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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摘要 

近年來，職業安全與健康保護議題受到全球關注，各項職業安全

與衛生策略及措施日新月異，為瞭解全球職業安全衛生趨勢，本局特

規劃參加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ILO)、國際

社會安全協會(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Association，ISSA)、與新加

坡人力部(Ministry of Manpower，MOM)，所共同辦理之 2017 年第 21

屆世界職業安全衛生大會（The XXI World Congress on Safety and 

Health at Work 2017 in Singapore，以下簡稱 WCSH），藉由 WCSH 辦

理一系列演講活動，汲取全球產業、政府機關、專家學者或相關人員

推動安全衛生經驗。 

另配合本國新南向政策，及更深入瞭解國際工會組織對於中小企

業、國際移工及工作者之就業安全、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及降低職業災

害 實 務 運 作 經 驗 ， 亦 規 劃 拜 訪 國 際 工 會 聯 合 會 亞 太 區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 – Asia Pacific，ITUC-AP)、新

加坡全國職業總工會 (Singapore National Trades Union Congress，

NTUC) 及其所屬職工總會學習中心(安全衛生訓練項目) (Learning 

Hub Industry Skills Centre，LHUB)、就業及職能培訓中心(Employment 

and Employability Institute，e2i)等單位，同時考察杜邦公司安全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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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材料，期望透過本次考察，瞭解與學習國外推行職業安全與健康保

護各項措施之經驗與趨勢，以作為本府制定相關政策與措施之參考，

並連結新加坡第三方組織資源，協助本市建構更完整之就業安全與健

康安全保護體制。  

關鍵詞：WCSH、ITUC-AP 、NTUC、LHUB、e2i 

貳、 出國人員名單 

本次德國考察行程時間為 106 年 9 月 3 日(日)至 9 月 7 日(四)計

5 日，出國人員名單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出國人員名單 

序號 機關 職稱 姓名 

1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局長 黃荷婷 

2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科長 曾傳銘 

3 臺中市勞動檢查處 檢查員 張智恒 

參、 目的 

為落實本市保障勞工權益，完善職業安全與健康保護機制，並考

量本市目前為全台國際移工聚集之第二大城市，鑑於新加坡與本市相

仿，皆面臨國際移工權益保護之議題，及如何在多元化人力資源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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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兼顧國際移工之文化差異性，而能夠透過各類型教育訓練或活動

等措施，促進文化交流，降低衝突，並平衡國際移工之身心發展，其

作法或經驗作為參考。是以，擬藉由本次之參訪，達到下列之目的，

包括： 

一、 藉由本次實地考察國際工會聯合會亞太區、新加坡全國職

工總會及參加 2017 年第 21 屆世界職業安全衛生大會，瞭

解其在中小企業、國際移工及工作者之就業安全、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及降低職業災害實務運作經驗。 

二、 連結國際工會聯合會亞太區、新加坡全國職工總會等國際

組織之資源，以協助本市建構更完整之就業安全衛生防護

網。 

肆、 考察行程 

本計畫人員自 106 年 9 月 3 日(日)至 9 月 7 日(四)計 5 日赴新加

坡考察，考察行程如下表所示。 

表 2 出國參訪行程 

時間 考察行程 考察內容 

9 月 3 日(日) 1. 臺灣至新加坡航程  2017 年第 21 屆世界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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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參加 2017 年第 21

屆世界職業安全衛

生大會開幕儀式 

業安全衛生大會開幕

儀式 

9 月 4 日(一) 參加 2017 年第 21 屆世

界職業安全衛生大會 

 職災預防國際媒體節

特別媒體會議 

 ILO 與 ISSA 報告 

 主題演講 

拜訪新加坡 NTUC 國際移工保護政策與措施

經驗交流 

9 月 5 日(二) 參加 2017 年第 21 屆世

界職業安全衛生大會 

 主題演講 

 技術會議 

 SafeYouth@Work 對話 

 分組座談會 

拜訪 ITUC-AP 國際移工之勞動保護與第

三方組織協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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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訪 NTUC Learning 

Hub Industry Skills 
Centre @ Benoi 

參觀NTUC經營之事業體

(學習中心) 

拜訪 Employment and 

Employability Institute 
(e2i) 

參觀 NTUC 經營之事業體

(學習中心) 

9 月 6 日(三) 參加 2017 年第 21 屆世

界職業安全衛生大會 

 分組座談會 

 閉幕儀式 

技術參訪：杜邦公司

(DuPont) 

參觀職業安全與健康促進

措施 

9 月 7 日(四) 新加坡至臺灣航程  

伍、 考察過程與心得 

一、 2017 年第 21 屆世界職業安全衛生大會 

(一) 大會簡介 

1. 辦理單位： 

本大會由國際勞工組織、國際社會安全協會與新加坡人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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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辦理。 

2. 大會地點： 

Sands Expo and Convention Centre Marina Bay Sands, 

Singapore。 

3. 大會網址： 

https://www.safety2017singapore.com/。  

4. 大會簡介： 

本大會每三年辦理一次，並在不同的國家辦理。此次大會由

國際勞工組織（ILO）、國際社會安全協會（ISSA）及新加坡人力

部共同主辦，會議地點選定新加坡金沙酒店會議展覽中心召開，

時間為 2017 年 9 月 3 日至 6 日，其提供產、官、學、研等各界專

家與代表進行意見交流之平台，尤其是針對職業安全與衛生此一

面向所涉及之議題。 

本次大會主題為「預防的全球願景（A Global Vision of 

Prevention）」，並藉由三個主題演講：零職災－從願景到實踐

（Vision Zero – From Vision to Reality）、健康工作－健康生活

（Healthy Work – Healthy Life）、以人為中心的預防（People-

Centred Prevention）強調建構未來整個職災預防文化的關鍵策略，

並安排 3 個主題演講(Keynotes)、6 個技術論壇(Technical Sessions)

