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檢驗馬英九「尊嚴勞動」24 項政見 

10 項完全跳票！8 項部份跳票！成績不及格！

政策主張 
100.05 研考會總統政見執

行成效檢討報告說明 
檢驗結果 

1.尊嚴勞動的概念納入國

民教育 
尊嚴勞動概念應納入學校

教材，中小學公民課程及

大學通識教育編列勞動相

關教育內容。 

（研考會列為已完成） 
97.03.26 教育部函文各大專

校院，將勞工通識教育列入

必修學分，並於 97.05.28 公

告之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

課程綱要加入尊嚴勞動概

念。 
 

部分跳票！ 

1. 97.03.26 當時馬總統尚

未就任，此案卻算成馬

總統政見執行成果。 
2. 遍翻課本可知國民教

育之公民課程及大學

通識教育中尚未明列

勞動課程。 
2.提高勞保年金給付，絕

不低於國民年金發放基

準 
政府應增加勞保基金獲利

能力，提高勞保年金給付

水準。勞工若選擇勞保年

金，金額絕不低於國民年

金。 

（研考會列為已完成） 
97.08.13 總統公布「勞工保

險條例」修正條文，並自 98
年起開辦勞保年金，勞保年

金所得替代率 1.55%，優於

國民年金，943 萬名勞工老

年經濟安全有保障。 

尙待觀察！ 

1. 此一法案在馬政府執政

前就已經在立法院審議

中。 
2. 有關「政府應增加勞保

基金獲利能力」部分，

長期觀察並未增加獲利

能力。 
3.延長勞工退休年齡，保

障退休生活基本所得  
修訂「勞動基準法」，勞工

強制退休年齡延長至六十

五歲。檢討修訂個人帳戶

退休金制度，強化退休基

金市場獲利能力，確保勞

工退休金加勞保年金，合

計達到勞工退休基本生活

所得替代率 70%以上。 

（研考會列為已完成） 
1、97 年 5 月 14 日總統公布

「勞動基準法」修正條

文，勞工強制退休年齡延

長至 65 歲。 
2、97 年 8 月 13 日總統公布

「勞工保險條例」修正條

文，並自 98 年開辦勞保年

金，勞工退休金加勞保年

金合計已達勞工退休基本

生活所替代率 70％。截至

100 年 3 月底止，勞保年

金給付計核付 13 萬 8,035
人，金額為 274 億 2,419 
萬餘元。 

部分跳票！ 

1. 97.05.14 當時馬總統尚

未就任，本案在馬總統

執政前醞釀多時並完

成，卻算成馬總統政見

執行成果。 
2. 勞工必須工作滿 30 年，

勞工退休金加勞保年金

之二筆所得替代率才可

能勉強達到 70%左右。

請勞委會計算目前已經

請領給付的 13 萬餘人，

其實際退休基本生活所

得替代率是否達到 70
％？結論絕對是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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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5 研考會總統政見執
政策主張 檢驗結果 

