違反雇主或勞工之意思，留置許可文件、身分證

件或其他相關文件。

增訂規定：

為避免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人員受

雇主委任執行外籍勞工管理業務

時，行為過當或未善盡受任事

務，而侵犯勞工權益，爰修正第

1項第10款條文，增訂不得違反
「勞工意思」留置證件，以及第

15款受任辦理就業服務業務不得
「致勞工權益受損」等規定，以

強化勞工權益保障。

原條文所列17款禁止情事外，增
列第18至20款規定。
增列第18款，禁止對求職或受聘
之外國人施以性侵、人口販運、

妨害自由、重傷害或殺人等行

為。

增列第19款，禁止對增列第18款
所列禁止情事知情不報（須履行

通報義務）。

增列第20款，設勞工行政主管機
關政令增列之職權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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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對主管機關規定之報表，未依規定填寫或填寫不
實。

十二、 未依規定辦理變更登記、停業申報或換發、補發
證照。

十三、 未依規定揭示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許可證、收費項
目及金額明細表、就業服務專業人員證書。

十四、 經主管機關處分停止營業，其期限尚未屆滿即自
行繼續營業。

十五、 辦理就業服務業務，未善盡受任事務，致雇主違反
本法或依本法所發布之命令，或致勞工權益受損。

十六、 租借或轉租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許可證或就業服務
專業人員證書。

十七、 接受委任引進之外國人入國三個月內發生行蹤不
明之情事，並於一年內達一定之人數及比率者。

十八、 對求職人或受聘僱外國人有性侵害、人口販運、
妨害自由、重傷害或殺人行為。

十九、 知悉受聘僱外國人疑似遭受雇主、被看護者或其
他共同生活之家屬、雇主之代表人、負責人或代

表雇主處理有關勞工事務之人為性侵害、人口

販運、妨害自由、重傷害或殺人行為，而未於

二十四小時內向主管機關、入出國管理機關、警

察機關或其他司法機關通報。

二十、 其他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所發布之命令。
前項第十七款之人數、比率及查核方式等事項，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第46條
雇主聘僱外國人在中華民國境內從事之工作，除本法另

有規定外，以下列各款為限：

一、 專門性或技術性之工作。
二、 華僑或外國人經政府核准投資或設立事業之主

管。

三、 下列學校教師：
(一) 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大專以上校院或外國僑
民學校之教師。

(二) 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合
格外國語文課程教師。

(三) 公立或已立案私立實驗高級中等學校雙語部
或雙語學校之學科教師。

第1項第4款條文修訂，刪除條文
原用「外國語言」文字，僅保留

「專任教師」，使外國專業教育

人員得進行語言之外的專業知能

經驗傳授，強化我國人力資本。

第2項外國人工作資格及審查標
準原訂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樣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復增加

「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則採用之

的規定，以完備外國人工作資格

審查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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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依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立案之短期補習班之專任教
師。

五、 運動教練及運動員。
六、 宗教、藝術及演藝工作。
七、 商船、工作船及其他經交通部特許船舶之船員。
八、 海洋漁撈工作。
九、 家庭幫傭及看護工作。
十、 為因應國家重要建設工程或經濟社會發展需要，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工作。

十一、 其他因工作性質特殊，國內缺乏該項人才，在業
務上確有聘僱外國人從事工作之必要，經中央主

管機關專案核定者。

從事前項工作之外國人，其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除其

他法律另有規定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定之。

雇主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聘僱外國人，須訂立

書面勞動契約，並以定期契約為限；其未定期限者，以

聘僱許可之期限為勞動契約之期限。續約時，亦同。

第54條
雇主聘僱外國人從事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

款規定之工作，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應不

予核發招募許可、聘僱許可或展延聘僱許可之一部或全

部；其已核發招募許可者，得中止引進：

一、 於外國人預定工作之場所有第十條規定之罷工或
勞資爭議情事。

二、 於國內招募時，無正當理由拒絕聘僱公立就業服
務機構所推介之人員或自行前往求職者。

三、 聘僱之外國人行蹤不明或藏匿外國人達一定人數
或比率。

四、 曾非法僱用外國人工作。
五、 曾非法解僱本國勞工。
六、 因聘僱外國人而降低本國勞工勞動條件，經當地

主管機關查證屬實。

七、 聘僱之外國人妨害社區安寧秩序，經依社會秩序
維護法裁處。

八、 曾非法扣留或侵占所聘僱外國人之護照、居留證
件或財物。

文字修正：

配合同法統一用語，第1項第3款
及第3項條文原用「比例」修正
為「比率」。

增訂第1項第15款（原第15款移
為第16款）雇主禁止情事。如雇
主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致所聘

外國人發生死亡、喪失部分或全

部工作能力，且未依法補償或賠

償，中央主管機關不應核發一部

或全部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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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所聘僱外國人遣送出國所需旅費及收容期間之必
要費用，經限期繳納屆期不繳納。

十、 於委任招募外國人時，向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要
求、期約或收受不正利益。

十一、 於辦理聘僱外國人之申請許可、招募、引進或管
理事項，提供不實或失效資料。

十二、 刊登不實之求才廣告。
十三、 不符申請規定經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
十四、 違反本法或依第四十八條第二項、第三項、第

四十九條所發布之命令。

十五、 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致所聘僱外國人發生
死亡、喪失部分或全部工作能力，且未依法補償

或賠償。

十六、其他違反保護勞工之法令情節重大者。

前項第三款至第十六款規定情事，以申請之日前二年內

發生者為限。

第一項第三款之人數、比率，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56條
受聘僱之外國人有連續曠職三日失去聯繫或聘僱關係終

止之情事，雇主應於三日內以書面載明相關事項通知當

地主管機關、入出國管理機關及警察機關。但受聘僱之

外國人有曠職失去聯繫之情事，雇主得以書面通知入出

國管理機關及警察機關執行查察。

受聘僱外國人有遭受雇主不實之連續曠職三日失去聯繫

通知情事者，得向當地主管機關申訴。經查證確有不實

者，中央主管機關應撤銷原廢止聘僱許可及限令出國之

行政處分。

增訂第2項規定：
為確保持工作簽證入境外國人之

工作與居留權，爰增訂雇主不實

通報曠職情事之罰則。

第65條
違反第五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款、第四款、第五款、

第三十四條第二項、第四十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七款

至第九款、第十八款規定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

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未經許可從事就業服務業務違反第四十條第一項第二

款、第七款至第九款、第十八款規定者，依前項規定處

罰之。

違反第五條第一項規定經處以罰鍰者，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公布其姓名或名稱、負責人姓名，並限期令

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

第1、2項條文文字修正與增列處
罰規定：

為明確法條項次，條文原用「第

四十條第二款、第七款⋯」修正

為「第四十條第一項第二款、第

七款⋯」。

配合同法第40條之修訂，增列違
反第40條第1項新增第18款規定
（禁止施以性侵、人口販運等情

事）為處罰事項。

增訂第3項處罰規定：
違反第5條第1項歧視禁止規定者，
處以罰鍰、公布姓名並限期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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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條
違反第四十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者，按其要求、期約或

收受超過規定標準之費用或其他不正利益相當之金額，

處十倍至二十倍罰鍰。

未經許可從事就業服務業務違反第四十條第一項第五款

規定者，依前項規定處罰之。

第1、2項條文文字修正：
為明確法條項次，條文原用「第

四十條第五款」修正為「第四十

條第一項第五款」。

第67條
違反第五條第二項第二款、第三款、第六款、第十條、

第三十六條第一項、第三十七條、第三十九條、第四十

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第六款、第十款至

第十七款、第十九款、第二十款、第五十七條第五款、

第八款、第九款或第六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處新臺幣六

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未經許可從事就業服務業務違反第四十條第一項第一

款、第三款、第四款、第六款或第十款規定者，依前項

規定處罰之。

增列處罰規定：

配合同法第5條級第4 0條之修
訂，爰於本條第1項條文內，增
列違反第5條第2項新增第6款工
資未達4萬元須公開揭示規定，
與第40條第1項新增第19款未依
法通報性侵、人口販運等情事，

及新增第20款其他違反本法或依
本法發布之命令等處罰事項。

第68條
違反第九條、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四十一條、第

四十三條、第五十六條第一項、第五十七條第三款、第

四款或第六十一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五十七條第六款規定者，按被解僱或資遣之人

數，每人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四十三條規定之外國人，應即令其出國，不得再

於中華民國境內工作。

違反第四十三條規定或有第七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項規

定情事之外國人，經限期令其出國，屆期不出國者，入

出國管理機關得強制出國，於未出國前，入出國管理機

關得收容之。

第1項條文文字修正：
配合同法第56條條文增訂，爰
修正本條原用「第五十六條」為

「第五十六條第一項」。

第70條
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主管機關得廢止

其設立許可：

一、 違反第三十八條、第四十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七
款、第九款、第十四款、第十八款規定。

二、 一年內受停業處分二次以上。
私立就業服務機構經廢止設立許可者，其負責人或代表

人於五年內再行申請設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主管機關

應不予受理。

第1項第1款增列第同法40條第
1項新增第18款規定為主管機關
得廢止設立許可之情事（施以性

侵、人口販運等違法情事）。

第2項條文修訂，將經廢止設立
許可者再提申請的年限規定由原

訂2年延長至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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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預告：最低工資法草案；預告至108年1月29日終止。

中華民國 107年 11月 30日勞動部勞動條 2字第 1070131543號令公告

立法說明：

依契約自由原則，工資係由勞雇雙方議定，惟為保障勞工基本生活，勞動基準法第

二十一條第一項明定，勞雇雙方議定之工資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基本工資之審議程序及擬

訂，係依據基本工資審議辦法，由勞動部下設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參考該辦法所定經社

數據審議之。是以，我國對於勞工工資最低標準之保障雖以「基本工資」名之，實與世界

各國所定之「最低工資」無異。然考量基本工資審議辦法之位階終屬法規命令，為使相關

制度更為健全，俾以穩定、明確地調整最低工資，有必要立法建構最低工資制度，強化最

低工資審議程序，並將訂定最低工資所需參考的社會、經濟指標入法，以保障勞工工資權

益。爰擬具「最低工資法」(以下簡稱本法 )草案，共計十六條，其要點如下：
一、 本法制定宗旨與其他法律之適用關係。(草案第一條)
二、 本法中央主管機關及地方主管機關權責。(草案第二條)
三、 本法之名詞定義。(草案第三條)
四、 本法所定最低工資之類型及強制性規定效力，並明定勞雇雙方議定之工資不得低於

最低工資，違反者，適用勞動基準法監督與檢查及罰則相關規定。(草案第四條)
五、 定明由勞動部組成最低工資審議會，審議最低工資。(草案第五條)
六、 規範最低工資審議會之組成，並明定勞方、資方、相關部會代表及專家、學者委員

代表之遴聘方式。(草案第六條)
七、 最低工資審議會之委員任期、辭職後之改聘程序及相關費用給與方式。(草案第七條)
八、 為利最低工資之審議，定明勞動部應組成研究小組或將研究事項委託適當之人員或

機構為之。(草案第八條)
九、 規範研究小組之組成，並依本法所定指標，提出研究報告及調整建議。(草案第九條)
十、 規範最低工資審議會於審議時之應參採指標，力求最低工資之調整機制穩定、明

確，並定明得參採指標，掌握整體經濟社會情勢通盤考量，以求周延。(草案第十條)
十一、 建立最低工資審議會定期於每年第三季召開會議之機制，並規範議事規則，建立審

議最低工資之運作秩序。(草案第十一條)
十二、 規範最低工資實施日期之原則及例外。(草案第十二條)
十三、 最低工資審議會之會議資料及紀錄應對外公開之程序。(草案第十三條)
十四、 定明最低工資於審議通過後報請行政院核定，及後續對外公告程序，以明確最低工

資之調整；另建立審議結果若經行政院退回之重行審議機制，強化最低工資審議會

實質權限。(草案第十四條)
十五、 為避免產生法律適用之空窗期，明定依本法公告實施最低工資前，原依勞動基準法

公告之基本工資繼續有效。另本法施行後第一次公告之最低工資數額，不得低於施

行前最後一次依勞動基準法公告之基本工資數額，以確保勞工工資權益。(草案第
十五條)

十六、 本法之施行日期。(草案第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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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Â最低工資法草案

第 1 條 為規定適用勞動基準法勞工之最低工資，保障勞工及其家庭最低生活，促進社

會與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法。

 最低工資事項，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勞動基準法及其他相關法

律之規定。

第 2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勞動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

縣（市）政府。

第 3 條 本法所稱勞工、雇主及工資之定義，依勞動基準法第二條之規定。

第 4 條 最低工資，分為每月最低工資及每小時最低工資。

 勞雇雙方議定之工資，不得低於最低工資。

 違反前項規定者，適用勞動基準法監督與檢查及處罰之規定。

 勞雇雙方議定之工資低於本法所定最低工資者，以本法所定最低工資為其工資

數額。

第 5 條 為審議最低工資，由勞動部組成最低工資審議會（以下簡稱審議會）擬訂之。

第 6 條 審議會置召集人一人，由勞動部長兼任之；另置委員二十一人，其組成如下：

 一、勞動部代表一人。

 二、經濟部代表一人。

 三、國家發展委員會代表一人。

 四、勞方代表七人。

 五、資方代表七人。

 六、專家學者四人。

 前項勞方代表及資方代表，由相關勞工及工商團體推薦後，由勞動部遴聘之。

 第一項第六款之專家學者，由勞動部遴聘之。

第 7 條 審議會委員任期為二年，期滿得予續聘。

 委員因故辭職者，由原推薦機關或團體重行推薦，經遴聘後任期至原任期為

止。

 審議會委員均為無給職，但非勞動部所屬人員之委員，得依規定支給兼職費及

交通費。

第 8 條 勞動部應組成研究小組，就最低工資審議事宜研究之；必要時，得將該研究事

項委託適當人員、機構為之。

第 9 條 前條研究小組之組成，應包括下列人員：

一、 專家學者四人至六人。
二、 國家發展委員會、經濟部、財政部、衛生福利部、勞動部及行政院主計

總處指派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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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小組應於每年四月向審議會報告最低工資實施對經濟及就業狀況之影響，

並於審議會召開會議三十日前，就第十條所定之指標提出研究報告及調整建

議。

第10條 最低工資之審議應參採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擬訂調整幅度。

 最低工資之擬訂，並得參採下列資料：

 一、勞動生產力指數年增率。

 二、勞工平均薪資年增率。

 三、國家經濟發展狀況。

 四、國民所得及平均每人所得。

 五、國內生產毛額及成本構成之分配比率。

 六、躉售物價及民生物價變動狀況。

 七、各業產業發展情形及就業狀況。

 八、各業勞工工資。

 九、家庭收支狀況。

 十、最低生活費。

 前兩項所定資料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定期將資料送勞動部彙整。

第11條 審議會應於每年第三季召開會議，審議最低工資。

 審議會就最低工資之審議，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親自出席。如未能就審議案

達成共識，得經出席之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議決之。

第12條 前條審議通過之最低工資於次年一月一日實施。但審議會認有必要者，得另行

決定實施日期。

第13條 勞動部應於審議會會議結束後三十日內，公開會議資料及記錄。

第14條 勞動部應於最低工資審議通過之次日起十日內，報請行政院核定。

 行政院應於接到前項審議結果之次日起二十日內核定，並交由勞動部公告實

施。

 行政院不予核定或逾前項期限而未核定者，勞動部應於接到不予核定之日或期

限屆滿之日起三十日內，再召開審議會進行審議，並將審議結果依前二項規定

報請行政院予以核定。

第15條 勞動部依本法公告實施最低工資前，原依勞動基準法公告之基本工資繼續有

效。

 本法施行後第一次公告之最低工資數額，不得低於本法施行前最後一次依勞動

基準法公告之基本工資數額。

第16條 本法自中華民國○年○月○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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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令：公布制定勞動事件法。

中華民國 107年 12月 5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700129441號令公布

立法目的：

為貫徹憲法保障國民基本人權、維護人格尊嚴及保障勞資雙方地位實質平等之精

神，期能迅速、妥適、專業、有效、平等處理勞動事件，以促進勞資關係和諧，進而

謀求健全社會共同生活。

 Â勞動事件法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為迅速、妥適、專業、有效、平等處理勞動事件，保障勞資雙方權益及促進勞