及 32 個座談會(Symposia)，藉由實務職災預防經驗分享提供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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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參考，相關議程參見如後。 

5. 大會時間與議程： 

表 3 2017 年第 21 屆世界職業安全衛生大會議程表 

時間 議程 

9 月 3 日(日) 16:30-18:30 開幕儀式 

9 月 4 日(一) 

09:00-12:30 

 職災預防國際媒體節特別媒體

會議 

 ILO 與 ISSA 報告 

 主題演講 

13:30-18:00 

 技術論壇 

 分組座談會 

9 月 5 日(二) 

09:30-12:30 

 主題演講 

 技術論壇 

13:30-18:00 

 SafeYouth@Work 對話 

 分組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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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6 日(三) 

9:00-13:00 

 分組座談會 

 閉幕儀式 

14:00-18:00  技術參訪 

資料來源：2017 年第 21 屆世界職業安全衛生大會 

(二) 大會摘要 

1. 9 月 3 日下午：開幕儀式 

本次大會於 9 月 3 日下午 4 時 30 分揭幕，來自 100 個國

家約計 3400 人次參與本次大會。 

(1) 大會代表致詞 

由本大會之總理事 Er Ho Siong Hin 先生揭開序幕，

針對大會之議題進行簡要說明，包括第一天由 ILO 與

ISSA 為報告，並針對零職災願景(Vision Zero)安排一系列

主題演講；第二天則針對以人為中心的預防措施為主題，

安排了主題演講，並針對職業安全與健康促進措施，安排

了相關的技術論壇；第三天則針對在全球經濟發展趨勢之

下，如何促進職業安全與健康進行相關討論，希望所有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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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次大會代表們，藉此獲得一些靈感。 

(2) 全球領袖圓桌 

大會安排全球領袖圓桌(Global Leaders Round Table)

討論，參與圓桌討論的有來自中國大陸、新加坡、芬蘭等

國家之產、官、學代表。 

主持人提及零職災願景(Vision Zero)是可達成的願景

嗎?  

與談人德國社會意外保險副總幹事 Dr. Walter 回應，

這是一項艱鉅目標與願景，且具有價值，雖然人都會犯錯，

但不得損及人們期望工作環境是安全的權利，我們更不能

忍受因為人為失誤而導致失去人命。因此，不應該被妥協

或讓步，而是要讓職業災害成為人類文化的一部分。 

主持人提及近年來中國的經濟快速成長，中國大陸對

零職災之看法與其可能面臨挑戰為何？ 

中國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副部長 Mr. Sun Hua 

shan 指出「零事故、零傷害」是中國大陸政府的目標，即

「安全第一，企業零事故，員工零傷害」，目前中國面臨

的挑戰是企業規模不一，對於安全的追求不同，農村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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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城市，對於安全認識的不足。建立法規、導入科技提升

安全程度以替代不安全的生產環境，建立監管制度。 

主持人提及建立健康員工與健康環境及其挑戰？ 

與談人澳洲 Safe Work 執行長 Ms. Michelle Baxter 表

示澳洲於建立此制度時，如何讓雇主將安全衛生帶入工作

環境是一嚴苛挑戰，然而澳洲政府仍持續讓民眾了解健康

員工與健康人生等之關聯與重要性。另外，芬蘭社會事務

與衛生部部長 Ms. Pirkko Mattila 分享表示人必須包含在

管理制度，重視人員，瞭解人員需求，而不是只重視工廠

的流程。 

主持人提及新加坡人力部如何預防職業傷害與死亡

之發生？ 

根據受邀來自新加坡之與談人 Er Ho Siong Hin 表示，

新加坡執行職業安全有三項策略：(一)於國家層次，落實

推動相關制度與法令，並即時要求事業單位改善安全衛生

工作環境，(二)於公司層次，公司應實施風險評估與員工

教育，採取相關必要防制措施，改善工作流程，避免人力

涉入危險作業或降低高危險性環境之比例，(三)於個人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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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事業單位引進國際移工使其具有多元化人力資源時，

應考量不同文化、能力、語言等因素，透過我國人員對於

國際移工事前教育與反覆訓練，並間接促進來自不同國家

之工作者的與我國勞工文化交流，以提升企業競爭力並增

加營收。 

(3) ILO 執行長 Guy Ryder 致詞 

國際勞工組織（ILO）呼籲安全與健康工作及快樂生

活是勞工基本人權，全球每年都有勞工於工作中受傷或死

亡，這樣的結果是不能夠被接受，政府應實施立法、提供

支持勞工與企業必要資源與落實勞動檢查。雇主應提供安

全的工作場所是基本責任。勞工應參加教育訓練及切實執

行預防措施，各角色都需知道自己的權利與義務，雇主、

勞工和政府共同努力預防工作場所事故發生。 

同時，提及全球面臨數個議題，包括：(一)目前國際

組織正試著建立一個可信賴與包容的制度，使不同種族及

文化等族群接受，(二)全球關注職業安全與健康議題，(三)