行成效檢討報告說明 
4.勞工職業訓練費用可扣

抵所得稅 
勞工職業訓練費用可扣抵

所得稅，鼓勵勞工終身學

習，提升勞工就業技能。 

（研考會列為已完成） 
1、97 年 11 月 7 日行政院會

通過「98 至 101 年促進

就業方案」，99 年計培訓

近 42 萬人次。 
2、97 年 12 月 25 日行政院

會通過「充電加值計

畫」，自 98 年 2 月起實

施，針對休無薪假勞工，

每月最高補助 1 萬元，最

長 6 個月，協助 16 萬 8
千名勞工在職進修。 

完全跳票！ 

「勞工職業訓練費用可扣

抵所得稅」根本就沒有作！

5. 修法保障非典型勞工

權益 
訂定「部分時間勞動保護

法」，維護部分時間勞工權

益。推動勞動契約法立

法，或修訂勞動基準法及

相關法令，以保障派遣及

定期契約勞工。 

（研考會列為執行中具階

段性成果） 
1、99 年 1 月勞委會已草擬

勞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並於 6 月 4 日審查

完畢。現階段保障派遣勞工

權益已完成多項保障派遣

勞工權益之措施，包括發布

「勞動派遣權益指導原

則」、99 年 7 月 28 日工程

會修訂「勞務採購契約範

本」，規範勞務採購應注意

及督促廠商事項，及 99 年
8 月 27 日人事局發布「行

政院運用勞動派遣應行注

意事項」，保障特別休假年

資併計等權益。 
2、為遏止雇主違法行為及

保障勞工勞動權益，勞委會

已擬具勞動基準法部分條

文修正草案，提高勞動基準

法罰鍰及罰金額度，並增列

「公布事業單位或事業主

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

完全跳票！ 

1. 勞委會放任業者長期違

反法令遭監察院糾正：

勞委會遲至 98年才首次

進行勞動派遣勞工權益

實施專案檢查，且未落

實執行其所發布公告及

函釋，放任業者長期違

反勞動相關法令，未善

盡主管機關之責。對使

用派遣員工最多的公部

門未能嚴加查核，形成

公部門帶頭剝削派遣勞

工，甚至變相藉勞務採

購、承攬及外包規避雇

主責任。 
2. 訂定「部分時間勞動保

護法」，勞委會仍未提出

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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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5 研考會總統政見執
政策主張 檢驗結果 

行成效檢討報告說明 
100 年 4 月 14 日將該草案

送請行政院審議。依該草案

規定，雇主如違法與勞工簽

訂定期契約，將加重處罰，

處新臺幣 2 萬元以上 30 萬
元以下罰鍰，主管機關並得

公布事業單位或事業主之

名稱、負責人姓名。期以加

重雇主罰責，保障派遣及定

期契約勞工之權益。 
6. 提高失業給付水準，延

長失業給付期間 
就業保險失業給付水準，

從現在投保薪資的 60%提

高至 70％，並將自營作業

者納入「就業保險」適用

範圍。就業保險失業給付

期間從現在六個月延長到

一年。並提高職業訓練生

活津貼發放標準與期間。 

（研考會列為已完成） 
1、98 年 4 月 22 日總統公布

「就業保險法」修正條文，

延長請領失業給付期間，中

高齡（年逾 45 歲）及身障

失業者，由原本的最長 6 個
月延長至 9 個月；且如遇經

濟不景氣，必要時可延長失

業給付至 12 個月；有多扶

養之眷屬者，提高失業給付

成數；放寬失業給付請領年

齡到 65 歲。 
 
 