資關係和諧，進而謀求健全社會共同生活，特制定本法。

第 2 條 本法所稱勞動事件，係指下列事件：

一、 基於勞工法令、團體協約、工作規則、勞資會議決議、勞動契約、勞動
習慣及其他勞動關係所生民事上權利義務之爭議。

二、 建教生與建教合作機構基於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
障法、建教訓練契約及其他建教合作關係所生民事上權利義務之爭議。

三、 因性別工作平等之違反、就業歧視、職業災害、工會活動與爭議行為、
競業禁止及其他因勞動關係所生之侵權行為爭議。

 與前項事件相牽連之民事事件，得與其合併起訴，或於其訴訟繫屬中為追加或

提起反訴。

第 3 條 本法所稱勞工，係指下列之人：

一、受僱人及其他基於從屬關係提供其勞動力而獲致報酬之人。

二、技術生、養成工、見習生、建教生、學徒及其他與技術生性質相類之人。

三、求職者。

 本法所稱雇主，係指下列之人：

一、 僱用人、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或依據要派契約，實際指揮監督管
理派遣勞工從事工作之人。

二、 招收技術生、養成工、見習生、建教生、學徒及其他與技術生性質相類
之人者或建教合作機構。

三、 招募求職者之人。

第 4 條 為處理勞動事件，各級法院應設立勞動專業法庭（以下簡稱勞動法庭）。但法

官員額較少之法院，得僅設專股以勞動法庭名義辦理之。

 前項勞動法庭法官，應遴選具有勞動法相關學識、經驗者任之。

 勞動法庭或專股之設置方式，與各該法院民事庭之事務分配，其法官之遴選資

格、方式、任期，以及其他有關事項，由司法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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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條 以勞工為原告之勞動事件，勞務提供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事務所、營業所

所在地在中華民國境內者，由中華民國法院審判管轄。

 勞動事件之審判管轄合意，違反前項規定者，勞工得不受拘束。

第 6 條 勞動事件以勞工為原告者，由被告住所、居所、主營業所、主事務所所在地或

原告之勞務提供地法院管轄；以雇主為原告者，由被告住所、居所、現在或最

後之勞務提供地法院管轄。

 前項雇主為原告者，勞工得於為本案言詞辯論前，聲請將該訴訟事件移送於其

所選定有管轄權之法院。但經勞動調解不成立而續行訴訟者，不得為之。

 關於前項聲請之裁定，得為抗告。

第 7 條 勞動事件之第一審管轄合意，如當事人之一造為勞工，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

勞工得逕向其他有管轄權之法院起訴；勞工為被告者，得於本案言詞辯論前，

聲請移送於其所選定有管轄權之法院，但經勞動調解不成立而續行訴訟者，不

得為之。

 關於前項聲請之裁定，得為抗告。

第 8 條 法院處理勞動事件，應迅速進行，依事件性質，擬定調解或審理計畫，並於適

當時期行調解或言詞辯論。

 當事人應以誠信方式協力於前項程序之進行，並適時提出事實及證據。

第 9 條 勞工得於期日偕同由工會或財團法人於章程所定目的範圍內選派之人到場為輔

佐人，不適用民事訴訟法第七十六條第一項經審判長許可之規定。

 前項之工會、財團法人及輔佐人，不得向勞工請求報酬。

 第一項之輔佐人不適為訴訟行為，或其行為違反勞工利益者，審判長得於程序

進行中以裁定禁止其為輔佐人。

 前項規定，於受命法官行準備程序時準用之。

第10條 受聘僱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所定工作之外國人，

經審判長許可，委任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之負責人、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為

其勞動事件之訴訟代理人者，有害於委任人之權益時，審判長得以裁定撤銷其

許可。

第11條 因定期給付涉訟，其訴訟標的之價額，以權利存續期間之收入總數為準；期間

未確定時，應推定其存續期間。但超過五年者，以五年計算。

第12條 因確認僱傭關係或給付工資、退休金或資遣費涉訟，勞工或工會起訴或上訴，

暫免徵收裁判費三分之二。

 因前項給付聲請強制執行時，其執行標的金額超過新臺幣二十萬元者，該超過

部分暫免徵收執行費，由執行所得扣還之。

第13條 工會依民事訴訟法第四十四條之一及本法第四十二條提起之訴訟，其訴訟標的

金額或價額超過新臺幣一百萬元者，超過部分暫免徵收裁判費。

 工會依第四十條規定提起之訴訟，免徵裁判費。

第14條 勞工符合社會救助法規定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符合特殊境遇家庭扶助



42
December 2018  工訊六十八

法令動態

條例第四條第一項之特殊境遇家庭，其聲請訴訟救助者，視為無資力支出訴訟

費用。

 勞工或其遺屬因職業災害提起勞動訴訟，法院應依其聲請，以裁定准予訴訟救

助。但顯無勝訴之望者，不在此限。

第15條 有關勞動事件之處理，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民事訴訟法及強制

執行法之規定。

第 二 章 勞動調解程序

第16條 勞動事件，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於起訴前，應經法院行勞動調解程序：

一、 有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六條第一項第二款、第四款、第五款所定情形之
一。

二、因性別工作平等法第十二條所生爭議。 
前項事件當事人逕向法院起訴者，視為調解之聲請。

不合於第一項規定之勞動事件，當事人亦得於起訴前，聲請勞動調解。

第17條 勞動調解事件，除別有規定外，由管轄勞動事件之法院管轄。

 第六條第二項、第三項及第七條規定，於勞動調解程序準用之。但勞工聲請移

送，應於第一次調解期日前為之。

第18條 聲請勞動調解及其他期日外之聲明或陳述，應以書狀為之。但調解標的之金額

或價額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者，得以言詞為之。

 以言詞為前項之聲請、聲明或陳述，應於法院書記官前以言詞為之；書記官應

作成筆錄，並於筆錄內簽名。

 聲請書狀或筆錄，應載明下列各款事項：

一、 聲請人之姓名、住所或居所；聲請人為法人、機關或其他團體者，其名
稱及公務所、事務所或營業所。

二、 相對人之姓名、住所或居所；相對人為法人、機關或其他團體者，其名
稱及公務所、事務所或營業所。

三、 有法定代理人者，其姓名、住所或居所，及法定代理人與關係人之關
係。

四、 聲請之意旨及其原因事實。
五、 供證明或釋明用之證據。
六、 附屬文件及其件數。
七、 法院。
八、 年、月、日。

 聲請書狀或筆錄內宜記載下列各款事項：

一、 聲請人、相對人、其他利害關係人、法定代理人之性別、出生年月日、
職業、身分證件號碼、營利事業統一編號、電話號碼及其他足資辨別之

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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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利害關係人者，其姓名、住所或居所。
三、 定法院管轄及其適用程序所必要之事項。
四、 有其他相關事件繫屬於法院者，其事件。
五、 預期可能之爭點及其相關之重要事實、證據。
六、 當事人間曾為之交涉或其他至調解聲請時之經過概要。

第19條 相牽連之數宗勞動事件，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合併調解。

 兩造得合意聲請將相牽連之民事事件合併於勞動事件調解，並視為就該民事事

件已有民事調解之聲請。

 合併調解之民事事件，如已繫屬於法院者，原民事程序停止進行。調解成立

時，程序終結；調解不成立時，程序繼續進行。

 合併調解之民事事件，如原未繫屬於法院者，調解不成立時，依當事人之意

願，移付民事裁判程序或其他程序；其不願移付者，程序終結。

第20條 法院應遴聘就勞動關係或勞資事務具有專門學識、經驗者為勞動調解委員。

 法院遴聘前項勞動調解委員時，委員之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遴聘總人數三分

之一。

 關於勞動調解委員之資格、遴聘、考核、訓練、解任及報酬等事項，由司法院

定之。

 民事訴訟法有關法院職員迴避之規定，於勞動調解委員準用之。

第21條 勞動調解，由勞動法庭之法官一人及勞動調解委員二人組成勞動調解委員會行

之。

 前項勞動調解委員，由法院斟酌調解委員之學識經驗、勞動調解委員會之妥適

組成及其他情事指定之。

 勞動調解委員應基於中立、公正之立場，處理勞動調解事件。

 關於調解委員之指定事項，由司法院定之。

第22條 調解之聲請不合法者，勞動法庭之法官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

者，應定期間先命補正。

 下列事項，亦由勞動法庭之法官為之：

一、關於審判權之裁定。

二、關於管轄權之裁定。

 勞動法庭之法官不得逕以不能調解或顯無調解必要或調解顯無成立之望，或已

經其他法定調解機關調解未成立為理由，裁定駁回調解之聲請。

第23條 勞動調解委員會行調解時，由該委員會之法官指揮其程序。

 調解期日，由勞動調解委員會之法官，依職權儘速定之；除有前條第一項、第

二項情形或其他特別事由外，並應於勞動調解聲請之日起三十日內，指定第一

次調解期日。

第24條 勞動調解程序，除有特別情事外，應於三個月內以三次期日內終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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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事人應儘早提出事實及證據，除有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外，應於第二次期日

終結前為之。

 勞動調解委員會應儘速聽取當事人之陳述、整理相關之爭點與證據，適時曉諭

當事人訴訟之可能結果，並得依聲請或依職權調查事實及必要之證據。

 前項調查證據之結果，應使當事人及知悉之利害關係人有到場陳述意見之機

會。

第25條 勞動調解程序不公開。但勞動調解委員會認為適當時，得許就事件無妨礙之人

旁聽。

 因性別工作平等法第十二條所生勞動事件，勞動調解委員會審酌事件情節、勞

工身心狀況與意願，認為適當者，得以利用遮蔽或視訊設備為適當隔離之方式

行勞動調解。

第26條 勞動調解，經當事人合意，並記載於調解筆錄時成立。

 前項調解成立，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

第27條 勞動調解經兩造合意，得由勞動調解委員會酌定解決事件之調解條款。

 前項調解條款之酌定，除兩造另有約定外，以調解委員會過半數之意見定之；

關於數額之評議，意見各不達過半數時，以次多額之意見定之。

 調解條款，應作成書面，記明年月日，或由書記官記明於調解程序筆錄。其經

勞動調解委員會之法官及勞動調解委員全體簽名者，視為調解成立。

 前項經法官及勞動調解委員簽名之書面，視為調解筆錄。

 前二項之簽名，勞動調解委員中有因故不能簽名者，由法官附記其事由；法官

因故不能簽名者，由勞動調解委員附記之。

第28條 當事人不能合意成立調解時，勞動調解委員會應依職權斟酌一切情形，並求兩

造利益之平衡，於不違反兩造之主要意思範圍內，提出解決事件之適當方案。

 前項方案，得確認當事人間權利義務關係、命給付金錢、交付特定標的物或為

其他財產上給付，或定解決個別勞動紛爭之適當事項，並應記載方案之理由要

旨，由法官及勞動調解委員全體簽名。

 勞動調解委員會認為適當時，得於全體當事人均到場之調解期日，以言詞告知

適當方案之內容及理由，並由書記官記載於調解筆錄。

 第一項之適當方案，準用前條第二項、第五項之規定。

第29條 除依前條第三項規定告知者外，適當方案應送達於當事人及參加調解之利害關

係人。

 當事人或參加調解之利害關係人，對於前項方案，得於送達或受告知日後十日

之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

 於前項期間內合法提出異議者，視為調解不成立，法院並應告知或通知當事人

及參加調解之利害關係人；未於前項期間內合法提出異議者，視為已依該方案

成立調解。

 依前項規定調解不成立者，除調解聲請人於受告知或通知後十日之不變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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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向法院為反對續行訴訟程序之意思外，應續行訴訟程序，並視為自調解聲

請時，已經起訴；其於第一項適當方案送達前起訴者，亦同。以起訴視為調解

者，仍自起訴時發生訴訟繫屬之效力。

 依前項情形續行訴訟程序者，由參與勞動調解委員會之法官為之。

第30條 調解程序中，勞動調解委員或法官所為之勸導，及當事人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

或讓步，於調解不成立後之本案訴訟，不得採為裁判之基礎。

 前項陳述或讓步，係就訴訟標的、事實、證據或其他得處分之事項成立書面協

議者，當事人應受其拘束。但經兩造同意變更，或因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

或依其他情形，協議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

第31條 勞動調解委員會參酌事件之性質，認為進行勞動調解不利於紛爭之迅速與妥適解

決，或不能依職權提出適當方案者，視為調解不成立，並告知或通知當事人。

 有前項及其他調解不成立之情形者，準用第二十九條第四項、第五項之規定。

第 三 章 訴訟程序

第32條 勞動事件，法院應以一次期日辯論終結為原則，第一審並應於六個月內審結。

但因案情繁雜或審理上之必要者，不在此限。

 為言詞辯論期日之準備，法院應儘速釐清相關爭點，並得為下列處置：

一、 命當事人就準備書狀為補充陳述、提出書證與相關物證，必要時並得諭
知期限及失權效果。

二、 請求機關或公法人提供有關文件或公務資訊。
三、 命當事人本人到場。
四、 通知當事人一造所稱之證人及鑑定人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
五、 聘請勞動調解委員參與諮詢。

 法院為前項之處置時，應告知兩造。

 因性別工作平等法第十二條所生勞動事件，法院審酌事件情節、勞工身心狀況

與意願，認為適當者，得不公開審判，或利用遮蔽、視訊等設備為適當隔離。

第33條 法院審理勞動事件，為維護當事人間實質公平，應闡明當事人提出必要之事

實，並得依職權調查必要之證據。

 勞工與雇主間以定型化契約訂立證據契約，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勞工不受拘

束。

第34條 法院審理勞動事件時，得審酌就處理同一事件而由主管機關指派調解人、組成

委員會或法院勞動調解委員會所調查之事實、證據資料、處分或解決事件之適

當方案。

 前項情形，應使當事人有辯論之機會。

第35條 勞工請求之事件，雇主就其依法令應備置之文書，有提出之義務。

第36條 文書、勘驗物或鑑定所需資料之持有人，無正當理由不從法院之命提出者，法

院得以裁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鍰；於必要時並得以裁定命為強制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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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強制處分之執行，準用強制執行法關於物之交付請求權執行之規定。

 第一項裁定，得為抗告；處罰鍰之裁定，抗告中應停止執行。

 法院為判斷第一項文書、勘驗物或鑑定所需資料之持有人有無不提出之正當理

由，於必要時仍得命其提出，並以不公開方式行之。

 當事人無正當理由不從第一項之命者，法院得認依該證物應證之事實為真實。

第37條 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資之爭執，經證明勞工本於勞動關係自雇主所受領之給

付，推定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

第38條 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

務。

第39條 法院就勞工請求之勞動事件，判命雇主為一定行為或不行為者，得依勞工之請

求，同時命雇主如在判決確定後一定期限內未履行時，給付法院所酌定之補償

金。

 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於前項法院酌定補償金時準用之。

 第一項情形，逾法院所定期限後，勞工不得就行為或不行為請求，聲請強制執

行。

第40條 工會於章程所定目的範圍內，得對侵害其多數會員利益之雇主，提起不作為之

訴。

 前項訴訟，應委任律師代理訴訟。

 工會違反會員之利益而起訴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其訴。

 第一項訴訟之撤回、捨棄或和解，應經法院之許可。

 第二項律師之酬金，為訴訟費用之一部，並應限定其最高額，其支給標準，由

司法院參酌法務部及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意見定之。

 前四項規定，於第一項事件之調解程序準用之。

第41條 工會依民事訴訟法第四十四條之一第一項為選定之會員起訴，被選定人得於第

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訴之追加，並求對於被告確定選定人與被告間關於請求

或法律關係之共通基礎前提要件是否存在之判決。

 關於前項追加之訴，法院應先為辯論及裁判；原訴訟程序於前項追加之訴裁判

確定以前，得裁定停止。

 第一項追加之訴，不另徵收裁判費。

 被選定人於同一事件提起第一項追加之訴，以一次為限。

第42條 被選定人依前條第一項為訴之追加者，法院得徵求被選定人之同意，或由被選

定人聲請經法院認為適當時，公告曉示其他本於同一原因事實有共同利益之勞

工，得於一定期間內以書狀表明下列事項，併案請求：

一、併案請求人、被告及法定代理人。

二、請求併入之事件案號。

三、訴訟標的及其原因事實、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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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其他有共同利益之勞工，亦得聲請法院依前項規定為公告曉示。