工作條件的改變，對於職業安全與健康的影響，(四) 七大

工業國組織(簡稱 G7)發展零職災願景，以及(五)未來工作



12 
 

型態對於職業安全與健康的影響，包括科技的導入對於工

作型態的影響。同時，呼籲政府不可持觀望角度，應該要

積極因應未來工作型態的改變。 

(4) ISSA 執行長 Joachim Breuer 致詞 

ISSA 為本大會之辦理單位之一，其對於職業安全與

健康的承諾，反應在對這個大會的重視與支持，並於本次

大會討論職災預防之新解決方案，同時，希望與會人員不

僅關注本次研討會議題內容，而要瞭解會議議題召開之目

的。 

其次，Joachim Breuer 致詞中指出我們應該要分析科

技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工作以及就業。數位化的生活，

例如：Uber 的出現，其透過資訊科技的運用，可以直接評

比司機的表現與對表現不好的司機提出抱怨，媒合司機與

乘客…等。在此同時，我們必須關注到在數位轉化的過程

中，對於預防職業安全與健康之影響。以前面 Uber 案例，

公 司 員 工 漸 轉 變 成 獨 立 契 約 工 作 者 （ Independent 

Contractor)，員工和公司有合作關係，卻不受公司規範，

員工與雇主之關係是否存在，即衍生現行法律適用性等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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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問題。另一方面，我們應了解並關注數位經濟與數位

科技被廣泛使用後，尤其是導入人工智慧，所涉及的新型

態工作或主要的工作者，例如：程式設計者(Programmer)，

如何建構該類工作者之職業安全與健康預防措施，儼然成

為未來面臨之重要議題。 

此外，Joachim Breuer 亦提及全球企業對員工之社會

保險仍有觀念落差，致使全球仍有一半員工未投保任何社

會保險。又因新型經濟型態所生的關係，如何使該類工作

者受到社會保險之保障等議題是應該受到關注與討論。是

以，社會保險亦應被整合到未來的工作型態發展中。 

(5) 新加坡總理 Lee Hsien Loong 開幕致詞 

李總理於其致詞表示職業災害與死亡是可以被預防

的。同時，員工安全與健康應該是經濟發展的核心之一，

此次的大會讓我們有機會可以相互學習。 

李總理於其演說提及數十年前，新加坡有很多的職業

災害與死亡事件，於 2004 年時，職場死亡率(Workplace 

Fatality Rate)為每百萬工作者有 5 名死於職場，高於其他

已發展國家很多，其認為此不可接受，並開始檢討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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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因企業為多元化員工組織、規模小，未能落實安全衛

生措施，致易發生工傷或死亡事件。因此，新加坡政府開

始著手此一議題的改革，包括成立工作小組，與各界合作，

設立目標。 

於 2006 年 時 ， 新 加 坡 通 過 職 場 安 全 與 健 康 法

(Workplace Safety and Health Act)，並協助中小企業採取職

業安全與健康促進措施；於 2008 年，設立職場安與健康

議會(Workplace Safety and Health Council)，其由勞工、企

業與政府代表所組成，並設立目標，期於 2018 年時，職

場死亡率可降至每百萬個工作者只有 1.8 名死於職場；於

直到去年，新加坡職場死亡率已降至每百萬個工作者只有

1.9 名死於職場。我們又設立新目標，在 2028 年時，我們

希望我們的員工受到良好的訓練、建立良好的工作環境，

將新加坡職場死亡率已降至每百萬個工作者只有 1 名死

於職場以下的目標，逐步達成零職災之願景。 

李總理提及新加坡政府仍持續維持其勞工、企業與政

府之三方合作關係，以促進達成前開新設定目標。其次，

政府機關除建置法規外，仍須結合其他誘因促進企業對職

業安全與健康的重視並採取相關措施，因為新法規會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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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企業產生新成本，卻不一定會帶來顯著安全、衛生及

健康等績效。另新加坡政府為有效運用資源，將優先著重

在職場死亡率較高的產業的職業安全與健康，如：營造、

物流業等高風險事業。 

此外，新加坡政府已關注其他新興議題，如：新興疾

病、人力老化，其是未來建構職業安全與健康相關政策需

要考量。同時，新加坡政府希望企業大量導入新科技以取

代人力，使員工可以避免危險或協助完成工作。例如：計

程車業導入線上監控系統，如司機有打瞌睡之情形，可以

透過該系統喚醒司機，以避免事故發生。 

2. 9 月 4 日上午：職災預防國際媒體節特別媒體會議、ILO 與

ISSA 報告與主題演講 

9 月 4 日上午之議程主要為職災預防國際媒體節特別媒

體會議、ILO 與 ISSA 報告與主題演講。 

(1) 職災預防國際媒體節特別媒體會議 

本次大會以職業安全與健康為主題，辦理多媒體競賽，

如：工作環境之攝影、歌曲創作、影片等，藉此吸引大家

與更年輕一代（青年）對職業安全與健康議題的重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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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於本次大會辦理職災預防國際媒體節特別媒體會議，