完全跳票！ 

1. 「失業給付水準，從投

保薪資的 60%提高至 70
％」、「將自營作業者納

入 就 業 保 險 適 用 範

圍」、「提高職業訓練生

活津貼發放標準與期

間」這些項目完全沒做。

2. 就業保險延長失業給付

看得到領不到：拿就業

保險的錢去發放育嬰津

貼，導致沒有錢可以延

長失業給付，因此僅身

心障礙及中高齡失業者

之失業給付可以延長到

9 個月。對於一般失業

者，立法院修法授權勞

委會遇經濟不景氣，必

要時可延長失業給付，

幫助勞工度過難關，但

勞委會遲遲才推出的

『就業保險延長失業給

付實施辦法』是一個不

可能達到標準的辦法，

延長失業給付的啟動條

件非常嚴苛，需符合「就

 3



100.05 研考會總統政見執
政策主張 檢驗結果 

行成效檢討報告說明 
業保險失業率連續四個

月達 3.3%，且失業率連

續四個月上升」條件，

根據這項辦法內容，「就

保失業率」門檻相當

高，依現行就保人數約

575 萬換算，就保失業率

要達到 3.3％，得連續四

個月有 19萬人請領失業

給付才行。但就連 98 年

6 月創下歷來單月請領

失業給付最多人數，也

不過 13.5 萬，就保失業

率僅 2.43％。 
7. 保障教師與公務員參

加或籌組工會的權利 
憲法賦予人民結社的權

利，所有就業人口包含教

師與公務員，參加或籌組

工會的權利不應剝奪。但

為維持公共利益與學生受

教權益，政府應立法規範

教師發動罷工的時機與要

件，以降低對社會的衝

擊。 

（研考會列為已完成） 
99年 6月 23日總統公布「工

會法」修正條文，並自 100
年 5 月 1 日施行保障勞工、

教師有組織及加入工會之

權益，擴大勞工團結權行

使。 
 

部分跳票 

1. 仍限制教師不得組織企

業工會。 
2. 新法仍禁止公務員參加

或籌組工會。 

8. 鼓勵勞資誠信協商，簡

化罷工法定程序 
為鼓勵勞資間誠信協商，

應簡化法定罷工程序，使

工會擁有充分的協商力

量。另應修法規範，當公

用事業罷工時，應維持一

定程度的服務水準，以減

輕對大眾日常生活的影

響。 
 

（研考會列為已完成） 
98 年 7 月 1 日總統公布

「勞資爭議處理法」修正條

文， 
並自 100 年 5 月 1 日施行

簡化罷工程序。 
 

部分跳票 

擴大限制爭議行為行業，剝

奪特定勞工罷工權，增加不

得罷工限制以及約定必要

服務條款之規定，違反國際

勞動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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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5 研考會總統政見執
政策主張 檢驗結果 

行成效檢討報告說明 
9. 設置勞工權益基金，勞

動法庭專責化 
勞動法庭及勞資爭議處理

機構應專責化，以有效處

理勞資爭議，中央或地方

政府並應設立勞工權益基

金，在勞資爭議及工傷訴

訟期間，提供生活所必須

之扶助。 

（研考會列為已完成） 
98 年 7 月 1 日總統公布

「勞資爭議處理法」修正條

文，規定法院為處理勞資爭

議應設勞工法庭。 
「勞資爭議處理法」修正條

文，明文規定設置權益基金

之法源，並已於今（100）
年 5 月 1 日起施行。 

部分跳票 

1. 法院為處理勞資爭議應

設勞工法庭是舊有法律

原本就有的規定，並非

新修正內容，且前提是

要有必要性，新法並未

修正也沒有專責化。 
2. 勞工團體歷來多次爭取

設置勞動法院的訴求，

均未能在修法中獲得支

持。 
10. 鼓勵學校與企業合

作，教學與職場需求接

軌 
運用就業保險基金，獎助

大專院校與企業、職訓機

構合作，增加學生實習經

驗，提高社會新鮮人就業

技能，化解人才 M 型化危

機。 

（研考會列為已完成） 
97 年 9 月 18 日勞委會核

定「青年人才培訓深耕方

案」， 
運用產學訓合作平臺，促進

離校青年順利就業，98 年
至 
100 年 4 月計訓練 8 萬
5,775 人。 

政策錯誤 

「大專生企業實習方案」，

不但壓擠中高齡等其他族

群的就業機會，連帶也拉低

正職員工薪資。不但無法創

造出新的職缺，甚至造成反

效果，拉低初次謀職者的起

薪標準。 

11.職業工會得負責技能

檢定及職業證照認證

工作 
全國性職業工會聯合組織

得參與技能檢定及職業證

照認證工作，以協助職業

工會發展專業化職能。 

（研考會列為執行中具階

段性成果） 
1、99 年度計 15 個職業工

會辦理 13 種檢定職類，並

設立 2 個即測即評即發證

單位（嘉義市及高雄市餐飲

業職業工會）。 
2、100 年嘉義市及高雄市

餐飲業職業工會賡續辦理

即測即評即發證技術士技

能檢定。 
3、100 年 4 月 6 日立法院

社會福利及衛生環境委員

會初審通過「職業訓練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尙待觀察 

1. 政策主張係「全國性職

業工會聯合組織得參與

技能檢定及職業證照認

證工作」，但執行成果所

述皆非屬全國性職業工

會聯合組織。 

2. 協助職業工會發展專業

職能雖屬可行方向，但

須有完善措施以確保證

照的可信度，目前尚未

完成立法，成效難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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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5 研考會總統政見執
政策主張 檢驗結果 