 依第一項規定為併案請求之人，視為已選定。

 被選定人於前條第一項追加之訴判決確定後三十日內，應以書狀表明為全體選

定人請求之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並依法繳納裁判費。

 前項情形，視為併案請求之人自併案請求時，已經起訴。

 關於併案請求之程序，除本法別有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第四十四條之二規

定。

 第一項原被選定人不同意者，法院得依職權公告曉示其他共同利益勞工起訴，

由法院併案審理。

第43條 工會應將民事訴訟法第四十四條之一及前條之訴訟所得，扣除訴訟必要費用

後，分別交付為選定或視為選定之勞工，並不得請求報酬。

第44條 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前項情形，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

 工會依民事訴訟法第四十四條之一及本法第四十二條所提訴訟，準用前二項之

規定。

第45條 勞工對於民事訴訟法第四十四條之一及本法第四十二條訴訟之判決不服，於工

會上訴期間屆滿前撤回選定者，得依法自行提起上訴。

 工會於收受判決後，應即將其結果通知勞工，並應於七日內將是否提起上訴之

意旨以書面通知勞工。

 多數有共同利益之勞工，於在職期間依工會法無得加入之工會者，得選定同一

工會聯合組織為選定人起訴。但所選定之工會聯合組織，以於其章程所定目的

範圍內，且勞務提供地、雇主之住所、居所、主營業所或主事務所所在地在其

組織區域內者為限。

 多數有共同利益之勞工，於離職或退休時為同一工會之會員者，於章程所定目

的範圍內，得選定該工會為選定人起訴。

 民事訴訟法第四十四條之一第二項、第三項，及本法關於工會依民事訴訟法第

四十四條之一第一項為選定之會員起訴之規定，於第三項、第四項之訴訟準用

之。

第 四 章 保全程序

第46條 勞工依勞資爭議處理法就民事爭議事件申請裁決者，於裁決決定前，得向法院

聲請假扣押、假處分或定暫時狀態處分。

 勞工於裁決決定書送達後，就裁決決定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或避免損害之

擴大，向法院聲請假扣押、假處分或定暫時狀態處分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得以裁決決定代替請求及假扣押、假處分或定暫時狀態處分原因之釋明，法院

不得再命勞工供擔保後始為保全處分：

一、裁決決定經法院核定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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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雇主就裁決決定之同一事件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

 前二項情形，於裁決事件終結前，不適用民事訴訟法第五百二十九條第一項之

規定。裁決決定未經法院核定，如勞工於受通知後三十日內就裁決決定之請求

起訴者，不適用勞資爭議處理法第五十條第四項之規定。

第47條 勞工就請求給付工資、職業災害補償或賠償、退休金或資遣費、勞工保險條例

第七十二條第一項及第三項之賠償與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事件，聲請假扣押、假

處分或定暫時狀態之處分者，法院依民事訴訟法第五百二十六條第二項、第三

項所命供擔保之金額，不得高於請求標的金額或價額之十分之一。

 前項情形，勞工釋明提供擔保於其生計有重大困難者，法院不得命提供擔保。

 依民事訴訟法第四十四條之一或本法第四十二條規定選定之工會，聲請假扣

押、假處分或定暫時狀態之處分者，準用前二項之規定。

第48條 勞工所提請求給付工資、職業災害補償或賠償、退休金或資遣費事件，法院發

現進行訴訟造成其生計上之重大困難者，應闡明其得聲請命先為一定給付之定

暫時狀態處分。

第49條 勞工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法院認勞工有勝訴之望，且雇主繼續僱用非顯

有重大困難者，得依勞工之聲請，為繼續僱用及給付工資之定暫時狀態處分。

 第一審法院就前項訴訟判決僱傭關係存在者，第二審法院應依勞工之聲請為前

項之處分。

 前二項聲請，法院得為免供擔保之處分。

 法院因勞工受本案敗訴判決確定而撤銷第一項、第二項處分之裁定時，得依雇

主之聲請，在撤銷範圍內，同時命勞工返還其所受領之工資，並依聲請附加自

受領時起之利息。但勞工已依第一項、第二項處分提供勞務者，不在此限。

 前項命返還工資之裁定，得抗告，抗告中應停止執行。

第50條 勞工提起確認調動無效或回復原職之訴，法院認雇主調動勞工之工作，有違反

勞工法令、團體協約、工作規則、勞資會議決議、勞動契約或勞動習慣之虞，

且雇主依調動前原工作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者，得經勞工之聲請，為依原

工作或兩造所同意工作內容繼續僱用之定暫時狀態處分。

第 五 章 附則

第51條 除別有規定外，本法於施行前發生之勞動事件亦適用之。

 本法施行前已繫屬尚未終結之勞動事件，依其進行程度，由繫屬之法院依本法

所定程序終結之，不適用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其已依法定程序進行之行為，

效力不受影響。

 本法施行前已繫屬尚未終結之勞動事件，依繫屬時之法律或第六條第一項規

定，定法院之管轄。

 本法施行前已繫屬尚未終結之保全事件，由繫屬之法院依本法所定程序終結之。

第52條 本法施行細則及勞動事件審理細則，由司法院定之。

第53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司法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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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勞工新聞：最低工資立法 (1)

最低工資法擬先審後核 恐淪換湯不換藥
 ▌聯合報 2018.10.10 記者陳妍霖/即時報導 

為了解救低薪

問題，勞動部研擬

最低工資法，草

案最快 10 月底出

爐，除擬將從審議

規定提升到法的位

階、由行政院核

定、強制每年第三

季召開、調漲參考

指標也將入法等，

只是哪些是「應」

參考指標、哪些是

「得」參採指標，

目前勞動部尚未訂

定。不過外界認為參考指標、決議制度和

現行的基本工資審議大多相同，恐淪為換

湯不換藥，制定並無意義。

依勞動部規劃，最低工資法和現今的

基本工資審議皆採委員制度，由勞、資、

政、學共四方委員代表先審議、後由行

政院核定的決策制度，未來在審議前，將

率先由工作研究小組先行作業討論後審議

方式，預計可解決往年每逢基本工資審議

時，勞資雙方為時薪、月薪調幅攻防而耗

費多時的問題。

全國產業總工會秘書長戴榮國說，基

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年年召開，但開了快

10年，最後還是落入勞、資雙方各說各

話，若最低工資法還是按照這樣的審議制

度，制定最低工資法並無意義，最重要是

哪些指標可入法，關鍵點也在資方，目前

勞、資雙方對於哪些指標要入法，意見仍

分歧。

台灣勞工陣線協會秘書長孫友聯說，

按照現行的基本工資審議制度，審議通過

後，還得再經過行政院核定，但在勞委會

年代，曾發生過行政院不核定情況，院會

不同調，即使提升到法的位階的最低工資

法，行政院仍有核定的主導權，那和現今

制度有何不同？

在最低工資法草案中，勞動部擬列入

 S 今（107）年由勞動部部長召開主持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議，會中
勞資雙方立場和訴求上的對立，恐將延續到最低工資法立法的政策對

話過程中。（圖/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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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調整指標，包括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

率、勞動力生產力指數年增率、勞工平

均薪資年增率、國家經濟發展狀況，國

民所得與平均每人所得、勞工工資與家

庭收支調查及最低生活費等指標，勞動

部表示，待草案出爐後，將聽取社會各

界意見。

不過，現行基本工資審議辦法已有這

些參考指標，最低工資法仍採這些指標，

被外界視為除了從「行政辦法」提升到

「法」的位階，恐審議制度仍跟現行一樣。

文化大學勞工關係系副教授李健鴻

說，儘管審議制度可能和現行一樣，但

審議委員制度位階到底屬勞動部還是行

政院，這要分清楚。另外，過去審議時，

參考指標約束力低，審議委員討論過

程或事前討論很難聚焦在這些指標上，

未來入法後更能聚焦，只是哪些指標是

「應」參採指標，最好得取得勞資雙方認

同。

國內勞工新聞：最低工資立法 (2)

最低工資法下周預告  
資方：企業活不下去哪來勞工？

 ▌聯合報 2018.11.21 記者吳佩旻/即時報導 

原訂今年 10月底前預告的最低工資

法草案，將延至 11月出爐。勞動部長許

銘春今天受訪表示，與勞資團體溝通已經

差不多，預計最快下周（11/30）就會預

告。勞資雙方頻喊話，勞方認為，最低工

資的適用範圍、工資定義等都須明訂，才

能避免讓勞工喪失權益；資方也說，要調

整基本工資須做好配套，否則「企業活不

下去，哪來勞工？」。

因應國內低薪問題，總統蔡英文競選

時提出訂定「最低工資法」政見，保障勞

工及其家庭的最低生活水準，立法改變

目前基本工資審議程序。勞動部今年 3月

也在立法院允諾，年底將把草案送入行政

院。

現行的基本工資審議辦法僅是法規命

令，且勞資雙方定調基本工資多淪為「喊

價」模式。今年 8月勞動部召開基本工

資審議委員會時，勞資雙方協商角力 9小

時，才拍板基本工資讓現行的月薪 2.2萬

元、時薪 140元，從明年元旦起調至月薪

2 萬 3100 百元、時薪 150 元，不過勞資

雙方對結果都不滿意。

對於草案將預告，勞資雙方趁機喊

話；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孫友聯呼籲，勞

動部應審慎制定草案內容，包括最低工資

的適用範圍、工資定義等，禁止企業將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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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蔡總統2015年競選總統時提出的六大勞工政策之首便為改善台灣勞工低薪問題。（圖/新頭
殼截自蔡英文總統Facebook）

貼疊床架物當成工資。此外，勞動部若

參考國外做法，也必須明定參考指標項

目。

代表資方的全國商業總會副理事長

許舒博則說，今年 8月才調漲過一次最

低薪資，在這個時間點又要預告最低工

資法草案，對企業來說是雪上加霜，他

認為，基本工資不是不能調，但要有配

套措施，政府不能只想提高勞工所得．

也要思考如何增加企業所得，或是祭出

獎勵措施，否則無形中企業不斷增加成

本，「若活不下去，哪來的勞工？」，呼

籲政府三思。

最低工資法將訂立基本工資的法源

依據提高至法律位階，並制定審議機制

及「應」參採指標、「得」參採指標。審

議委員會的組成方式則沿用現行規定，

勞資雙方各 7名委員、學者及政府合計 7

名委員，共 21名，並參考韓國作法，採

共識決的方式，若無法達成共識，將改

採多數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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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勞工新聞：最低工資立法 (3)

最低工資法草案 勞團建議增指標
 ▌中央通訊社 2018.11.30 記者余曉涵/台北報導 

 S 簡易迅速的基本工資給付不足差額補足機制是勞團對最低工

資法的重要期待之一。（圖/1111人力銀行）

勞動部今天預告最低

工資法。勞工團體對此表

達肯定，希望可以儘速送

進立法院審查，不過勞團

也建議，最低工資法的參

採指標上，應增加 OECD

的低薪標準及 17項重要民

生物資年增率。

勞動部今天預告最低

工資法草案，外界關注的

「應」及「得」參採指標

也出爐。應參採指標部分僅有消費者物價

指數年增率，其餘的勞動生產力指數年增

率等 10項指標則列為「得」參採指標。

對此，勞工團體紛紛表達對訂定法案的肯

定，但也有提出不少建議，盼勞動部參考

採納。

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孫友聯受訪表

示，用法律位階來保障勞工的最低工資是

可以肯定及對的方向，不過希望能有更多

的資訊公開揭露，讓外界也可以參與。

孫友聯指出，應參採指標只有消費者

物價指數年增率部分，應該要更細部的去

討論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中，哪些是跟

勞工息息相關的。

全國產業總工會秘書長戴國榮受訪則

認為，最低工資法的罰則應該額外訂定，

而非綁著勞動基準法會比較好。

戴國榮也指出，目前納入的應及得的

參考指標中，應該多加入經濟合作暨發展

組織（OECD）的低薪標準及 17 項重要

民生物資年增率等，並訂定起始工資。

戴國榮表示，草案中也應該明定，如

果出現爭議雇主需負舉證責任，並建立勞

工即時領取差額的機制，讓勞工可以不需

要經過勞資調解等程序，就可以拿到少給

的工資。

他建議，原本的工作小組是勞資雙方

可以溝通對話的平台，應該要保留下來，

讓勞資雙方仍有溝通管道。

除此之外，戴國榮說，草案中應明定

月薪及時薪不得脫鉤，保障勞工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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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勞工新聞：最低工資立法 (4)

「最低工資法」懶人包全解析 
一次搞懂未來基本工資怎麼調

 ▌東森財經新聞 2018.12.08 記者紀佳妘/台北報導 

 S 本刊整理台灣法定工資基準從50、60年代由中央直接命
令，到80年代末起採行的審議制時期，再到最近（2018
年）勞動部提出最低工資法草案，60多年來的發展歷程。
（圖/編輯部）

攸關 226 萬名勞工的

《最低工資法》草案近期出

爐，明訂由勞資政學四方

組成最低工資審議會，預

計在每年第 3 季召開，其

中「應」參採指標僅列入

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

最低工資調幅與物價指數

增幅之間曖昧不明，引發

各界質疑草案「換湯不換

藥」，勞團紛紛表達對訂定

草案的肯定，但也提出建議

增列應參採指標，畢竟得參

採指標是虛的，容易各說各

話，可想而知未來勞資雙方

依然吵翻天。

訂定《最低工資法》是小英政府重要

的勞動政見，勞動部近期預告《最低工資

法》草案，將決定 226萬名勞工薪資該如

何調整，與基本工資審議有 5大差異，現

制是以行政機關訂定的法規命令「基本工

資審議辦法」規範，未來研擬提到法律位

階，須經立法院審議的《最低工資法》規

範，同時強制於每年第 3季召開會議，明

訂由勞資政學四方共 21位，組成最低工資

審議會，勞動部長擔任召集人，且採共識

決為原則，若無共識改以多數決作成決議。

為審議機制及調整指標制度化定明

「應參採」及「得參採」指標，並避免勞

資雙方爭吵不休，淪為「喊價」模式，特

別新增研究小組，由專家學者 4到 6人、

國發會、經濟部、財政部、衛福部、勞動

部及主計總處等 6機關代表，組成基本工

資研究小組，每年 4月提出最低工資實施

情形，並於開會 30日前給予調整建議方

案，供最低工資審議委員會討論，讓整體

會議更能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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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擔憂行政院會干預基本工資調

幅，因此《最低工資法》草案明定，審

議委員會決議後，勞動部應在 10日內報

行政院核定，政院則須在 20日內核定；

屆時政院退回或不核定，勞動部 30日內

得再次召開審議會，政院不得退回再審

議結果。

 Â最低工資「應」參採指標吵翻天物價
指數唯一入列

最低工資審議的參考指標可分為

「應」參採、「得」參採，其中應參採只

有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而強

度較低的得參採則有最低生活費、勞動

生產力指數年增率、家庭收支狀況、躉

售物價及民生物價變動狀況等 10項。

另從歷史數據來看，台灣消費者物價

指數年增率從 2011年以來漲幅不到 2%，

扣除蔬果及能源後的核心物價指數幾乎都

在 1%左右，相較於國外，台灣物價水準

相對偏低。

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

率目前是各界最有共識

的「應」參採指標，勞動

部強調，該指標屆時將成

為考量最低工資調幅的因

素，但不能把消費者物價

指數年增率當作調幅，也

不代表調幅的下限；假設

該指標下滑時，也不代表

最低工資會跟著調降，還

是得參考其他指標才能判

定。

 Â最低工資調幅定義說不清勞資未來還
有得喬

在最低工資法草案尚未出爐以前，每

年基本工資審議開會時吵吵鬧鬧，連要用

哪個指標都沒有共識，如今「應參採」

指標只有一項物價指數，全國產業總工會

秘書長戴國榮認為，應參採指標只有 CPI

太少，應參考更多指標，如行政院物價穩

定小組的 17項重要民生物價年增率、最

低生活費標準，企業跟受僱人員報酬佔

GDP比重應納入應參採，因為得參採 10

項指標「可參考也可不參考」，當勞資雙

方沒有共識時，容易各說各話。

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孫友聯也說，以

法律位階保障勞工最低薪資是值得肯定

的，新增的研究小組也能避開以往「突然

開會、倉促上路」的窘境，不過他認為應

採採指標僅列 CPI，雖然是基本指標但也

可能不夠，難過立法院那關，更何況物價

指數還有食衣住行等不同面向，應該更細

部討論這些指數那些與勞工是息息相關的。

 S 本會參與鍾孔炤立法委員辦公室召開之最低工資法公聽會時提

議，除CPI指數外，最低工資之調整設定還應該參採行政院物價
穩定小組列17項重要民生物價年增率、最低生活費標準，以及
企業跟受僱人員報酬佔GDP比等數據資料。（圖/民視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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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勞工新聞：最低工資立法 (5)