進行頒奬活動，並分享得獎者之作品，例如：Media can 

convince （微電影）得獎影片以青年在烘培市場就業之工

作環境安全為主軸；Media can instruct 得獎影片，則是透

過影片詮釋餐飲業之職場安全應注意事項，即其敍明餐飲

業最常遇見的職安事件，並透過此影片，提醒其應注意事

項與必要採取作為。 

(2) ILO 與 ISSA 報告 

上午 ILO 與 ISSA 的報告，分別由 Ms. Nancy Leppink

與 Mr. Hans-Horst Konkolewsky 進行說明，前者任職於 ILO，

為勞工管理、檢查與職業安全及健康部門之主管(Chief of 

the Labour Administration, Labour Inspection and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Branch)，後者任職於 ISSA，

擔任秘書長一職(Secretary General)。同時，於報告結束後，

邀請產、官、學等專家，進行簡要之與談。 

Ms. Nancy Leppink 先代表新加坡人力部部長說明新

加坡對於職業安全與健康制度之建立與推動，稍後方就

ILO 的一些推動工作進行說明。 

首先，大會已成為全球專家與代表聚集之平台，就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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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安全與健康議題進行意見交流與形成共識，9 月 3 日之

開幕演講提到了全球未來的經濟發展與職場安全與健康

發展所可能預見的挑戰或需求，新加坡持續將預防機制融

入工作環境，透過法規的建立、教育與認知提升等方式，

持續推動一個符合職業安全與健康需求的環境。 

其次，超過 30 個國家請技術協助，包括 OSH 法規制

度的建立與執行，以使勞工能夠更有效率地行使其權利或

受到保護。為了協助這些國家評估其職業安全與健康保護

推動現況，ILO 與其他組織正在研擬建立一套協助機制，

以協助這些國家在其境內推動職業安全與健康促進措施。

同時，只有 OSH 法規的建立是不足的，應要將 OSH 法規

融入預防制機當中。 

同時，其指出全球員工傷害與死亡所造成的經濟損失，

占全球 GDP 的 3.94%，應該持續推動職業安全與健康促

進活動。同時，ILO 將持續追蹤這些資料。 

此外，ILO 之推動工作、研究與調查，例如：針對 63

地區進行個案研究，了解職業安全與健康促進措施之推動

及其效果。肇因於國際經濟發展、全球供應鏈之變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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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工作條件與工作環境造成一定影響，許多國家開始關

注這些議題與風險，包括 ILO。另一方面，針對年青年

(young person)與婦女之職業安全與健康促進，也是 ILO

所關注的議題。 

Mr. Hans-Horst Konkolewsky 之報告，則是針對零職

災願景進行倡議，這個概念在法蘭克福被提出，因其認

為職業傷害與死亡是可以被預防的，且這個概念的實現

對大家都是有益的，包括政府與產業以及員工。同時，

為了促進此一願景的實現，此報告亦提出了七個黃金原

則(7 Golden Rules)，包括：(1)發揮領導力--展現承諾與決

心 (2)識別危險--控制風險 (3)界定目標(targets)—制定

計畫與方案 (4)確保安全與衛生系統—良好的運作 (5)

從機器、設備和工作場所著手確保職場安全與衛生 (6) 

提升資質(qualification)—發展能力(competence) (7)投資

人員—透過參與調節積極性。 

於 Mr. Hans-Horst Konkolewsky 報告結束後，邀請產、

官、學等專家說明如何導入或推動「零職災願景」。 

首先，與談人表示新加坡是第一個推動零職災願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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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起初推動時很多人都認定這個目標不可行。然而，

如果每個人都開始著手實踐零職災願景，則能聚集各界

資源達成目標。新加坡政府先以單一產業開始推動，再

逐漸推展至其他產業，使「零職災願景」逐步實現。 

其次，與談人更提及在全球有很多員工因工作而發生

職業傷害或死亡事件，尤其是貧窮的員工，故跨國組織

WHO 提倡「零職災願景」之推動，希望幫助這些員工避

免遭受職業傷害。 

第三，根據來自於德國社會災害保險局(DGUV)與談

人說明，DGUV 致力於降低職業災害與死亡的機率，於

10 年前，我們開始推動「零職災願景」，因為堅信只有建

立目標才能有效執行，而「零職災願景」是一個很重要

的目標，去有效預防職業災害與死亡的發生。 

第四，來自於西門子(SIEMENS)與談人的說明，關心

員工是西門子的承諾，也是西門子的社會責任。建立一

個職業安全與健康環境符合前揭需求，同時，對於公司

發展之穩定性有幫助，而且有助於業務之發展。在推動

的過程，我們需要了解重點關鍵利害關係人及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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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西門子了解到零工傷是可能的，故其推動「零職

災願景」。 

最後，Mr. Michael López Alegría 提及從過去的經驗，

「零職災願景」是一種文化，須融入到日常作業中。當

其看到「零職災願景」的推動於組織績效的提升是有幫

助時，其支持這樣的理念，希望這樣的理念可以變成組

織文化的一部分。 

(3) 主題演講 

9 月 4 日上午之主題演講，涉及推動與落實「零職災

願景」之目標。主要有二個主題，分別是由前國際太空

站指揮官- Mr. Michael López Alegría 所演講之“「零職災

願景」 -從願景到現實”(Vision Zero – From Vision to 

Reality)，以及芬蘭健康與社會事務部長- Pirkko Mattila

所演講之“健康工作-健康生活”(Healthy work – Healthy 

life)。 

曾身為前國際太空站指揮官之 Mr. Michael López 

Alegría，分享 NASA 如何推動與落實 VISION ZERO 以

及 7 大原則，自成為正式太空員到火箭上太空，其中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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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員所接受相關教育訓練，除太空梭之結構與運作等一