行成效檢討報告說明 
12.建立政府與民間組織

諮商勞動問題機制 
政府應與關心勞動議題的

民間組織，建立定期諮商

機制，藉由意見交換，以

調整政策與制度方向。政

府相關部會首長應親自主

持諮商會議，其他相關部

會應派主管級官員出席。 

（研考會列為已完成） 
1.97 年 9 月 22 日勞委會報

院核定推動擴大辦理與民

間團體諮商勞動議題機

制，納入既有勞動論壇機

制及勞資政對話機制，並

適時邀集相關民間團體舉

辦勞動論壇。 

完全跳票！ 

1. 未建立定期諮商機制。 
2. 相關部會首長並未親自

主持諮商會議。 
3. 勞委會委員會議中，各

部會代表層級低落，未

達主管級官員出席的承

諾。 

13.降低勞工職災率至千

分之四以下 
降低職災率到千分之四以

下，並提供受災勞工具體

生活保障。 職災保險給付

應以勞工實際從事之工

作，做為職災認定標準。 

（研考會列為執行中具階

段性成果） 
1、98 年勞保職災給付千人

率為 4.270，較 96 年

4.439 下降 0.169，降幅

為 3.81％，已達 98 年減

災目標值。 
2、99 年勞保職災給付千人

率為 4.313，與 96 年之

4.439 相較降低 2.84％。

完全跳票！ 

1. 馬英九執政 3 年期間，職

災率從未低於千分之四。 
2. 99 年勞保職災給付千人

率為 4.313 比 98 年上升，大

型工安事故不斷。未見提供

受災勞工具體生活保障的

內容。 
 

14.鼓勵勞資協商降低法

定工時 
促進工作與家庭平衡，鼓

勵勞資協商降低法定工作

時間與建立彈性工時制

度。 

（研考會列為已完成） 
1、98 年度於全國各縣

（市），分區辦理 31場次「勞

動條件宣導會」，提供各項

工時排定方式供企業參

考，以協商方式降低或調整

工作時間。落實促進工作與

家庭平衡之目標。 
2 、 99 年度於全國各縣

（市），分區辦理 33場次「勞

動條件宣導會」，加強宣導

工時及休假之安排。 
3、據行政院主計處 99 年 12 
月 22 日公布「99 年 10 月
薪資與生產力統計」結果顯

示，99 年勞工每人每月平

均工時與 97 及 98 年相比

完全跳票！ 

1.「法定工時」完全沒降到

半分鐘！ 
2.馬政府執政至今從未安排

勞資雙方針對法定工時

進行協商，每次勞工團體

於勞基法修法的討論時

提出何時要討論降低法

定工時，勞委會長官均以

「需從長計議」敷衍了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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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5 研考會總統政見執
政策主張 檢驗結果 