最低工資法須有配套  
工商界盼降稅、減勞健保負擔

 ▌自由時報 2018.12.01 記者羅倩宜/台北報導 

 S 工商團體擔憂法定工資成本對小企業主產生負擔過重

的衝擊，提議政府對易受衝擊企業提供各種經濟性協

助作為最低工資政策配套。（圖/自由時報）

勞動部預告「最低工資法草

案」，工商界認為，經過「一例一

休」，企業和勞工對政策信心十分

低落，且台灣經濟並沒有強勁成

長，若政府還堅持要修，必須有配

套，例如降低企業勞健保負擔或稅

率，再逐年落日，「最重要的是把

經濟做起來，否則企業賺不到錢，

每次談最低工資都要反彈」。

上市櫃公司協會財務長鄭聖穎

指出，政府若要訂最低工資，配套

是什麼？審議委員及研究小組的成

員哪裡來？都要比以前更完備，才

不會讓企業覺得信心缺缺。

上市櫃公司協會認為，政府訂最低工

資是保障勞工最低生活標準，但台灣經濟

若持續低迷，企業獲利不佳，硬要求最低

工資，還是會有反彈聲浪。

上市櫃公司協會也認為，推動最低工

資最平穩的方式，就是政府提供誘因，例

如降低稅率、降低勞健保及退休金負擔、

獎勵投資等，由政府分擔一部分增加的成

本，「這些補助可以逐年落日，目的只是

讓企業界感覺政府在同一條船上，而非政

府老是要求資方共體時艱」。

5人以下微型企業 衝擊最大
中小企業總會理事長李育家認為，

「最低工資法」衝擊最大的是五人以下的

微型企業，占全台一四○萬家中小企業的

七成，每一次工資調整，不僅薪資支出增

加，還有勞健保等周邊成本，因此，若一

體適用大小企業，沒有任何配套，受害的

將是沒有聲音的大多數。建議參考其他國

家，一旦大幅調高最低工資，應針對特定

產業、特定條件企業提供補貼或減免。

工總指出，草案最大進步是成立「研

究小組」，負責在審議前先提出建議，應

可避免過去勞資雙方在沒有基準的情況下

各喊各的；商總則表示，不是很贊成再訂

最低工資，但既然政府堅持，也只能配

合，希望能注意研究小組和審議委員的組

成，必須真實代表勞資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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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勞工新聞：勞動事件法 (1)

勞團拜會立院黨團促儘速通過勞動事件法

 ▌中央通訊社 2018.10.02 記者范正祥/台北報導 

勞工團體今天拜會立法院朝野黨團，

促請儘速通過勞動事件法，保障勞工的

司法正義，落實 2017年司法改革國是會

議決議。

台灣勞工陣線協會、台灣職業安全健

康連線、全國金融業工會聯合總會、永豐

金控工會、永豐銀行工會、高雄市產業總

工會等團體，呼籲立法院能夠儘速完成勞

動事件法的立法，讓勞工在遭遇勞資爭議

時能夠更即時妥適的獲得司法正義。

勞團代表上午首站拜會時代力量黨

團，之後也將接續拜訪其他黨團。時代

力量立法院黨團總召徐永明說，黨團支

持並竭盡全力推動這項勞動訴訟程序專

法立法。

時代力量立法委員黃國昌說，勞工

朋友被不合理的訴訟制度擋在法院的高

牆外真的太久了，希望大家共同努力讓

勞工朋友有真正救濟、能夠伸張權利的

訴訟環境。

司法院研擬提出、行政院會銜送請立

法院審查的勞動事件法草案，目前審議

進度已交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法案重點包括各級法院應設置勞動法庭

或專股、設立勞動調解委員會、降勞工

的訴訟裁判費等，以確保勞工權益。

 S 過去勞工捲入勞資訴訟官司，在法庭上往往處於法律專業和經濟實力的弱勢，無法取得實質

平等的訴訟地位，因而難以透過訴訟伸張其勞動權益。這樣的困境驅使勞工團體極力爭取設

立專門勞工法院/庭與審理規則。（圖/今日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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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勞工新聞：勞動事件法 (2)

立院審勞動事件法草案 設勞動法庭仍有歧見

 ▌中央通訊社 2018.10.18 記者溫貴香/台北報導 

 S 立法院審議勞動事件法期間，本會莊理事長偕同常務理事赴

民進黨與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進行拜會，建請推動該法案儘

速通過立法，並建議刪除草案將工會內部會員關係之訴列為

適用範圍之規畫，避免引發將來嚴重的勞勞相爭惡果。

立法院今天審查勞動事

件法草案，對於工會與會員

或工會會員之間權利義務所

生的民事爭議，例如工會會

員除名事項，是否入法規範

與勞動專業法庭的設置，仍

有爭議先保留。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

會今天逐條審查司法院、行

政院函請審議「勞動事件法

草案」、時代力量黨團所提

「勞動訴訟程序法草案」、民

主進步黨立委鍾孔炤等人所

提「勞動事件法草案」，勞

動專業法庭的設置，朝野立委與司法院仍

有不同見解，暫保留。

鍾孔炤的版本主張直轄市設置勞動法

院，其他縣市得視地理環境及案件多寡分

別設勞動法院，不過，鍾孔炤聽完說明後

並未堅持。

時代力量立委黃國昌提議勞動法庭一

審應採參審制，由一名職業法官與兩名參

審法官組成合議庭。但司法院認為，參審

制非常複雜，修法的變動幅度會非常大，

還是當成一個將來發展的理想會比較好。

委員會討論有共識的條文包括法案名

稱為「勞動事件法」；勞動事件法草案不

只處理「勞資」爭議事件，放寬至勞方對

勞方也就是工會與會員間或工會會員之間

權利義務所生的民事爭議如工會會員除名

事項等入法規範，中國國民黨立委林為洲

建議將這款規定刪除，不過，會議主席、

民進黨立委周春米裁示保留。

勞動事件如果在境外法院如香港、澳

門或大陸地區法院等進行訴訟，對於經濟

弱勢的勞工將造成極大負擔，因此明定國

際審判管轄權，保障勞工向法院尋求救濟

的權利。

共識條文規定，以勞工為原告的勞動

事件，勞務提供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

事務所、營業所所在地在中華民國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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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由中華民國法院審判管轄；但勞動

事件的審判管轄合意，違反前項規定者，

勞工得不受拘束。

為便利勞工起訴與應訴，兼顧法院

調查證據的便捷，有效解決勞資爭議，

草案採競合管轄方式。司法院說明，勞

動事件以起訴時被告的住所、居所、主營

業所、主事務所所在地，或原告的勞務提

供地定管轄法院；於雇主起訴時，如勞工

已離職，並得由勞工最後的勞務提供地法

院管轄。

國內勞工新聞：勞動事件法 (3)

勞動事件法三讀 擬一年後施行
 ▌中央通訊社 2018.11.09 記者溫貴香、王承中/台北報導 

 S 勞動事件法於立法院三讀通過當日下午，含本會在內的

數個勞工團體代表齊赴立法院前召開記者會（左1為本會
鄭光明副理事長），對勞動事件法在各黨立法委員的協

力促進下順利通過立法，表示欣慰。（圖/聯合報）

立法院今天三讀通過勞動

事件法，新法預計一年後施

行。朝野立委都說，這是不分

黨派全力推動重要法案；立委

鍾孔炤表示，這是國際人權日

之前送給勞工的最大禮物。

勞動事件法三讀前夕，台

灣勞工陣線、全國產業總工會

等團體下午在立法院召開記

者會表示，這是勞動司法人權

的一項指標性突破，對於勞工

未來在遭遇勞資爭議時，更有

機會接近司法正義，隨後關注

法案二、三讀過程。

民進黨立法院黨團副書記長周春米下

午偕同立委鍾孔炤、尤美女等人召開記者

會表示，司法院預計一年後施行新制，期

許司法院能加速相關配套措施，落實勞資

爭訟公平化，因為，落實勞工權益保障不

能等，「勞工的事就是我們的事，勞工的

事大家都當成一回事」。

周春米表示，在新法施行後，勞工不

必再千里迢迢跨縣市奔波，可就近選擇在

工作地所在的法院訴訟，且大幅減輕勞工

訴訟相關費用等；勞工過去常因擔憂尋求

司法協助曠日廢時，依新法規定，法院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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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在勞工聲請調解之日起

30日內指定第一次的調解

日期，且原則上要在起訴

後 6個月內審理終結。

鍾孔炤在法案三讀後

發言表示，勞動事件法三

讀，讓勞動訴訟迅速、專

業、可負擔，在國際人權

日之前通過勞動事件法，

是給勞工的最大禮物。

尤美女表示，這項立

法是司改國是會議重要決

議，據勞動部統計，每年約有 300件至

450件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的申訴案件，

內容包含職場性騷擾、性侵害和性別歧

視，這些案件將來都有可能會進入勞動

訴訟程序中。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召委、國民

黨立委林為洲表示，法案通過還有很多

工作要做，包括訂定相關辦法等準備期，

希望最慢不要超過一年的時間，他也會

監督司法院在最快時間把相關配套措施

做好，讓這部法真正為勞工所用。

國民黨立委蔣萬安說，這是保障勞

工司法人權的重要里程碑，希望司法院

能夠就未來專業勞動法官、調解委員等

相關人力遴選要更加重視並積極落實，

並就新法相關的修法重點做宣導，讓更

多勞工知道、利用這部新法。

「對不起，讓你們久等了」時代力量

立委黃國昌說，這是一個遲到超過 20年

的法案，做為過程當中參與的一份子，

 S 本會戴秘書長（右1）受邀出席周春米委員、鍾孔炤委員召
開之勞動事件法三讀記者會（圖/聯合報）

心裡除了高興，其實是誠惶誠恐，希望這

部法能夠實現對勞工朋友而言遲來的正

義。

黃國昌說，立法標示多項重要原則，

請司法院一定要貫徹，真正在實務上讓勞

工得到迅速、經濟、專業有效率而且公正

的裁判，讓勞工朋友不要像過去一樣，每

每在職場上遭到違法對待時候，只能回家

抱著棉被哭。

親民黨立法院黨團總召李鴻鈞表示，

根據司法院統計，近 3年三級法院共終結

1萬餘件的勞資爭議案件，一旦案件進入

高院，每案平均終結天數至少 200天，凸

顯現行勞資訴訟程序對勞資雙方均造成巨

大困擾。

李鴻鈞表示，朝野不分黨派希望未來

法院不論是在調解勞資雙方或進入訴訟

時，能快速、專業且降低訴訟障礙，改善

勞工在訴訟程序當中的弱勢地位，進一步

保障勞工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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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勞工新聞：其他勞工新聞 (1)

上班族怒吼「沒錢的颱風假還要補啥班？」 
勞團：勞工是次等公民

 ▌東森財經新聞 2018.10.05 記者紀佳妘/台北報導 

 S 資方代表提出颱風假補班議題引發社會大眾熱議，

更遭勞工團體批判把勞工當作次等公民。（圖/東森
財經新聞）

全國商業總會向政府提案「未

來颱風假勞工應補班」，引發許多上

班族民怨，勞團也跳出來說話，私

人企業的勞工是次等公民，颱風假

標準應「一體適用」，而非一國兩制。

商總以不傷害產業競爭力、降

低政府決策壓力為由，提出颱風假

後勞工應要補班，引發大批勞工朋

友不滿，就有人直言「資方在颱風

假是可不用給薪水，勞方憑什麼

要上班」，也有網友說「腦子進水

了嗎，沒錢的颱風還要補班」，甚

至還有許多網友哭喊「很多人都是用自己

的假去扣」，痛批是幹話王，阻撓台灣進

步的最大兇手。

全國產業總工會秘書長戴國榮表示，

工會長期主張各縣市政府宣布放颱風假

時，公家機關或是民營公司應「一體適

用」，不該「一國兩制」，因為私人企業對

於停班標準並無強制規範，在私人企業工

作的勞工彷彿是次等公民，生命財產安全

並未受到保障。

戴國榮也說，颱風假一年平均放不到

3天，企業應負起社會責任，若勞工選擇

在放颱風假時出勤，應加倍給薪，反之勞

工部出勤時，應照常給薪。在勞工不出

勤、企業不給薪的前提性，何來颱風假補

班的說法，一點也不合理。

勞動部表示，行政院人事總處訂定

「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授

權各縣市政府依法決定是否停班停課，適

用於政府各級機關、公私立學校以及公營

事業機構，而私人企業則不在此範圍中。

至於未來是否要補班，還得視人事總處規

範再行調整。

勞動部進一步指出，根據「天然災害

發生事業單位勞工出勤管理及工資給付」

要點，政府若宣布停班，勞工基於安全考

量可不出勤，雇主可不給薪，但也不得額

外扣薪或全勤；若勞工願意配合出勤，雇

主本來就要給薪，並無強制規定，如有違法

相關規定者，可處以 2萬元至 100萬元罰鍰。



勞工新聞

國內勞工新聞：其他勞工新聞 (2)

詮敘部堅持公家約聘僱不適用勞基法  
勞團批政府

 ▌聯合報 2018.10.08記者吳佩旻/即時報導 

近日有立委質疑公務機關鑽法律漏

洞，讓一年一聘的約聘僱人員無法受到

「勞基法」保障。銓敘部長周弘憲今在立

法表示，約聘僱人員屬廣義公務員，不宜

適用勞基法。對此全國產業總工會秘書長

戴國榮批評，政府遊走法律灰色地帶，讓

這些公部門的約聘雇人變成邊緣人，更成

為法律上的孤兒。

周弘憲在報告中指出，公部門約聘僱

人員直接或間接涉及行使公權力，身分屬

廣義公務員，若適用《勞基法》，恐增加

政府資遣費等支出，且未經公務人員考試

就得久任，就可享受勞基法保障，對公部

門的常任文官來說，將出現權益失衡的情

況。因此他認為，公部門約聘僱人員並不

適用於勞基法。

「政府讓這群人淪為公部門的邊際公

務員。」戴國榮批評，現行公部門約聘雇

人員，是半套的公務員以及半套勞工，被

視為廣義公務員身分時，適用於公務員懲

戒辦法，若有貪汙治罪等情況須得加重其

刑，但勞動權利又不比勞工。公務部門進

用約聘雇人員是長期存在的問題，應該訂

立專法，或直接比照公務人員辦法或勞基

法，而不是將權利及義務對半切。

戴國榮認為，這些約聘雇人員在工時

部分適用《公務人員服務法》，雖有周休

二日，但加班沒有加班費，退休權益也不

是公務員退休撫卹的標準，身分猶如在企

業內擔任派遣勞工，和正職人員同工不同

酬。他認為，各部會都有依法制定的退休

撫卹條例，為保障約聘人員的勞動權益，

應至少要適用退撫條例。

戴國榮表示，受到人事行政總處員額

管控，各部會進用約聘人員已成常態，社

會上的確需要這群人，政府不能以經費負

擔來犧牲他們的勞動權益，有些約聘人員

做了 10多年，應要另訂專法，如要適用

勞基法也不是難事，政府只要將年資合併

計算分開給付即可。政府若要解決根本的

問題，就是減少進用約聘雇人員。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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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勞工新聞：其他勞工新聞 (3)