般課程外，更強化於緊急狀況時，應採取哪些措施。為

使太空員適應無地心引力狀況、太空上生活飲食與睡眠，

透過建立完整的作業程序與做法，並以水中進行訓練與

模擬、抗重力加速度訓練(俗稱：抗 G 力訓練)等實務模

擬。另建立安全風險評估機制，在火箭發射前，由一群

各類型技術人員所組成之安全小組，進行安全性評估與

檢視，確保太空梭相關系統安全，並於火箭發射之前，

工程師會進行火箭發射設備等安全性檢視。 

現任芬蘭健康與社會事務部長 Pirkko Mattila 演講表

示，該國保險系統指出員工傷害與死亡事件不斷，故致

力於推動職業安全與健康促進措施。相關報告所指出的

職業災害與死亡造成的經濟損失，在芬蘭亦面臨同樣問

題。同時，歐盟指出員工因職業災害而造成原本生活的

失序，例如：職場環境所造成的癌症問題。因此，Pirkko 

Mattila 以此為例，說明該國如何防治職場環境所造成之

癌症的發生。 

Pirkko Mattila 表示職場環境中之致癌物質必須優先

被辨識，與實施其他化學物質之暴露評估一樣，故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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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可評估致癌物質之暴露量。除了歐盟所為規定外，

在芬蘭尚有約 450 項國家職業暴露限制值。根據芬蘭實

務經驗，當所有利害關係人都冋意暴露限制值時，較容

易去落實這項措施，而在芬蘭是透過國家職業安全與健

康諮詢委員會來進行限制值制定。 

此外，Pirkko Mattila 強調勞資政三方關係與共識的形

成，有助於促進推動職業安全與健康，並以禁止石棉使

用為例。在芬蘭，與職業有關之癌症主要肇因於石棉的

使用，所以目前芬蘭禁止使用石棉，在未來這項措施也

不會改變。這項措施是在 2006 年開始於歐盟境內推動。

當時，許多國家同意降低對石棉的暴露，且考量勞資雙

方立場，遂對於可吸入之結晶二氧化矽(crystalline silica)

與健康風險間之關聯進行評估，並驗證長期暴露於結晶

型游離二氧化矽對健康影響。在芬蘭境內於 1994 年至

2013 年間，勞工暴露於可吸入結晶二氧化矽的情況逐漸

呈現下降趨勢，顯見藉由凝聚勞資政三方關係與形成共

識，有助於職業安全與健康之促進。 

3. 9 月 5 日上午：主題演講及技術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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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主題演講 

9 月 5 日主題演講是以員工為中心之預防，由新加坡職場

安全與衛生委員會執行長 Mr. Heng Chiang Gnee 主講，新加坡相

較其他歐美國家致傷率高，且職業災害員工常面臨生理、心理、

職業、社會、經濟及其他等障礙，致不易返回至原本工作崗位，

建議採取先期評估、醫療治療、工作場所評估及落實各項業務共

4 個步驟來協助員工返回職場。 

藉由全面性職場安全衛生(Total WSH)之議題，探討未來工

作職場在安全衛生方面可能的變化與因應，分別提出就業人口年

齡結構改變(如：延長退休年齡)、引進新科技產業(如：智慧機器

人)、共享經濟盛行(如：Uber)及新企業型態(如：手機行動支付、

物聯網)等四大迫切面臨之問題，除持續致力於改善工作場所相關

安全設備防護與管理外，Mr. Heng 強調企業應著重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理念及改變雇主對於推動安全衛生態度。  

最後，Mr. Heng 強調雇主必須具備說到做到的領導特質，

設定明確目標就要落實，並透過社會資源(如：NTUC 工會)，建立

互助合作關係，促進建構建立一種能夠信任的關愛文化，以有效

達成全面性職場安全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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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術論壇 

本次技術論壇探討未來預防-第四次工業革命，本次技術

論壇由國際社會安全協會 Mr. Hans-Horst Konkolewsky 主持，論

壇開始前簡單用一部影片介紹人類歷史上各階段之工業革命，第

一次工業革命：約 1760 年開始至 1840 年，人類生產逐漸轉向新

的製造過程，出現了以機器取代人力；約 1870 年後電力大規模使

用造成工業飛速發展之第二次工業革命，尤其是電燈為該期間指

標。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約 1960 年開始，因推廣於各行各業使用電

腦和相關電子資料應用，半導體、網路等新興技術問世，第三次

革命影響了人類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隨著第三次工業革命科技

快速發展，第四次工業革命已於 2016 年初悄然開始，並且正以前

所未見速度席捲全球，最指標的技術為物聯網、數位化身分認證、

3D 列印、人工智慧、大數據等，就其技術將各類資訊全部轉化數

字相關，故數字經濟又常被稱為第四次工業革命，本次革命將再

次對人類帶來另一顛覆性影響，使人類社會生活和工作推向更高

境界發展。 

本次技術論壇邀請法國、義大利、德國等專家說明如何因

應第四次工業革命，各項主題主要探討兩個基礎技術之應用，首

先為認知計算(Cognitive computing)，係指模仿人類大腦的計算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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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讓電腦像人一樣思考，而不作為單一開發系統，可藉由專家