行成效檢討報告說明 
並無特別更動，惟較 96 年

減少，顯示勞工之工作時間

已逐年穩定降低。 
15. 外勞引進由各行業

勞、資、政三方對話決

定 
外勞是否繼續引進，應由

政府主持個別行業勞資對

話，以決定不同產業雇用

外勞之合理人數及勞動條

件。 

（研考會列為已完成） 
勞委會建立與民間諮商勞

動議題管道，分別於 98 年
1 月 10 日、98 年 5 月 4 
日、1 月 25 日、4 月 12 
日、8 月 4 日、8 月 18 日、

11 月 19 日及 100 年 4 月
18 日邀集勞、資、政代表

召開外籍勞工政策協商小

組會議，共同研商外勞政

策，並依會議結論檢討調整

外勞政策。 

完全跳票！ 

1. 利用 96.09 就已經成立

的外籍勞工政策協商諮

詢小組委員會處理外籍

勞工引進問題，也不能

算是馬政府的政見執行

成果。 
2. 個別行業勞資對話決定

外勞人數及勞動條件並

未執行。 
3. 在執政者的主導下，外

勞人數直線上升 100 年

4 月份已達 39.6 萬人，

即將突破 40 萬。勞工的

反對毫無效果，委員會

在政府與資方強力主導

之下變成背書。 
16.協助工會團結與改革 
政府應建立制度，協助工

會發展與團結，以強化工

會協商能力，亦應推動並

協助職業工會改革，以建

立服務性及專業性之組

織。 

（研考會列為已完成） 
1、99 年 5 月 4 日行政院

核定「輔導籌組產業工會計

畫」，完成「振興工會協助

改革」方案。 
2、99 年 6 月 23 日總統公

布「工會法」修正條文，強

化勞工團結權的保障、工會

會務自主化及運作民主化

等機制，已於 100 年 5 月 1 
日施行。 
3、99 年 8 月 2 日勞委會

函頒「補助工會辦理輔導組

織產業工會教育訓練實施

要點」，補助總工會及各產

業工會聯合會舉辦工會教

部份跳票！ 

目前並無任何制度化協助

工會發展與團結的措施，工

會結構也並未在政府協助

輔導之下變成服務性及專

業性之組織。頂多是團結起

來對抗不義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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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5 研考會總統政見執
政策主張 檢驗結果 

行成效檢討報告說明 
育訓練等活動，以強化工會

協商能力。 
17.勞資與政府三方諮商

基本工資 
行政院成立「中央基本工

資三方委員會」 由勞資與

政府諮商基本工資政策調

整內容。 

（研考會列為已完成） 
1、99 年 8 月 31 日行政院

核定修正「基本工資審議辦

法」第 2 條、第 5 條及第 6 
條規定，適度調整基本工資

審議機制，增加勞、資代表

比例，減少官方代表比例，

並明定基本工資審議期程。

2、99 年 9 月 13 日行政院

勞工委員會召開「基本工資

審議委員會」，由勞方、資

方、學者專家與政府諮商基

本工資調整內容並經本院

於 99 年 9 月 17 日核定；

99 年 9 月 29 日勞委會公

告修正「基本工資」由每月

17,280 元 調 整 為 17,880 
元，並自 100 年 1 月 1 日
生效，約 130 萬勞工受惠。

完全跳票！ 

1. 行政院從未規劃成立

「中央基本工資三方委

員會」。 
2. 基本工資審議程序遭監

察院糾正，馬政府執政

至今僅調整 600 元，且

是由勞委會自行裁示，

並非由勞資雙方與政府

諮商基本工資政策調整

內容。 

18.降低失業率至3％以下

當前失業率平均約 4%，國

民黨執政將創造工作機

會，降低失業率至 3％以

下，確保國民充分就業。 

（研考會列為執行中具階

段性成果） 
1、97 年 10 月 31 日行政

院核定「97 年短期促進就

業措 
施」（後修正名稱為「97-98 
年短期促進就業措施」），至

97 年底公部門已協助約

4.8 萬人就業，98 年度已協

助 7.3 萬人就業。 
2、97 年 11 月 7 日行政院

核定「98-101 年促進就業方

案」，平均每年提供約 5.5 
萬個促進就業機會及 24 萬
個培訓機會，截至 98 年 12 
月底，促進就業 7.7 萬人、

完全跳票！ 

1. 馬政府執政以來失業嚴

重，失業率從未降低至 3

％以下。 

2. 失業問題嚴重無法提出

有效的就業政策，勞委

會提出一連串的救失業

政策，大多屬於短期方

案，反而造成勞工輪流

失業，不足以維持尊嚴

勞動的工作，變成用公

帑實質補貼企業原本的

用人支出，政府砸了大

錢下去，卻無法創造出

新的職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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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5 研考會總統政見執
政策主張 檢驗結果 