勞退自選有爭議 
勞動部新制影響670萬勞工

 ▌東森財經新聞 2018.11.12

 S 政府為鼓勵勞工自提退休金提出自選投資的政策促進想法，但目

前尚各界看法意見仍分歧。（圖/勞工保險局）

金管會主委日前

拋出一個想法，未來

勞退新制帳戶勞工可

以自己選擇投資，不

過呢，勞動部馬上就

說，這樣的作法不可

行，因為資訊不對

稱，虧損誰負責！

想在公園跳舞樂

退人生下半場，要先

存好退休金，金管會

以私校退撫儲金投資

報酬率達 5%，爭取推動預備性勞退自選

平台。

民眾王先生：「自提我支持啊，投資

哪有穩贏的。」、民眾李小姐：「我要投

資，我就自己投資就好啦，為什麼要政

府，幫我投資。」

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孫友聯：「勞退新

制的目的是為了要讓勞工的老年津貼，安

全得到保障，而不是讓勞工拿來賺到更多

的錢，事實上，這樣的自主選擇真的是自

主嗎，你有足夠的資訊去判斷嗎。」勞動基

金運用局長蔡豐清表示要先確保勞工一定

拿得到勞退金，不過勞金局委外代操管理

費僅 0.11%，個別勞工沒有議價能力，建

議不宜開放自選。

另一頭投信投顧公會 2014年就爭取

開放自選投資，認為將自提比率拉高 3%

及 6%，加上積效 5%計算，替代率可拉

高到 35.1%及 46.8%，可以解決勞工退休

所得替代率不足。

全國產業總工會秘書長戴國榮：「是

可以鼓勵年輕人自提，讓他的一個在職的

這幾十年時間透過自提來儲蓄來投資理財

創造財富，對老年基本生活所需就不匱乏

了。」

目前勞工自選尚未定案，但怎麼幫勞

退基金拚出績效，才是政府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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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勞工新聞：其他勞工新聞 (4)

臺灣企銀團體協約續約 全薪安胎假7天
 ▌聯合報 2018.12.04記者沈婉玉╱即時報導

 S 本會會員工會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公司企業工會游宏生理事長（左2），
在北市府勞動局徐副局長（右2）和本會莊理事長（右1）見證下，與公司續簽
新增許多員工福祉的團體協約。（圖/台灣中小企銀工會）

好幸福！臺灣企銀團體協約今天完成

續約，為響應政府鼓勵生育的政策，最新

團體協約特別新增全薪安胎假 7天、短期

妊娠三個月以下的產假由無薪改為有薪假。

在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副局長徐玉雪及

全國產業總工會理事長莊爵安等共同見證

之下，臺灣企銀董事長黃博怡與臺灣企銀

企業工會理事長游宏生今天完成團體協約

續約簽訂，強化勞資關係。

臺企銀表示，原本團體協約內容已有

多項優於法令的勞動條件，如病假 30天

薪資照給、婚假 10天等，此次續約在員

工福利上，增訂全薪安胎假 7天、短期妊

娠三個月以下之產假由無薪改為有薪假

等，鼓勵生育、增添亮點。此外，在維護

及平衡員工、股東及公司三方的權益的原

則下，與企業工會歷經多年協商，終於在

100年 5月 16日完成首次簽署團體協約，

今天已是第三次簽訂團體協約。

「董事長也是工會贊助會員，」臺企銀

表示，勞資和諧是公司治理的基礎，企業

的永續經營也有賴於穩健的勞資關係，因

此臺企銀一向重視員工權益，也非常支持

企業工會各項活動，黃博怡也主動加入工

會成為贊助會員。

臺企銀表示，續簽訂團體協約對勞資

關係的強化具有代表性的意義，臺企銀未

來將更加努力，致力營造友善職場，持續

與企業工會維持良好的溝通互動，共同攜

手打造臺企銀成為幸福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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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勞工新聞：其他勞工新聞 (5)

法院首例見解 「工會不能隨便退」
 ▌聯合晚報 2018.12.28記者陳素玲╱台北報導

不用民法引用工會法 勞團：一大進步

台灣最高法院首次援引較嚴謹的工會

法處理會員退會，駁回高等法院以退出工

會屬於民法自由退社精神，判決大同四個

廠場工會勝訴判決。雖然最高法院只是發

回更審，勞團認為最高等法院花了兩年多

時間深思熟慮，廢棄過去僅用民法自由退

社原則看待工會組織，對自主工會是得來

不易的一大勝利。

勞陣表示，此案源自 2011年勞動三
法修法後，工會進入複數工會時代，亦即

會員可參加同一公司不同廠場工會，讓

資方有介入工會運作空間。大同集團在

2011年陸續新成立四個廠場與事業單位
企業工會，導致原本成立快 60年的第一
個工會大同公司關係企業工會（簡稱自主

工會）的 1000餘名會員，以授權給新成
立四個工會幹部方式集體退會，授權四個

新的工會向法院提起請求確認會員關係不

存在之訴。也就是說，會員已集體退會到

新工會。

勞陣說，此案在地方法院及高等法院

都勝訴，亦即法院認為會員既已提出聲明

退會，依民法自由退社原則，應屬完成退

會程序。自主工會不服，提出上訴。全案

到最高法院經兩年多審理，日前大翻案，

最高法院判決理由認為，根據工會法第

12條第 7款規定，勞工加入工會會員者，

出會要件及方法，應依工會章程規定，如

聲明脫離要件及方法不符工會章程規定，

不具脫離工會效力。

勞陣表示，在此之前，大同公司也同

步停止代扣自主工會會員會費，經自主工

會以此為資方刻意阻礙工會發展，向勞動

部提出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勞動部判決工

會勝訴，要求大同公司應繼續代扣會費，

資方寧可讓勞動部連續裁罰，也不願恢復

代扣會費，試圖瓦解具有自主意識的大同

公司關係企業工會。

大同關係企業工會創會元老、目前是

工會顧問的白政憲表示，聲明退會的近

2000名會員都非本於自由意志，由於勞
動部對大同公司可裁罰到資方代扣會費為

止，至少已裁罰上百萬，四個新工會才執

意向法院提出會員與自主工會關係不存在

之訴。一旦勝訴，確認會員已退出自主工

會，大同公司即可不再受罰。

勞陣表示，最高法院見解，是認定工

會乃團結保障個別勞工權益特別團體，自

然不能以一般人民團體的自由退社原則等

同視之。在此台灣工會組織率低迷不振之

際，工會會員如對退會要件及方法認為有

修改之必要，應透過工會自主民主程序議

決，否則當資方支配介入勞工退會時，只

依民法自由退社原則，勞工又礙於生計不

敢作證，自主工會將很容易被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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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勞工新聞：勞工訴訟案例 (1)

最低工資法擬先審後核 恐淪換湯不換藥

 ▌ IOL (南非獨立媒體) 2018.10.19經濟記者Siphelele Dludla/約翰尼斯堡報導

位於約翰尼斯堡（Johannesburg）
的勞工法院於週五作出有利於南非國

家鋼鐵工人工會（National Union of 
Metalworkers of South Afric, Numsa）
的判決，否決雇主提出禁止塑膠產業罷

工的緊急提訴。

這起訴訟源於超過一萬名 Numsa會
員勞工於週一參與聲援塑膠產業勞工要

求生活工資和改善勞動條件的罷工活動。

據 Numsa指稱，塑膠產業勞工正
遭遇工資大幅縮減（從最低每小時 40
鍰降至 20鍰）和工時增長（從每週 40小時延長到 45小時）的雙重打擊，此外，經鋼
鐵與工程產業協商委員會決議（Metals and Engineering Industries Bargaining Council, 
MEIBC），並施行多年的福利條件也遭到刪除。

這場罷工波及全國超過 450家塑膠公司，因而導致南非塑料轉化協會（Plastic 
Convertors of South Afric, PCSA）要求法院對罷工活動下達緊急禁止之判決。

Numsa指出，雇主之所以宣稱這場罷工是違反的工業行動，無非是要迫害勞工並
讓他們停止提出訴求。Numsa秘書長 Irvin Jim認為，勞工法院週五的判決是這場戰役
的首道勝利曙光，但勞工還沒贏得這場戰爭，要停止這場罷工的唯一方式便是要滿足

勞工的需求、誠心體察勞工心聲，並停止擺弄法律手段。

"我們樂見勞工法院判定塑膠產業這次的罷工是合法的。但我們仍要再一次強調，

塑膠產業雇主在這次對抗中的心態，就是要讓勞工噤聲、打壓他們的罷工權。同時，

我們會繼續加強罷工力道，因為這是一場所有勞工都受到法律保障的罷工行動，接下

來幾天我們將動員各地區內所有的塑膠業勞工投入參與。"

 S 南非國家鋼鐵工人工會串聯發起改善塑膠產業

勞工工資條件的罷工行動。（圖/南非鋼鐵工人
工會Numsa宣傳資料）

新聞由編輯部自行譯自：

Siphelele Dludla (2018). "Labour Court rules in favour of Numsa in ongoing plastics industry strike" (IOL/ Economy, 
19 October, 2018).
https://www.iol.co.za/business-report/economy/labour-court-rules-in-favour-of-numsa-in-ongoing-plastics-industry-
strike-17555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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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勞工新聞：勞工訴訟案例 (2)

Uber公司再度向法院提起訴訟 
英國零工經濟之訴將成為重要判例

 ▌Business Day 2018.10.30記者Kaye Wiggins and Nate Lanxon /倫敦報導

Uber 司機是否能具有合約工作者

（worker）身份之爭，因捲入更多新經濟企

業活動而離出現定論還有一大段路要走。

在數個月前才向倫敦法院提出重新在

倫敦市執業要求的 Uber科技公司（網路程
式叫車服務公司），今日又再度回到法院。

此次訴訟攸關英國日益興盛的零工

經濟（gig economy）中最嚴峻的議題：
Uber 司機是否屬於自僱作業者？

為了防止工會發起由 Uber司機、食
物快遞服務如 Deliceroo旗下送餐員和外
包清潔工及餐廳員工串聯發起的 "英國最
大規模的不安全工作勞動者（precarious 
workers）大遊行 "，法院自週二起連兩日
召開 "確認駕駛員勞動身份 "的聽證會。

於倫敦，訴訟案件的當事人 Uber 司
機 James Farrar 和 Yaseen Aslam 表 示，
他們應該被認定為替公司工作的 "合約工
作者 "（workers）而享有最低工資和帶薪
假等權利，然而，這裡他們並未進一步主

張具有更多權利（如家庭照顧假）的 "受
僱員工 "（employees）身份。

一名任職於倫敦 Kingsley Napley國
際法律事務所，但本身並未涉入此次訴訟

的勞動法律師 James Murray則認為，這
項案件會對零工經濟中的所有個人帶來巨

大影響。如果 Uber首開先例承認他們的

司機為公司的工作者，有類似經濟活動模

式的公司，如 Deliveroo食物快遞公司也
就必須這麼做。

切入問題核心

Uber執行長 Dara Khosrowshahi先生
在上週的一場面會中，這樣告訴記者：

這起訴訟的涉及的議題主要是 "服務

的核心本質 "。我們公司本身沒有問題，

但有時仍必須透過法律途徑來保護我們的

權利。早在我們公司創設這項網路叫車的

服務程式前，數十年來幾乎所有計程車司

機和私家車駕駛都是自僱作業者。

Dara Khosrowshahi 執行長進一步引
用一項由牛津大學和叫車公司合作進行的

學術研究結果指出，計程車司機偏好的是

 S 隨著零工經濟逐漸盛行，像是Uber司機的
勞動身分與權益問題逐漸浮上檯面，引發

論戰也帶來新形態的勞動訴訟官司。（圖/
美國財富雜誌fortu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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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的自由，亦即何時上工以及前往何處。

聽證會中，Belardinelli率先主張：

假如司機被限定於工作者身份，他

們終將失去某些自由和彈性，而無法做

自己的老闆。

已經停止替 Uber工作的司機 Farrar
則反駁 "自己做頭家 "的選擇是錯誤的，
零工經濟活動最巧妙的詭計便是要促成

這樣的差異性。包含他本人在內，所有

人都不應該接受 "放棄勞工身份以換取選
擇自由 "的安排。

於英國倫敦 Bates Wells Braithwaite
法律事務所執業的律師 Paul Jennings，
在這場官司中義務代理 Farrar和 Aslam，
對抗來自美國加州舊金山的 Uber公司。
他表示這場官司 "異常重要 "，因為這將
使零工經濟的活動規則就此定調。

誰能勝出

已經在英國輸掉兩場初審官司的 Uber
公司表示，最近法院判決他們敗訴主要是因

為對他們公司的 "營運方式 "有重大的誤解。

律師 Murray指出，從其他訴訟案件
中已經可以嗅出法院對零工經濟活動者勞

動權益的擁護，但 Uber的案例將帶來更
巨大的影響。由於 Uber的服務方式屬於
典型的零工經濟模式，因此判決結果的影

響範圍將更為擴大。

英國最高法院也曾在六月作出判決，判

定管線安裝公司 Pimlico Plumbers的零售業
務商係屬於公司的合約工作人員，因此應享

新聞由編輯部自行譯自：

Kaye Wiggins and Nate Lanxon (2018). "Uber back in court in crucial test case for UK gig economy" (Business Day, 
30 October, 2018).

https://www.businesslive.co.za/bd/world/2018-10-30-uber-back-in-court-in-crucial-test-case-for-uk-gig-economy/.  

有帶薪假，同時也具有起訴公司的權利。

五月時，英國汽車服務公司 Addison 
Lee也同樣在涉及駕駛員勞動權利的官司
上敗訴。而在 2017年時，倫敦的勞資審
裁庭（employment tribunal）也裁定某位
腳踏車差信員為英國物流公司 CitySprint
旗下工作者。

一致的道路

律師 Murray在 Kingsley Napley法律
事務所受訪時表示："現在法庭上法官的
心理一致傾向支持工作者權利。"

現 在 Farrar 和 Aslam 的 案 例 被 其
他約 150名提起類似訴訟案件的司機拿
來當做 " 起訴範例 "。兩人的代理律師
Jennings預期，假使 Uber輸掉這場官司，
所有提起訴訟的司機將自動獲得領取最低

工資的權利，他說道：

將行動層級拉高到由所有司機發起的

集體訴訟（class action-style cases）的話，

那所產生的能量將會是非常巨大且有意義

的。

 S 英國從事零工經濟活動的工作者們對抗資方的集體

行動意識逐漸高漲。（圖/英國衛報theguardi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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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勞工新聞：勞工訴訟案例 (3)

英國法庭裁定 
Uber司機為「合約工人」，可享勞工福利及保障

 ▌端傳媒(香港) 2018.11.01

 S 英國的Uber司機在工會協助下透過司法訴訟取得工作者
（workers）身分之確認。（圖/bmmagazine.co.uk）

世界各地的線上租車、共乘服務日益

流行，相關法律糾紛也絡繹不絕，不僅有

新舊營運模式之爭，新模式經營商與司

機的「勞資」關係也存在灰色地帶甚至

矛盾。近日在英國倫敦，勞資審裁法庭

（Employment Tribunals）就作出裁決 -Uber 

的司機是受僱「合約工人」（workers），

而非「自僱人士」（self-employed），因此

應享有受相關法律保障的各項基本權利，

包括假日薪酬、有薪休息時間、最低工資

等。

今次裁決源於今年 7月，兩名 Uber 

司機在英國 GMB 聯盟工會（General, 

Municipal, Boilermakers 

and Allied Trade Union）

的協助下，向勞資審裁法

庭提起訴訟，要求釐清他

們的身份為受聘於 Uber 

的「合約工人」、而非「自

僱人士」，從而將 Uber 拒

絕向他們提供某些福利待

遇，定性為違法行為。

根據英國政府網站

資料，英國公民的就業

狀況分為 5 個類別：合

約 工 人（worker）、 僱

員（employee）、自僱人士或獨立承包

商（self-employed and contractor）、 公

司董事（director）及公職人員（office 

holder）。

其中，所有「僱員」都是「合約工

人」，分別就在於「僱員」簽署僱傭合

約，所享有的福利待遇和權利，比其他形

式合約的「合約工人」要多；而即使是任

何「合約工人」，其所得的保障和福利，

也都比「自僱人士或獨立承包商」要多。

而今次訴訟，就圍繞 Uber 司機到底

屬「合約工人」還是「自僱人士」而展

開。最終英國勞資審裁法庭裁定 Uber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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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為「合約工人」，可享相關待遇。