訓練、互動、學習，促使電腦可進行推測、論證等動作，目前廣

泛被應用於醫學治療上，過往藉由醫師判讀病患 X 光片是否有相

關疾病，現階段以可藉由人工智慧之自我學習能力，並結合可分

析快速變化的動態資料(如：雲端運算)等技術，降低判讀 X 光片

之失誤率。 

另一嶄新技術為大數據(Big Data)，傳統工廠建置許多監

控設備(如溫度計、壓力計等)，惟對於現場作業勞工相關管理方

式，僅能仰賴人工方式進行管理，然而往往造成管理者負擔，且

不容易獲取現場勞工相關工作實際情況之資料，隨著科技進步，

穿戴式裝置(Wearable Device)能解決此問題，藉由該裝置無時無刻

收集勞工平常相關工作情況之數據，再藉由大數據分析之技術，

取得有意義資訊，提供作為後續推動職場安全與衛生預防之應用，

並可結合人工智慧，將大數據、傳統監控資訊整合，回饋至現場

作業勞工，提供現場作業勞工更精確的資訊，避免決策錯誤。 

4. 9 月 5 日下午： 青年安全工作對話及分組座談會： 

       (1)青年安全工作(SafeYouth@Work)對話 

青年安全工作對話意旨在透過第 21 屆世界職業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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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衛生大會發表聲明，隨著青年逐漸邁入社會工作，強調

青年對工作場所安全和健康問題的認識是非常重要，且依

據國際勞工組織統計分析顯示，青年遭受職業災害之可能

性較年長者高出 40(%)，故本次工作對話由來自世界各地

的 18 至 24 歲的 120 多名青年參加，藉由青年間互相討論，

激盪一些新想法與觀點，並與相關具備多年實務經驗之前

輩對話，提供具體建議，促進兩者對於安全衛生理念趨於

一致。 

因此，大會為所有參與者設定一個主題，通過青年與

專家於大會上交流對話，由青年擔任領導之重要角色，持

續正視職業安全與衛生問題，並促進他們積極參與，以有

效改善青年工人的職業安全與衛生條件。 

本次對話主題為「青年職業安全與衛生」，現場約 800

名與會者共同參加，本次大會經由跨世代對話交流與經驗

交流，對職場安全與衛生議題提出看法或建議，將提供世

界各國職業安全與衛生專家、政策制定者、雇主和工人代

表等人員之間一些新的想法。本次對話內容只要針對導入

新興科技預防職業安全衛生，青年代表提出，現階段人手

一機的世代，藉由開發 App 軟體，提供青年工作者自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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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確認現場危害及了解預防措施，並可記錄個人安全工作

頻率。國際社會安全協會(ISSA)研發及預防文化組組長 Dr. 

Walter Eichendorf 表示，這是一個好想法，國際勞工組織

(ILO)於推廣預防人因工程議題時 ，亦開發 Ergonomic 

Checkpoints 之 APP 軟體，供企業或工作者使用，Dr Walter

更肯定該青年代表的創意，期望將該創意想法實現。 

(2) 分組座談會 

本次參與之分組座談由歐洲勞動安全與健康協會經

理 Brenda O’Brien 主 持 ， 參 與 分 享 演 講 者 包 括 Dr. 

Malgorzata Milczarek、Dr. Siok Lin Gan、Dr. Sybele Cruz、

Julio Franzani、Mohd Esa Baruji 及 Prof. David Walters 期

透過經驗的分享，說明如何協助中小企業做好職業安全衛

生。 

首先，Mr. Brenda 解釋歐盟對於中小型企業之定義，

其定義方式整理如表 4： 

表 4、歐盟對於各型企業分類原則表 

公司類型 營業額 公司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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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型企業 小於或等於 5 千萬歐

元 

未滿 250 人 

小型企業 小於或等於 1 千萬歐

元 

未滿 50 人 

微型企業 小於等於 2 百萬歐元 未滿 10 人 

在歐盟國家約有 2 千 3 百萬家公司，其中微型企業佔

將近 92.8(%)，其次為小型企業(6%)及中型企業(1%)，就

職業安全衛生執行情形，微型企業雇主幾乎缺乏瞭解並落

實相關勞動法令，政府機關礙於人力有限，不可能派員至

每一微型企業實施解說，使其瞭解法令及重視，因此，透

過數位化工具提供此類型企業使用，並轉介相關第三方團

體及社會組織，提供企業相關客製化之安全衛生服務。 

全球每年約 2.3 百萬人因工作受傷，而亞太區多達 1.1

百萬約占全球 50(%)，是以，透過各國推動中小型企業安

全衛生之成功案例經驗分享，促使全球每年因工受傷人數

可以逐年降低，本次實務經驗分享可整理成以下類型： 

1. 政府機關強制力介入─政府機關要求事業單位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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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各項指導書落實安全衛生，並定期上傳至監控

系統管制，由事業單位自行管理，若有任何異常狀

況即主動通報，如未依規定期限內完成，將予以嚴

懲(如：撤銷公司營業登記)，並根據執行情形訂定

合適的勞動檢查方式或頻率。 

2. 電子化風險危害評估工具─藉由免費提供企業相

關風險危害評估工具，並宣導企業自行評估並依

建議自行落實風險管理。 

3. 特殊行業專案計畫─全球重大工安意外約 90(%)