行成效檢討報告說明 
培訓 42.5 萬人次。另在該

方案基礎之上，推動 99 年
及 100 年促進就業實施計

畫，99 年實際累計促進近

20 萬人就業、培訓 42.6 萬
人次，100 年將持續提供促

進就業機會近 7 萬人、培訓

23.6 萬人次。 
3、國內失業率從 98 年 8 月
之 6.13%高峰逐步下降，100
年 3 月已降至 4.48%，是 29 
個月以來最低。 

19.保留公共服務就業機

會給弱勢勞工 
保留部份公共服務就業機

會，給無法接受低收入戶

救助之弱勢勞工，作為失

業保險與社會救助體系間

之銜接管道。 

（研考會列為已完成） 
1、勞委會辦理「擴大公部

門進用就業弱勢者計畫」，

至 97 年 12 月止，已協助 5 
萬 1,943 人次就業。 
2、勞委會辦理「多元就業

開發方案」，97 年 12 月至

100年 4 月底止政府部門共

提供 4 萬 397 名失業者就

業。 

尙待觀察 

問題在社會救助體系通常

銜接不住弱勢勞工！ 

20.國公營事業民營後，應

設勞工董事 
原屬國公營事業如移轉民

營後之事業單位，政府持

股 20%以上者，應設立勞

工董事一名。 

（研考會列為已完成） 
財政部、交通部及經濟部均

已依規定設立勞工董事，未

來如有國營事業移轉民營

時亦將均比照辦理。 

本項於馬總統尚未當選前

早就已經達成，僅為宣示性

政見。

21.工會教育經費法制化 
政府撥付之工會教育經費

應法制化，使工會擁有充

分能力教育會員，強化工

會的團結能力。 

（研考會列為已完成） 
99 年 10 月 19 日勞委會修

正公布「工會教育經費補助

要點」，據以補助工會教育

經費。 

完全跳票！ 

1. 法制化工作僅邀請工會

開過一次會議後即無下

文。 
2. 工會教育經費補助要點

已行之多年並非 99年才

開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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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5 研考會總統政見執
政策主張 檢驗結果 

行成效檢討報告說明 
22.企業內工會組織得擴

大組織範圍 
企業內工會組織得擴大組

織範圍，包含同一企業法

人或依其他法律所訂具有

控制或從屬關係，或具供

應鏈關係之相關企業的勞

工，應准許共同組織工

會。 

（研考會列為已完成） 
99 年 6 月 23 日總統公布

「工會法」修正條文，明確

規範企業內工會組織得擴

大組織範圍，未來企業內勞

工得依其需求按企業之組

織型態組織企業工會，並已

於 100 年 5 月 1 日施行。 

修法通過 
勞工行政主管機關仍不脫

管制心態，雖然工會法已經

修法通過但主管機關對於

工會組織仍維持從嚴解釋

之立場，未來執行成效尚待

觀察。 

23.企業工會組織團結化 
為維護勞資和諧，強化工

會協商能力，以單一企業

為範圍組織之工會，當其

會員數超過該企業勞工半

數時，未參加工會之勞工

即應自動成為該工會之會

員。雇主並應經由工會之

同意，代為扣繳該工會之

會費。 

（研考會列為已完成） 
99 年 6 月 23 日總統公布

「工會法」修正條文，其中

明定同一廠場、事業單位之

企業工會其勞工應加入工

會，以及企業工會經會員同

意，雇主應自該勞工工資中

代扣工會會費轉交該工

會，並已於 100 年 5 月 1 
日施行。 

部分跳票！ 

「會員數超過該企業勞工

半數時，未參加工會之勞工

即應自動成為該工會之會

員。」上述內容於修法時被

行政院所刪除。 

24.推動產業別之勞資對

話機制 
推動產業別之勞資對話機

制，由具代表性之勞資團

體與相關政府部門建立制

度性的諮商。政府重要決

策亦應透過該對話機制，

廣泛諮詢。 

（研考會列為已完成） 
勞委會業於 98 年 1 月 16 日

訂定「98 年-101 年推動社會

對話機制」實施計畫，積極

推動產業別之勞資對話機

制，相關重要決策亦透過該

對話機制，廣泛諮詢勞資團

體意見。 
 

部分跳票！ 

1. 產業別對話機制並未全

面建立。 
2. 個位數的產業別對話案

例，淪為勞資聯手要求

政府給予事業優惠措

施，並未符合勞資對話

勞動條件等議題的初

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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