裁決公布後，Uber 隨即表示將提出

上訴。Uber 英國區總經理 Jo Bertram 堅

稱，成千上萬司機投身 Uber 旗下，正是

因為他們希望可以靈活地選擇工作時間和

地點，想成為不受合約關係制約的「自僱

人士」。

相反，GMB 法律總監 Maria Ludkin 

就形容裁決是一個「巨大的勝利」，不僅

對倫敦地區的 3萬多名 Uber 司機，以至

在英格蘭和威爾斯的全體 Uber 司機都產

生積極影響，而且在其他盛行「假自僱」

的行業裏，數以萬計的「零工經濟」（Gig 

Economy）從業者也將受惠。

所謂「零工經濟」，主要指按需提供

服務，包括以臨時工性質為不同公司工作

的自由職業者；有工會組織認為，其工作

性質與全職僱員相差無幾，批評相關公司

為節省全職僱員的福利開支，而聘用這些

自由職業者，並將他們作為剝削對象。

英國工會組織 GMB 法律總監 Maria 

Ludkin：

"在歐洲，這將被視為近十年來最具

象徵意義的僱傭案例。現在，這些新出現

的科技公司必須遵循英國法律，給予其員

工理應享有的最低工資保障及其它僱員權

利。"

在各大共享經濟平台都大量僱用自

由職業者，以力求最大限度地減少人力

成本之際，這一判決或將觸發其他各類

「零工經濟」從業者為自己爭取「勞工權

利」。有法律專家認為，如果 Uber 上訴

失敗，英國乃至其他地區的司機很可能爭

相仿效，屆時 Uber 的營運模式或將受到

重創，並影響其他採用類似營運模式的初

創公司，進而大幅增加相關公司的營運成

本，衝擊共享經濟的運作模式及市場格

局。

而在 Uber 的大本營美國，該公司也

正面臨類似訴訟。今年 4月，美國加州和

麻省的 38.5萬名司機對 Uber 提起集體訴

訟，認為他們應該被歸類為僱員，而不是

獨立承包商；今年 9月，地方法院否決了

總額約 1億美元的和解協議，雙方正在繼

續磋商，仍未達成協議。

案件控方律師 Nigel Mackay：

"我們很高興的是，勞資審裁法庭與

我們一致認為，司機理應享有以前曾被拒

絕的基本權利，包括 Uber 必須支付最低

工資，並接受帶薪假期等。”

英國工會組織 GMB 法律總監 Maria 

Ludkin：

"Uber 整天說這是無關緊要的，但我

不敢苟同，希望書面判決可以痛擊他們的

荒謬言論。"

英國 Winckworth Sherwood 律師事務

所律師 Tim Goodwin：

"這個判決可能會有很大的影響，因

為我們看到有越來越多的初創企業採取與 

Uber 類似的商業模式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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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勞工新聞：勞工訴訟案例 (4)

（愛爾蘭）勞工法院： 
解僱懷孕七個月的女員工不構成不當解僱

 ▌ Irish Legal News (愛爾蘭法律新聞) 2018.10.31 記者Seosamh Grainseir

 S 愛爾蘭勞工法院徽章。（圖/愛爾蘭勞
動關係服務網workplacerelations.ie）

一名在懷孕七個月、就職約十週便遭

到解僱的女性，在勞工法庭上敗訴。

這名女性提出事證主張，就在她告訴

另名同事懷孕的事實後一週就遭到雇主解

僱。而且儘管她的制服沒有因懷孕變得緊

繃，但雇主一定知道她已經懷孕。

鑒於身為被告的前雇主提出有力證據

證明懷孕並非解僱事由，法庭主席 Kevin 

Foley表示法院不會將告訴方的主張擴大

採納為證據。

訴訟背景

Anna Dudek 女 士 自 2016 年 11 月

起受僱於協同安全顧問公司（Synergy 

Security Solutions Limited），並在工作大

約 10 週後的 2017 年 1 月因符合解僱事

由終止僱用。Synergy 公司表示，Dudek

女士係因為不符合組織需求而遭解僱。

Dudek 女 士 在 應 徵 時 並 未 告 知

Synergy公司懷有身孕的狀況，同時在被

解僱前也未曾正式向公司徵詢有關懷孕對

待的事宜。

Dudek女士曾依據不當解僱法（Unfair 

Dismissals Act 1977-2015）進行申訴，堅

持 Synergy公司因懷孕而解僱她已構成不

當解僱。

書記官於 2018 年 2 月確認，Dudek

女士的申訴案已遭否決。

勞工法院

Dudek 女士復根據不當解僱法第 8 

(A)條款規定，向勞工法院起訴書記官決

定。

審理法庭主席 Kevin Foley先生於判

決書中闡明，按不當解僱法第 2 (1) (a)和

第 3 (1) (a)條款，提起申訴者，自解僱日

向前推算須任職滿 12個月，才具備提起

申訴之權利。然而，同法第 6條另規定，

假定的解僱事由是懷孕的話，不論服務期

間長短都視為構成不當解僱。

Dudek女士提出，儘管她沒有正式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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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Synergy公司懷孕的事實，但當她被解

僱時懷有七個月身孕，很明顯可以被發現

已懷孕。她同時也承認她確實在工作期間

利用寬鬆的制服來隱瞞懷孕事實，可是她

也指出，在被解僱前一週有告訴 C姓員

工懷孕的事情，而 C先生則建議她不要

在職場公開懷孕事實。

然而，就一般情況判斷，C姓員工並

非 "主管 "或與 "原告 Dudek女士的勞動

契約有影響關聯 "的人。

Synergy公司代表提出說明表示，任

何一位涉入Dudek女士解僱決策的人士，

對於她的懷孕，都不知情。

而所有參與解僱決策的人也都在勞工

法院開庭前向法院提出證詞，指稱 C姓

員工未曾在解僱決定作成前和他們提及

Dudek女士懷孕的事情，並確認解僱理由

主要係工作績效不佳、不符合公司需求。

法院判定，Dudek女士並未提交可支

撐其主張 Synergy公司知情懷孕的證據，

而法院無法將其主張說辭擴大視為具證據

效力的資料。

相 對 的， 三 名 參 與 解 僱 決 策 的

Synergy 公司員工向法院作證表示直到

Dudek女士遭解僱的當下仍對其懷孕不知

情，且所有公司主管也指出，在作出解僱

決定時所考慮的真正理由即是 Dudek女

士的工作表現。

Dudek女士辯稱這場爭議乃由資方引

發，並主張她沒有主動引發任何重要事件

卻遭遇工作不保危機。但對法院來說，如

果無法認定懷孕為解僱事由的話，他們亦

無法救 Synergy公司的管理公正性，或是

解僱決定或聘僱程序等方面為考量而做出

判決。

法院強調審理重點在於判定 Dudek

女士解僱之事由是否為懷孕而構成不當解

僱，而關於這點，法院認為 Synergy公司

有相當的可能性在解僱時未意識到其懷

孕。最終，法院採納 Synergy公司提出的

抗辯，判定懷孕並非 Dudek女士遭到解

僱之事由，而駁回其上訴。

新聞由編輯部自行譯自：

Seosamh Grainseir (2018). "Labour Court: Woman who was seven months pregnant at time of her dismissal was not 
unfairly dismissed" (Irish Legal News, 31 October, 2018).
https://www.irishlegal.com/article/labour-court-woman-who-was-seven-months-pregnant-at-time-of-her-dismissal-
was-not-unfairly-dismissed.   



72
December 2018  工訊六十八

勞工新聞

國際勞工新聞：勞工訴訟案例 (5)

亞馬遜企圖組織工會發動廠區罷工
而提出告訴

 ▌The Local Europe (歐洲地方新聞/德國)2018.11.20

 S 亞馬遜公司於德國Pforzheim物流中心的員工在廠區進行
罷工活動。（圖/德國焦點報focus.de）

美國網路零售商巨頭亞

馬遜（Amazon）為了制止德

國廠員工在廠區進行罷工，

因而前往位於德國艾爾福特

（Erfurt）的聯邦勞工法院，

按鈴提告這些勞工。判決預

計在週二之後出爐。

對德國工會組織來說，

聯邦勞工法院判決的影響範

圍將遠超出案件本身，這涉

及了未來在那些情況下員工

可以使用工作資源進行工業

行動的判定。

在今年開出 2000個新職位後，亞馬

遜目前在德國已僱用超過 1.8萬名員工。

衝突實況

爭議發生於德國西南部巴登 - 符騰

堡 省（Baden-Wurttemberg） 佛 茨 海 姆

（Pforzheim）城區內一處由亞馬遜公司承

租的停車場。服務業工會 Verdi在這處公

司所屬建築場所內發動罷工，並在現場發

放傳單，同時尋求其他員工加入罷工。聯

邦勞工法院發言人表示：

"法院必須審慎衡量雇主對抗員工罷

工的地域治理權，同時也要考慮到工會可

利用雇主營運資源進行訴求發聲的範圍或

程度。"

專家評案件重要性

德 國 哥 廷 登 大 學（University of 

Gottingen）勞動法專家 Olaf Deinert 認

為：

"這起案件涉及雇主是否可以抵制或

侵損罷工權的問題，因此具有十分關鍵的

重要性。"

一名來自波昂（Bonn）的勞動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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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指出，因為工業行動法非制定法，而僅

能透過法院來判定其事實本質，因此法院

在處理這件訴案時，勢必要先釐清過去對

工業行動法已作出的限制判決。

亞馬遜公司和 Verdi工會集體爭議的

具體內容

公司和工會過去數年來的爭議越演越

烈，在巴赫斯菲德（Bad Hersfeld）或萊

比錫（Leipzig）等大據點都數度發生罷

工事件。

Verdi工會要求亞馬遜公司按照零售

及郵購業團體協約所訂標準給付其員工工

資，但公司以這些勞工只是物流部門旗下

的員工，因此拒絕工會的要求。

判決結果將會如何？

這對工會來說超級重要。Verdi工會

的 Jen Schubert說道：

"假使公司的經營管理權大過於罷工

權，任何一間公司都可以在廠區前租借一

塊地區來架空勞工的罷工權。" 

根據德國法律，罷工權被視為進行溝

通的基礎權利，對工會來說這項重要的權

利讓他們可以接觸所有的員工，以及工會

或非工會的成員。來自工會方的 Schubert

表示，如果法院判定工會不得在公司廠區

外租借區域進行罷工和發放傳單的話，工

會罷工權的實踐將會變得更為困難。至於

亞馬遜公司，則是在法院判決確定前，不

願表示意見。

如果移往別處罷工，事情會不會單純

點？

較早之前一起由柏林地方勞動法院審

理的訴訟案件中，網路貿易商指稱罷工參

與者可以移至停車場外的公共場域進行罷

工。Verdi工會則持不同看法，指稱工會

人士不會叫員工到其他地方去，因為這樣

他們便會把自家車直接開到公司主要入口

外的其他停車場去。

如此勞工便可能駕車穿越糾察線，而

原本受到基本權利保障的罷工行動將變

的 "沒有任何意義 "。而地區法院採納偏

近工會的論點，駁回亞馬遜公司的上訴。

這項判決首創超越許多其他法院判決之先

例，Verdi工會 Schubert表示：

"我們仍要持續避免工會與勞工接觸

的互動過程中產生更多的障礙。"

新聞由編輯部自行譯自：

The Local (2018). "Amazon takes trade union to court to stop strikes on premises" (The Local Europe, 20 November, 
2018).
https://www.thelocal.de/20181120/amazon-in-germany-tries-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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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勞工新聞：最低工資調升 (1)

亞馬遜的最低工資將改變美國人的工作觀

 ▌Bloomberg (彭博社) 2018.10.02論壇作者Conor Sen

亞馬遜將調漲公司最低工資到每

小時 15美元的消息，除了直接影響到

旗下員工和企業的預算底線之外，而

更長遠的衝擊，將大規模發生在美國

中產階級和企業主心態。

迄今，較高的最低工資標準多年

來已經被視為一項重大勞動市場和政

治主題。" 為 15 元而戰 " 運動早從

2012年占領華爾街（Wall Street）抗

爭活動時開始推進，到了 2015年初，

沃爾瑪（Walmart）成為第一個宣布調

升最低工資的大企業雇主。當時，觀

察者對於沃爾瑪的調薪動機感到質疑，華

爾街更是痛恨這項舉動，因而評定沃爾瑪

的股票表現差於道瓊工業指數之平均。

沃爾瑪的行動似乎開啟了調薪的

浪潮。美國參議員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 2016年競選總統時順勢披上

" 為 15 元而戰 " 的戰袍，越來越多大型

企業跟進宣布提高最低工資和員工福利，

數個州政府通過最低工資調升法案，或即

刻、或漸進地將最低工資調整至每小時

15美元。亞馬遜的宣言同樣也被美國連

鎖食品大廠Whole Foods採用，旗下所有

員工的工資基準都被拉抬到每小時 15美

元。這現象反映出大型企業雇主將可能意

識到他們終究需要把時薪水平拉到 15美

元，除非他們不想吸引或留住員工。

由於在企業世界和美國中產階級社會

中，亞馬遜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因此它的

改變，可望帶來速食企業或其他零售商

所無法達到的波動效果。儘管亞馬遜近年

在扮演企業公民的身份上，表顯不如越來

越強調員工友善的沃爾瑪，但在美國社會

眼哩，亞馬遜具有比沃爾瑪還要新穎和性

感的企業形象。所以，亞馬遜公開的大邁

進，將引發其他公司企業群起傚尤，從接

下來幾週將展開的企業第三季收入財報公

佈中，將可望發現調薪的訊息。

假如每小時 15美元成為美國企業的

新入門工資標準，最有感的將會是廣大的

中產階級勞工。8月份統計顯示，美國的

非主管職勞工平均時薪是 22.73美元，在

 S 亞馬遜執行長Jeff Bezos展開雙手歡迎勞工來到
亞馬遜世界。（圖/法新社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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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和失業給付達到歷史低點的情

況下，最低時薪 15美元一旦成為深

植人心的標準，那些領 22美元時薪

的勞工將因此對工作感到更多的安

全感，不需擔憂因失業而被放到失

業者尋職名單上苦苦等候新工作的

到來，或者，就算只能從事低下的

邊緣工作，工資地板也不再是 9、

10美元，而是 15美元。

這將為美國中產階級家庭帶來

全新選擇。2017年家庭收入的實質

中位數落在 61,372美元，大約是全

職雙薪家庭以每小時 15美元的工資率可

達成的標準。因此，最低時薪 15美元的

地板可望鼓勵某些勞工離開現有的工作

移，移居其他地區重新找工作，或是讓部

分勞工有機會選擇轉作部分工時工作者，

將多出來的時間用來進修、學習新技能或

照顧家庭。

美國在長期得經濟復甦過程中，在為

了所有想要工作的人民尋求勞動水平的建

構方面，已經有很大的進步，但仍需繼續

努力，讓工作者獲得生活工資，尤其是讓

那些靠工資勉強維生的勞工，獲得更多的

改善選擇。

在具備經濟脈動、勞動市場條件、政

治取向，以及企業心態的改變等條件下，

勞動條件的推升獲得強大的動能，亞馬遜

這次的行動應該沒有二心的加速此一情勢

的發展。

 S 同樣力推工資調漲的美國參議員伯尼桑德斯曾公

開抨擊亞馬遜的血汗勞動條件。（圖/奇摩新聞轉
載自TechCrunch）

新聞由編輯部自行譯自：

Conor Sen (2018). "Amazon's Minimum Wage Will Change How Americans Think About Work" (Bloomberg, 
October 2, 2018).
https://www.bloomberg.com/opinion/articles/2018-10-02/amazon-s-15-minimum-wage-will-change-how-americans-
se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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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勞工新聞：最低工資調升 (2)

配合最低工資調升 

亞馬遜取消時薪勞工的每月獎金和股票獎酬

 ▌CNBC (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 2018.10.03 記者Conor Sen

報導速覽：

 y 亞馬遜倉庫工人不再享有每月獎金和
股票獎酬

 y 亞馬遜週二宣布調漲最低工資的同時
做出前述決策

 y 英國衛報Guardian報導這可能導致部分
資深員工的收入變少

亞馬遜以取消每月獎金和股票獎酬為

條件，提高時薪員工的最低工資。

亞馬遜透過電子郵件向CNBC確認，
該公司正打算取消激勵獎金和股票選擇

權，改為將最低工資調高到每小時 15美
元。然而，公司也強調，工資上漲的幅度

"多過於員工損失的獎賞福利 "。亞馬遜
公司發言人在電子郵件內提到：

"現金時薪的增加的幅度明顯大過於

將終止的激勵獎金（和限制性股票）。我

們確信，營運和顧客服務部門的時薪員

工，在我們公布這項政策後，將會看到總

收入的增加。此外，因為激勵性獎酬的取

消，員工將更能立即預測他們的收入。"