為同一類型事故 原因再次發生，故應針對高風險

事業族群列為專案管理。 

4. 多元化教育訓練─全球勞工因未於工作前接受完

整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而導致受傷比例約 20(%)，

且將近 70(%)是因工作者粗心大意造成事故，又因

現代科技日新月異，青年世代邁入職場，應採用

Youtuber、Facebook 等網路教學、手機 APP 或 AR

技術等教育訓練，不僅提昇勞工學習意願，並能將

安全衛生相關知識迅速提供給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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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善用第三方資源─藉由社會組織之資源，提供企

業所需要之資訊，並減輕政府機關負擔。 

5. 9 月 6 日上午：分組座談與閉幕儀式 

9 月 6 日為本次大會之最後一天，上午之議程主要為分

組座談會與閉幕儀式。 

(1) 分組座談會 

本次參與之分組座談為由 ITUC-AP 所組織，由 Shoya 

Yoshida 主持，參與分享的演講者包括 Sharan Burrow、

Ahn Pong-Sul、 Dr. Deborah Vallance 、 Aminur Repon-

Chowdhury、K Karthikeyan、以及 Edward Miller，期透

過經驗的分享，說明工會如何協助促進職業安全與健康。 

首先，來自 ITUC 的 Sharan Burrow 以“工會與職業安

全與健康：為生命戰鬥”(Trade Unions and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Fighting for the Living)為題，敍明在職

業安全與健康促進中所扮演的角色，並表示 ITUC 將持

續致力於職業安全與健康之促進，並呼籲政府應為詳盡

審查(due diligence)，以確保職場環境之安全。同時，ITUC

將促進國際與區域性之合作，確保社會安全標準(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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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y standards)能夠被落實，以建構一個安全的工作環

境，確保勞工之權益。 

來自泰國之 ILO 勞工活動辦公室(ILO Bureau for 

Workers’ Activities)的 Ahn Pong-Sul，以“亞太地區工會針

對職業健康與安全所採之途徑”(Trade union approaches 

to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為題，呼籲政府及各界應注意職業安全與健康此議題。

根據其演說，全球每年都有 2.3 百萬的人口死於與職業

有關之事件或疾病，亞太區卻佔約 1.1 百萬人口，亦造

成龐大的經濟損失。 

其次，Ahn Pong-Sul 於其演說敍明 ILO 對於職業安

全與健康之全球策略，包括：(1)提升各界對職業安全與

健康的意識與認識，尤其是對於新加入勞工市場的勞工，

(2)推動與職業安全與健康有關之制度或法規(即職業安

全與健康工具之建立與推動)，例如：於石油產業推動職

業安全與健康相關制度與法規，以確保職業安全；又例

如，1981 推職業安全與健康公約，以作為加入國如何進

行職業安全與健康工作之推動參考依據、1985 推動職業

健康服務公約、2006 年促進職業安全與健康架構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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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2006 年促進職業安全與健康架構公約特別重要，

因為其主要期望是透過國家政策與機制(如：法規、檢查

等)、推動計畫等，來確保職業安全與健康。數年前，在

泰國，即曾發生企業未遵循職業安全與健康法規之情形，

勞工有權利提出訴訟。 

同時，Ahn Pong-Sul 於其演說分享 ILO 在亞太地區

之職業安全與健康推動工作，包括：(1)透過教育訓練來

提升各界對職業安全與健康的意識以及職業安全與健康

文化、(2)強化與支持亞太地區之國家建立與推動與職業

安全與健康有關之政策或制度，或是改善與職業安全與

健康有關之國家政策或制度，如：檢查，(3)促進區域性

的合作，如：ASEAN-OSHNET 的建立，以進行交流。 

最後，Ahn Pong-Sul 於其演說中表示工會促進職業安

全與健康之途徑可包括下列幾種方式，分別是：(1)促進

政府強化職業安全與健康制度與機制(如：法規)，(2)宣

導職場應建立重視與落實職業安全與健康之文化，(3)對

於志工團體，包括國際移工在內，施予與職業安全與健

康有關之訓練或教育，(4)建立公眾意識，以減少對石棉

的 使 用 ， (5) 持 續 追 蹤 與 調 查 職 業 事 故 與 疾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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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pational accidents and diseases)。 

來自澳洲製造業勞工聯盟(Australian Manufacturing 

Workers’ Union)與澳洲工會委員會(Australian Council of 

Trade Unions)的 Dr. Deborah Vallance，以“為無石棉世界

戰鬥”(The fight for an asbestos-free world)為題，分享工會

如何來協助促進職業安全與健康。因石棉之使用會引發

人體健康安全風險，每年有很多人死於石棉使用所引發

的疾病，故其倡議應禁止石棉之使用。於推動的禁止石

棉使用之過程，不少人士藉由網路傳播資訊，以倡議石

棉的禁止使用，但期間不是順利，因仍有部分國家是反

對的。然而，WHO 明白地敍明石棉的使用是不利於人體

健康的，最佳的方法是不要使用此類材質。是以，應要

禁止石棉之使用。 

禁止使用石棉之倡議受到與會人士的討論，有建議對

於石棉之禁止使用，現場有人倡議可以採取其他途徑，

例如：透過 WHO 進行倡議、透過國際公約之簽署來推

動此概念等。另，對於石棉之禁止使用的倡議，根據演

講者的回應，澳洲有對此以予回應和關注並有相關的科

學研究去說明石棉之使用與疾病間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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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孟加拉自由工會(Bangladesh Free Trade Union 