此外，據一位熟悉這項事務的人士表

示，這項改變會讓受到影響的員工有機會

檢視他們的新工資結構，如有任何疑義或

意見也可以向公司反映。

美國彭博社 Bloomberg指出亞馬遜員
工已在週三接獲工資政策變更的通知，多

家媒體也陸續針對員工回應進行報導，其

中部分員工受訪表示這項改變讓他們的收

入減少。英國衛報 Guardian指出，目前
亞馬遜的倉儲人員每年年終約可獲得一單

位的公司股權（價值 1,959美元），另外
每五年可再額外獲得一單位股權。奇摩新

聞也提到，倉儲員工每個月最高可賺到相

當於月薪 8%的獎勵，某些員工的獎金甚
至可達每年 3,000美元。

亞馬遜公司週二針對取消股票獎酬計

畫改為調漲最低工資的公開聲明中，強調

這是因為員工比起股票更偏好 "可預期且
直接得現金給付 "，但對於每月獎金的取
消卻隻字未提。

對最近飽受批評，遭指責倉儲現場工

資偏低和勞動條件低落的亞馬遜來說，不

啻為一項良好的公眾行銷手段，連該公司

的兩大批判者，前美國總統參選人參議員

柏尼桑德斯（Sen Bernie Sanders）和川
普白宮辦公室都一度替亞馬遜週二公布的

新政策鼓掌叫好。

新聞由編輯部自行譯自：

Eugene Kim (2018). "Amazon's hourly workers lose monthly bonuses and stock awards as minimum wage increases" 
(CNBC, 3 October, 2018).
https://www.cnbc.com/2018/10/03/amazon-hourly-workers-lose-monthly-bonuses-stock-award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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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勞工新聞：最低工資調升 (3)

亞馬遜調高最低時薪 帶動美企加薪潮

 ▌工商時報 2018.10.04 記者蕭麗君/綜合外電

 S 亞馬遜的最低工資調漲行動可望引起美國企業的工資調升浪

潮。（圖/個人部落格Tony's Kansas City）

電商龍頭亞馬遜帶頭將最低工資調高

至每小時 15美元，除了凸顯當今美國就

業市場對低技術勞工的需求強勁，學者還

預期其它企業也會被迫跟進，為美國企業

帶動新一波加薪潮。

根據勞工部資料顯示，今年來包括倉

儲、零售與餐飲業等低技術工作職務，其

薪資調漲速度超出整體時薪。該現象反映

在美國失業率不斷下滑之際，雇主為避免

基層勞工流失，將迫使他們必須調薪來留

住這些人力。

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家奧斯特曼

（Paul Osterman）認為，亞馬遜宣布調薪

舉動，不僅對同業施壓，也將促使這波加

薪風潮擴散至其他領域，像在醫療保健業

薪資調漲緩慢的醫護員工等。

加州大學爾灣分校

經濟學家紐馬克（David 

Neumark）指稱，美國經

濟基本面發生許多變化，

其中就業市場對低技術勞

工的需求就陷入緊繃情況。

他說這些低薪勞工通

常對景氣周期相當敏感，

一旦就業市場出現緊俏，

他們的薪資漲幅也最大。

數據指出，今年 7月

倉儲業非管理員工平均時薪年增 4.6％至

17.87 美元、餐飲業員工時薪也增 4.2％

至 12.88美元。零售業勞工時薪在 8月則

上升 4％至 15.96美元。

相較之下，像工程師與醫生等專業人

才，由於向來供給有限，因此他們薪資變

動並不全然與景氣變化有緊密連動。

美國失業率目前已降至 3.9％，逼近

2000年來最低紀錄。沒有高中學歷的美

國民眾，在今年 7月失業率更降至 5.1％

的歷史低點。

另外，供過於求的情況也相當嚴重。

數據顯示，7月全美共有 690萬個職務空

缺，寫下紀錄新高紀錄，當中包含零售

業的 75.7萬個，與涵蓋運輸和倉儲業的

29.9萬個工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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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最低工資規範之施行機制與法遵性之建構

 ▌政策部

勞動部今（107）年 11月 30日公告

《最低工資法》草案，正式啟動我國法定

最低工資基準建置工作，草案總說明指稱

該法案建置目的在於提升最低工資規範的

法位階、強化審議程序，並將社會、經濟

指標入法，以透過穩定、明確的最低工資

調整機制來保障勞工工資權益。

相較於過去我國工資基準係以《勞動

基準法》第 21條工資相關規定，以及屬

法規命令位階之《基本工資審議辦法》為

調整設定的主要法源，政府當前推動《最

低工資法》立法之舉，可望使我國工資制

度向前邁進一大步，走出過去長久以來，

基本工資調整之審議頻遭政治或經濟力過

度影響，且頻頻引發勞資對立衝突，致使

工資基準無法合理調升的泥淖。

觀勞動部《最低工資法》草案全文

16條，對照於過去《基本工資審議辦法》

全文 7條規定，在主管機關權責、審議組

織及程序、研究小組組織及職責、最低工

資設定之社會和經濟參採指標、審議會會

議召開時程，與行政院核定程序與退回重

審機制等涉及最低工資基準調整機制的事

項，皆做了較為具體、明確的內容規範 1，

有助於最低工資調整決策過程的進行。

1 有關勞動部《最低工資法》草案之立法要點，
可參考勞動部網站勞動法令查詢系統公布之

《最低工資法》草案預告 ( https://laws.mol.gov.
tw/news.aspx?msgid=4849 )。

然而，該草案在法定最低工資的施行

和處罰部分，著墨並不像審議組織和程序

方面的規範來得多，僅見草案第 2條與第

4條定明，由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循《勞

動基準法》相關規定，對違法者進行監

督、檢查與處罰之職權。

復查現行《勞動基準法》、《勞動檢查

法》等法於主管機關執行監督、檢查與

處罰等方面之規定，《最低工資法》完成

立法上路後，其施行方式主要可能仰賴勞

動檢查機關，或自行認為有必要，或接受

勞工或工會之申訴，對企業進行最低工資

基準方面的檢查，並對未依最低工資規定

給付工資之違法情事依《勞動基準法》第

79條處新台幣 2萬至 100萬元罰鍰；另

亦得據《勞動檢查法》第 25條規定要求

違法企業立即或限期改正，補足最低工資

不足額之給付。此外，對於拒絕、規避或

妨礙勞動檢查之企業，可依《勞動檢查

法》第 35條規定處以新台幣 3萬至 15萬

元的罰鍰。

自《最低工資法》推定立法之始，不

乏勞工團體將關注重心，具體聚焦於我國

《最低工資法》施行上的「法遵」議題。

有論者提出疑問，依草案規劃，僅以《勞

動基準法》罰則規定對未依最低工資規定

之雇主處以 2萬至 100萬的罰鍰，是否足

以達到遏阻效果？另所謂勞動檢查機關限

期補足規定，能否即時回復勞工的工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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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在在凸顯日後《最低工資法》

施行時，得否確實達到保障勞工

最低生活安全是一道不可迴避的

關鍵問題。有學者專家建議可考

慮引入對嚴重違法之情事處以刑

罰，或禁止違法企業參與公共採

採購案等處罰措施來強化最低工

資規範的「法遵」效果。而本會

參考多國最低工資法制，乃希望

將來除明訂審議組織及程序規範，

更能進一步設有施行和處罰專章

或於其他相關法規如《勞動基準

法》中新增訂專門規定，以完備

《最低工資法》的法遵體制。

正所謂「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

以自行」，將來《最低工資法》下產出的

國家法定最低工資標準，如果沒有一套有

效的施行（執法）機制，以及具有遏阻效

果的懲罰措施的話，恐成為我國勞動法制

發展上另一部「掛在牆上的牛肉法案」，

對低薪勞工們來說，恐怕又是「看得見，

吃不到」。另方面，如果最低工資規定的

施行成效不彰的話，違法企業可從中獲得

不當的競爭利益，讓守法企業受害。因

此，本文就現有可取得資料，介紹國際上

一些可供參酌的最低工資施行經驗，期能

激發當局與各界思考如何建構我國最低工

資施行成效的各種具體作法。

��國際勞工組織（ILO）國家最
低工資相關實施規定與措施

ILO 第 131號「最低工資設定公約」

（Minimum Wage Fixing Convention）第 5

條明示 2：

應採取適當措施確使所有最低工資相

關規定的有效實施，例如充分的檢查，並

配合其他重要強化措施之採行。

配合上述「最低工資設定公約」施

行之相關規定，ILO 第 135 號「最低工

資設定建議書」（Minimum Wage Fixing 

Recommendation）

第 14點建議 3指出，確使最低工資相

關規定有效實施之措施應包含以下事項：

(a) 以適用規定之勞工可理解之語言或語

種，公布最低工資相關規定，如遇事

自障礙者，得以其他方式公布之﹔

2 見ILO (n.d.). "C131 - Minimum Wage Fixing 
Convention, 1970 (No. 131)". https://www.ilo.org/
dyn/normlex/en/f?p=NORMLEXPUB:12100:0::NO:
:P12100_ILO_CODE:C131. 

3　見ILO (n.d.). "R135 - Minimum Wage Fixing 
Recommendation, 1970 (No. 135)". https://www.ilo.
org/dyn/normlex/en/f?p=NORMLEXPUB:12100:0::N
O::P12100_INSTRUMENT_ID:312473.

 S 不少勞工團體於最低工資法公聽會的討論對話中聚

焦於立法後法遵問題的探討。（圖/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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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充分僱用受過適當訓練之勞動檢查人

員，並授予其執行職務所需之權力與

措施資源；

(c) 針對違反最低工資相關規定予以適當

懲罰；

(d) 簡化法規與程序規定，並採其他法方

使勞得有效行使最低工資規定所定權

利，包含要求補足低於最低工資之給

付差額之權；

(e) 雇主與勞工團體致力於使勞工免於遭

受不當對待；

(f) 充分確使勞工之權益不因主張最低工

資而受到侵損（揭弊者保護）。

此外，ILO 於 2017 年出版的「最低

工資政策指引」（Minimum Wage Policy 

Guide）4第六章「如何施行最低工資」一

章中，彙整各國制度經驗、作法，提出施

行實務建議指出，可以促進最低工資法制

之「法遵」（compliance）的措施包含以

下幾項，可供採行法定最低工資制度之國

家政府參酌。

一、 資訊傳播與意識提升運動
（information and awareness 
raising）

根據最低工資的法遵統計分析結果，

勞工越熟悉他們自己的工資權利，獲得合

法工資給付的比例越高，在部分最低工

資規定執行不彰的國家或產業內，不知道

最低工資法規的雇主比例也較高，而不

知情的勞工比例更高，同時也鮮少有勞

4 見ILO (2017). Minimum Wage Policy Guide. Geneva: 
ILO.

工知道該往何處申訴。因此，在促進最

低工資法的訊息和意識建構上，得透過

以下措施來促成「法遵文化」（culture of 

compliance）的出現：(1) 將適用規定的

相關資訊公開傳遞給勞工、雇主和社會大

眾。(2)加強雇主對於違法須接受懲罰的

罰則認知。(3)進行議題倡導和公開性支

持宣導。

在最低工資的資訊傳播和議題提升運

動這項措施的採取上，英國經驗可提供豐

富的參酌考量。英國政府在施行國家最低

工資法之際，即認為該項政策成功的關鍵

在於「自我執行」（self-enforce）觀念的

擴大散佈，因此，有關當局和其他社會夥

伴在推動最低工資法施行時，致力於展開

多管道的資訊運動。

英國政府在 1999 年時，約花費 450

萬磅在最低工資的全國性宣傳活動上，

透過各種管道將最低工資資訊散佈到全國

各角落，例如：新最低工資實施前後一個

月的電視廣告宣傳；新最低工資實施前兩

個月，針對弱勢勞動族群與青年勞工開設

諮詢熱線；新最低工資實施後數個月，印

製超過百萬份訊息傳單發放給企業和勞工

個人；與貿易和訓練機構合作，製發「最

佳實務」（best practice）手冊給易受衝擊

產業部門（醫院、零售、社福、清潔與保

全、髮廊、服飾等）。

2000年時的最低工資宣傳活動更配

合意識提升運動，從全國性報紙、中央和

地方電台、網路廣告、青年雜誌、女性雜

誌，甚至是啤酒杯墊等途徑，鋪天蓋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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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最低工資調整訊息放送

到全國，政府甚至架設互

動網站專門提供使用者最

低工資適用的資訊服務。

甚至，連稅務機關也加入

宣傳活動，在發給 150萬

名雇主的「資訊告示單」

內放入最低工資資訊。

至於在民間倡導行動

方面，英國總工會（Trade 

Union Congress） 透 過 官

網和其他網絡定期更新最

低工資指引資訊。此外，

全國在家工作組織（National Group on 

Homeworking）是另一道投入最低工資宣

傳和指引的民間力量。

除了英國以外，由政府主導的全國性

最低工資倡導運動的還有哥斯大黎加，該

國不僅由總統公開宣告雇主應尊重國家最

低工資，政府更大力宣傳最低工資申訴熱

線的設置，積極鼓勵勞工利用專線諮詢最

低工資問題並舉報違法雇主。

二、 建構雇主和勞工團體的代表性
（capacity building activities 
for employers' and workers' 
representatives）

根據 ILO 公約和建議書，雇主和勞

工團體在最低工資設定和施行過程中，都

應扮演重要的社會夥伴角色。而在施行方

面，國家政府除授權勞工自行提出申訴

外，亦應授權工會以集體行動力量保障勞

工的最低工資權益。

部分國家政府透過立法或團體協約，

賦予勞工團體涉入最低工資施行的權利，

例如：菲律賓透過立法要求勞動檢查須有

工會代表或勞工代表陪同；挪威則以團體

協約效力擴張（extended agreement）的

方式，要求發包商雇主負起承包商勞工工

資權益的共同或主要責任；挪威和冰島皆

有法律規定工會有權監察勞工的工資和其

他勞動條件，挪威甚至可擴及對承包商勞

工工資的監督；印度和以色列則明訂工會

可以代表勞工向法院提起工資訴訟。

三、 勞動檢查（labour inspection）

勞動檢查是促進最低工資施行成效的

重要關鍵，原則上，勞動檢查系統需有充

足且受過訓練的人力（檢查人員），同時充

分的授權讓檢查人員執行檢查，如進入雇

主場所、調閱工資紀錄或其他文件、面談

勞工或主管等，甚至為了強化勞動檢查人

員的業務執行權限，可以授權檢查人員逕

行警告或循行政程序對違法情事作出處罰。

 S 配合最低工資適用範圍的逐步擴展，英國官方與民間近年積

極宣傳最低工資的調整，以強化國家最低工資規範的法遵

性。（圖/Highland Payroll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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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勞動部工資與工時部門

的檢查員，一經發現違反最低工

資給付的情事，依法可立即直接

要求雇主補足積欠的短付工資 5。

此外，加拿大、南非、泰國和土

耳其等國的檢查人員也有類似直

接做出補足差額的權限。以色列

則在 2011年修法授權勞動檢查人

員一旦發現違反最低工資給付之

情事，不需再經刑罰程序，直接

以簡化行政程序對雇主課以罰鍰。

再如英國，根據國會一份報告 6，

其最低工資的檢查由稅務海關署

（Her Majesty's Revenue and Customs）的

執法人員（enforcement officer）執行，

該執法人員被賦予完整的調查和警告權

限，從受理申訴、展開調查、資料取得與

扣留，到祭出「給付不足通知」（Notice 

of Underpayment）要求雇主限於 28日內

按現行最低工資基準補足自最初一次給付

不足發生日起至調查開始前最後一次給付

不足發生日期間，所有最低工資給付不足

差額。此外，檢查人員亦得針對提請調查

勞工的所屬企業提出「自我更正」（self-

correct）要求，責求雇主給付所有員工（甚

至可溯及已離職員工）的最低工資給付不

足差額。

此外，實務上勞動檢查通常是經勞工

5 見Department of Labor, U.S. (n.d.). "Wages and Hours 
Worked: Minimum Wage and Overtime Pay". https://
webapps.dol.gov/elaws/elg/minwage.htm#Penalites.

6 見Doug Pyper (2018). The National Minimum Wage: 
rates and enforcement. Briefing Paper CBP06898 
(2018.04.11). House of Commons Library.

或其代表提出申訴後展開，但國家政府可

以根據財稅和社會安全等方面的統計資

料，分析最低工資的法遵情況，針對易發

生違法情事的特定產業部門或企業進行最

低工資勞檢專案。在英國，針對慣於違法

的中小企業雇主即設有調查專案 7。

另外，隨著科技飛速發展，阿拉伯研

發出有趣的最低工資檢查方式，自 2009

年起，阿拉伯所有企業依法須透過銀行或

金融機構給付本國和外籍勞工工資，並

受電子化工資給付監控系統的控管，而勞

工主管機關也有權取得和使用這個工資資

料庫。一旦系統偵測到工資給付方面的違

法情事，便會直接對違法企業發出懲罰通

知。

四、 具 遏 止 效 果 的 處 罰 機 制
（ d i s s u a s i v e  s a n c t i o n s 
regimes）

勞工對最低工資申訴系統的信賴來

7 同註6。

 S 勞動檢查以及檢查員的調查與決策權限是強化最低

工資施行的重要關鍵。（圖/My Office News.co.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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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於勞動檢查和處罰機制

的遏阻性。一般來說，違

反最低工資規定的處罰目

的在於有效對雇主的違法

行為產生遏阻力，因此罰

款要夠高，若在罰金標準

較低的情況下，處罰應配

合其他形式，對雇主產生

一定程度的成本代價（經

濟損失），例如取消政府補

助。此外，處罰應該立即

生效，才能對雇主產生足

夠的遏止效力。目前仍有

許多國家最低工資的處罰

仍須透過法院途徑，不僅

面臨法院可能無法有效處理勞動案件，且

也較耗時，因而變相鼓勵雇主違法。

英國政府近年，在最低工資法的施行

推動上，積極強化禁止雇主違法行為的

遏阻效力（deterrent effect）8。自 2008年
起國家最低工資法（National Minimum 

Wage Act, 1998）增訂條文，規定「給

付不足通知」，除強制雇主在一定期限內

（28天）給付所有差額給勞工之外，尚應

一併於通知內要求雇主在同樣期限內另外

繳納罰金，罰金標準幾經調升，目前原則

上為給付不足差額的兩倍，但最低須在

100英磅以上、最高可至 2萬英鎊，然如

果雇主於「給付不足通知」製發後的 14

天內繳納罰款，則可獲得罰金減半的待

遇。

8 同註6。

另英國政府在 2016年的「打擊勞動

市場剝削」（Tackling Exploitation in the 

Labour Market）會議中做出兩項關於

促進最低工資實施的處罰規定，其一為

2017年起設立勞動市場執行部（Director 

of Labour Market Enforcement）負責設定

各類違法情事處置的優先執法事項，其二

為設置最低工資法重大違法情事的刑事處

置規則，並由最低工資法施行機構稅務海

關署的執行團隊依法對違法情事 9進行調

查並提起刑事訴訟，且經訴訟判定之罰金

9 英國最低工資法的施行自引入刑事處罰機制
後，以下六項違反最低工資法第31條規定的行
為，須接受刑事審判和處罰：(1)雇主拒絕或故
意忽略給付最低工資給勞工。(2)任何人造成最
低工資紀錄保留或保存上之失誤。(3)任何人知
情或容許最低工資紀錄上的錯誤輸入。(4)任
何人促成錯誤的最低工資紀錄或資訊之提供。
(5)任何人拖延或阻礙最低工資執法人員執行勤
務。(6)任何人拒絕或忽視依規定需回答之問
題、需提供之資訊或文件資料。（同註6）

 S 英國雇主一旦被稅務海關署執法人員發現未依法給付最低

工資，即會收到該單位製發的「給付不足通知」，要求28天
內與被欠薪員工結清所有短付的工資，以及同樣期限內向政

府繳納短付總額兩倍的罰鍰通知。此外，還會被通知經商

業、能源與工業策略部審定，將被公開公司違法訊息（圖/
recruiter.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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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上限設定（unlimited fine）。

此外，英國政府還透過自 2011年起

實施的「點名計畫」（naming scheme），

希望對雇主的違法行為帶來更多的公眾和

社會結果（成本），以正法遵風氣。過去

（2013年 10月之前）的「點名計畫」僅

針對給付不足額達 100磅以上，且符合七

項指定違法情事之一的企業主，由執法單

位稅務海關署，提報授命單位商業、能源

與工業策略部（Department for Business, 

Energy and Industrial Stategy, BEIS），由

其將違法個案的雇主資料公開，讓勞工和

求職者在這項資訊公開的情況下選擇要替

哪位雇主工作，同時企業也一樣依據這項

資訊自行決定是否要與違反最低工資法

的公司建立生意往來關係。而 2013年 10

月 1日起實施的新修「點名計畫」，進一

步移除「點名」門檻，改以任何接受稅務

海關署執行人員調查並遭開立「給付不足

通知」之企業，皆得提報給商業、能源與

工業策略部，由其判定違法個案企業資料

之公開。

而在美國，故意違反最低工資給付規

定之人恐遭刑事起訴，罰金最高達 1萬美

元，且再犯者將處以徒刑。此外，對於故

意或重複違法得雇主也課以罰鍰 1,964美

元，且可重複處罰 10。

五、 積欠工資回復機制和勞工申
訴保障（recovery of wages 
due and protection against 
victimization）

10 同註5。

對最低工資權益遭到侵損的勞工來

說，可透過行政程序或司法程序尋求利益

回復（收回給付差額），但實務上，勞工

最低工資權益的回復若透過司法程序，往

往較為耗時且成本較高，因此許多國家都

以簡易迅速的行政程序來替勞工爭取少拿

的工資，例如美國、加拿大、南非、泰

國、土耳其等國都賦予檢查員一經發現短

付事實即可直接命雇主一定期限內補足差

額之權。而英國的最低工資執行人員則被

要求在製發「給付不足通知」之同時，一

併附帶通知雇主須於 28日內補足距最近

一次給付不足之日回算起，整個僱用期間

最低工資給付不足的全部差額。且最低工

資差額之計算如遇國家最低工資調漲，概

以最近之最低工資率為計算單位。而英

國在司法途徑處理最低工資差額補足案

件時特別規定，當勞工遭遇雇主最低工

資「給付不足」的工資對待而向勞動法院

（employment tribunal）或民事法院提出

回復最低工資權利之主張（claim）時，

必須在最近一次雇主「給付不足」之日起

的三個月內提出主張，且「給付不足」差

額的計算期間最長僅可追溯到兩年。

為了加強勞工最低工資權益的回復

效率，美國勞動部近期推出「自我審計

欠薪計畫」11（Payroll Audit Independent 
Determination, PAID），協助企業雇主透

過自我檢測發現可能涉及違法欠薪的情

事，並確認受影響的員工人數、期間以及

11 見Department of Labor, U.S. (n.d.). "Wage and Hour 
Division (WHD) -PAID". https://www.dol.gov/whd/
p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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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欠金額，並根據與該部

工資與工時單位諮商後獲

得的處理建議，於下一次

發薪時一併補齊短少的最

低工資差額，藉此快速解

決員工申訴，並免於涉法

受罰。

勞工最低工資權益之

保障，除了前述多國採取

的「差額補足」措施外，

ILO 專家委員會提醒國家

政府也應該保障提出最低

工資主張的勞工其既有的

勞動權益，使其不會因為提出申訴或主張

權益回復而遭雇主報復性的對待（降調、

減薪或解僱）。

六、 公 共 就 業 計 畫 （ p u b l i c 
employment programmes）

由國家政府主導、結合最低工資系統

的公共就業計畫可作為促進最低工資實施

的管道之一，尤其是在工資條件低落的國

家，其效果更大。借鏡印度或南非等鍋，

政府以公共就業計畫作為推動最低工資施

行的考量在於，國家以符合國家法定基準

的工資條件進入勞動市場後，對未領得最

低工資的勞工產生吸引力，並對未給付最

低工資的私人企業主帶來人力流失的衝

擊，因而迫使這些雇主給付他們的員工最

低工資，甚至較高的工資。

印 度 政 府 自 2005 年 起 持 續 推 行

「國家鄉村就業保證計畫」（National 

Rural Employment Guarantee Scheme, 

NREGS），在全國數百個地區採行保證

最低工資給付的短期公共就業政策，到

2010年，計畫採行擴及 619個地區、創

造 520 戶的家戶就業，同時政府調查發

現，計畫適用的地區，私人企業主依法給

付最低工資的比率明顯高於未採行公共就

業計畫的地區，同時這些地區的女性臨時

工工資水平也獲得提升。

(a) 建構勞雇團體代表性

(b) 授權勞工透過個人申訴或集體行動主

張最低工資權利

(c) 非正式經濟部門工資基準強化措施

(d) 設置勞動檢查專案

(e) 具遏止（deterrent）功能的懲罰

(f) 全 國 供 應 鏈 內 的 責 任 採 購 實 務

（responsible purchasing practices）

與監督

(g) 給付最低工資的公共就業計畫

 S 美國政府推出雇主自我欠薪審計機畫，協助可能或已經違反

最低工資規定的企業主，及早發現儘早更正，免於受罰，同

時也加強企業法遵態度和行為（圖/redstoneg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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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思台灣最低工資法未來之施行與推動

綜觀當前國際推動國家法定工資基準之制度、作法，雖說各國社經政情是與工業

關係體制不盡相通，但或可提供我國在強化國家最低工資法遵效果的施行實務方面，

幾點值得審思的想法：

一、 建構國民最低工資意識，讓勞工知道他們的權利，也讓雇主知道他們的義務。

二、 強化勞雇團體在最低工資法制中的對等參與實力，不僅在調整訴求的協商對話方

面，更應擴及到執行實施層面。

三、 配合充分且有效的勞動檢查機制，適當授予勞動檢查執法人員之職務權限，並設

置檢查機制後端具有時效性和遏止性的懲罰規定或措施。

四、 簡化最低工資給付不足之限期補足程序，讓未被依法給付最低工資的勞工能夠儘

速回復其最低工資權益。

五、 設置揭弊者保護規定或其他限制措施，禁止雇主因勞工申訴與主張最低工資權利

而予以僱用上的不當對待。

六、 針對不容易獲得最低工資保證的弱勢或邊緣勞工，提供給付最低工資的公共就業

機會，刺激雇主合法給付最低工資以免僱不到勞工的市場競爭心理，或避免雇主

繼續濫用這些勞工從事非正式經濟活動而損及其最低工資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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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真相時代：

當真相被操弄、利用，我們該如何看？
如何聽？如何思考？

原文： TRUTH: How the Many Sides to Every 
Story Shape Our Reality

作者： Hector Macdonald

譯者： 林麗雪、葉織茵

出版社：三采文化

出版：2018/06/29

定價：新台460元

內容簡介

 Â你看到的不是真相，只是自己所相信
的價值觀。

 不論是廣告行銷或消費者、企業領導
或員工、政治人物或選民，

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了解「真相運作

機制」！

新聞媒體隨便報，普羅大眾隨便信，

歡迎來到後真相時代。

「後真相」被牛津辭典選為 2016年度
代表字彙，並且在英國脫歐和川普當選美

國總統時達到高峰。然而「後真相」並非

代表這個時代再無真相可信，而是指人們

不再重視並思考事件的真實性。

網路時代，資訊唾手可得，大多數人

卻寧願窩在舒適圈裡，看著與自己立場相

同的新聞，或是輕易就相信了從網路看來、

從旁人聽來的種種故事。然後又將這些事

件以非黑即白的方式，輕易地評斷劃分。

然而在任何事件、場景、故事中，都

存在著「矛盾真相」──述事者從真相的

多元面貌中抽出對自己有利的部分，來影

響你的態度和行為，進而達到自己的目的

──這種真相運作機制，早在潛移默化中

改變了你的選擇。

 Â  唯有了解自己有什麼樣的選擇，才算
真正擁有選擇的權利。

在本書中，商業界說故事大師海特．麥

當納以睿智詼諧的口吻，列舉大量的故事與

實例，描述何謂經濟社會的「各種」真相。

唯有了解這一層思維模式，我們才能更有智

慧地消化訊息，而不是在「毫無選擇」的情

況下淪為病毒行銷的一部分。甚至我們可以

學會如何運用「矛盾真相」，改變溝通方式，

幫助我們實踐理念、達成目標。

我們不需要害怕「矛盾真相」，而是應

該提防居心叵測、利用真相的誤導者。社

會本來就是靠著各種真相、觀點互相影響，

 S 圖/博客來網路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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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會不斷進步。學習從不同的角度去看、

去思考、去溝通，我們就有機會改變世界。

 Â想想下列問題。看完這本書之後，你
也許會有不同的答案。

【複雜性的矛盾真相：混淆戰術】

前紐約市長的魯迪‧朱利安尼在角

逐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時，媒體爆出他的手

下被控提供古柯鹼給他人使用，不久後，

他的競選主席被爆料召妓，而他的老戰友

因稅務詐欺被大陪審團起訴。

如果你有投票權，你會投他一票嗎？

【金錢價值的矛盾真相：用錨定價格影響

評估】

你去一家新餐廳，菜單上的扇貝佐煙

燻紅椒燉飯非常吸引你，標價寫著 37美
元，而一旁的和牛牛排寫著 89美元。你
會覺得真是太便宜了、物超所值！還是會

質疑，比起 37美元可以買到的其他東西，
你真的想吃這幾顆扇貝和幾口燉飯嗎？

【數字的矛盾真相：讓數字看起來大一點

或小一點】

2010年，富士康有 18名中國員工企
圖自殺，其中 14人身亡；富士康在中國
的員工將近 100萬人。從另一方面看，中
國年平均自殺率為每 10萬人中有 22人。
你覺得富士康是血汗工廠嗎？

【脈絡的矛盾真相：框架】

畜牧業消耗了全球 1/3的穀物糧食、
8%的淡水，並製造出 15%的溫室氣體。
發展人工試管肉可以減少上述汙染和能源

消耗，而且動物不必再被關在集中營飼養

場，也不會為了滿足人們的口腹之欲而被

宰殺。科學家在無菌環境中培植試管肉，

沒有抗生素、細菌或排泄物汙染的風險，

吃起來比一般肉品更安全。

如果人工試管肉做成的漢堡，售價和

滋味與一般漢堡無異，那麼，你願意吃這

個漢堡嗎？

 【歷史的矛盾真相：省略與偏見選擇】
有一場戰爭，帶來了工業與科技的進

步，尤其在運輸、刀具和公共衛生方面。

帝制的瓦解讓民主蓬勃發展，許多人加

入工會，熱會越來越平等。嬰兒死亡率降

低，大眾平均壽命提高。女性就業率大幅

提升，為性別平權運動開啟了契機。

上段文字描述的是哪一個歷史事件？

同樣地，這場戰爭造成一千五百萬人

死亡。

【定義的矛盾真相：藉由解讀情勢來滿足

定義】

瓶裝水製造商經常將他們的礦泉水產

品冠上「天然、純淨」。

從化學定義上來說，礦泉水當然不是

純水，更精確一點甚至可以說，礦泉水是

受到「汙染」的 H2O。
廣告公司解釋，這裡的「純」指的是

「來自天然無汙染源頭」或「經過複雜的

淨化過程後，去除了細菌、病毒、鹽類、

糖分、蛋白質和有毒粒子」的水。

你可以接受哪一種定義呢？

【道德的矛盾真相：塑造群體道德】

「不應該殺人」是一種普世道德，那軍

人在戰爭中殺人是正當的嗎？無法保家衛

國的軍隊，國家（稅收）還要養他們嗎？

政府應該要照顧每一個國民，但要是

伊波拉病毒爆發流行，疾病管制機關的醫

療官員，可以為了保護大部分的人而讓小

部分的人死亡嗎？如果為了顧及少數患者

而讓疫情擴大，你會覺得是誰的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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