Congress)的 Aminur Repon Chowdhury 以“工會使職場安

全與綠色：孟加拉經驗”(Unions make the workplace safe 

and green: Bangladesh experience)為題，分享孟加拉工會

之經驗。首先，其於演說中說明孟加拉之職業安全與健

康概況，表示全球每年都可以見到勞工因職業有關之事

件死亡或受傷，在孟加拉亦有類似的情況，有幾個重大

事件受到國際的注目，例如：於 2013 年發生的 RANA 

PLAZA 大樓倒塌，造成許多人員受傷或死亡，期間有四

間成衣廠進駐在該大樓，有 1130 人死亡，2500 名勞工

受到重傷；2012 年 Trajreen Fashions 發生大火，造成 111

勞工死亡或受傷。 

Aminur Repon Chowdhury 次於其演講中指明工會是

勞工權利之第一線保護者，其認為在職業安全與健康此

項議題中，勞工有四項主要的權利，包括：有權拒絶從

事危險的工作、有權受培訓、有權獲取資訊、以及有權

發聲與參與。基此，孟加拉工會之作法為建立勞工之發

聲管道，進行多方合作，採取相關的倡議活動(如：街頭

抗議)，對政府形成壓力，以促進政府採取相關措施，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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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落實法規、強化勞安檢查、建立勞資政三方機制等，

以確保勞工權利。 

來自新加坡之 NTUC 的 K Karthikeyan 以“工會在新

加坡職業安全與健康之介入”(Trade union interventions 

on OHS in Singapore)為題，分享工會在職業安全與健康

之促進所扮演的角色。新加坡勞工運動(Singapore labor 

movement)倡議行為觀察與介入(behavioral observation 

and intervention)，其旨在減少具風險性之工作行為的發

生，並因此而減少職業安全事件(包括死亡與疾病)的發

生，並因而減少損失與提升生產力，而行為觀察與介入

主 要 仰 賴 二 項 原 則 ， 分 別 是 集 體 所 有 (collective 

owenership)與注意義務(duty of care)，因為只有當勞資雙

方關心彼此與共同合作，方有可能建立正向的職業安全

與健康文化。 

K Karthikeyan 次其演講提到介入的方式為 3C，即更

有目標地引導(coaching)、更多的承諾(commitment)、以

及更好的合作(coordination)，並透過相關案例之說明，敍

明工會與企業之管理階層應為合作，以確保職業安全與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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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更有目標地引導而言，主要是提升各界對職業安全

與健康的意識與了解，並採取有效率的職業安全與健康

措施，例如：全國交通勞工聯盟之健康介入計畫，以巴

士勞工為對象，協助其改善飲食，維持建康；就更多的

承諾而言，以新加坡機場服務勞工聯盟介入機場勞工權

益保護為例，其倡議”重行李”，於行李針對超過 32 公斤

的行李進行標示，降低勞工因為搬運所造成的傷害；就

更好的合作而言，化學產業工會與管理階層共同合作識

別職場之危險因子，共同改善職場環境。 

來 自 馬 來 西 亞 ， 任 職 於 Building & Woodworkers 

International(BWI)的 Edward Miller，以“BWI 對於營建產

品之職業安全與健康促進之貢獻”(BWI’s contribution to 

OHS in the building and wood sector)為題，進行分享。首

先，Edward Miller 提及營建產業是最危險的產業之一，

相關風險包括：勞力密集、職業安全與健康法規與制度

可能不健康、執法的問題、不效率的或不適合的 PPE、

以及不適當的材質使用(例如：石棉的使用) 

其次，Edward Miller 提及以零職災願景為目標，所有

的風險都是可以控制或預防的，同時，強化勞工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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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促進職業安全與健康是不可分的，例如：工時的要求。

以馬來西亞為例，工時很長，有 70%左右的勞工死於心

臟疾病。針對至馬來西亞工作之尼泊爾員工之工時進行

調查，發現七成以上每週工作七天，且有 69%以上的勞

工未取得加班部分的報酬。不可否認的，部分研究顯示，

企業經營壓力，造成低薪資、長工時，導致員工勞累，

而產生更多的事故發生。 

此外，Edward Miller 提及根據 BWI 的調查，工作型

態正在發生改變，例如：獨立契約工作者，而其未有權

利加入工會，應要關注這些情況以及人員之權利保障。

最後， Edward Miller 倡議如果有勞工於職業安全事件死

亡，應課予刑事責任，同時，應透過法規改革促進職業

安全與健康、且未來應考量工作型態之改變對於勞工權

益保護之影響。 

主持人 Shoya Yoshida 於結束時，再次強調與聲明工

會、政府、勞工能夠進行對話與合作，對於職業安全與

健康之推動是有助益的。 

(2) 閉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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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之閉幕儀式首先邀請 Dr. William Tan 進行演講，

其兒時因病而殘障，於 2008 時回到新加坡的醫院-癌症

治療與研究中心工作，但在 2009 年被診斷出罹患白血

症。DR. Tan 藉由其生活經驗，求學與對抗癌症，持續努

力與不中斷，來激勵與會人士。例如：看見機會，當別

人只看見問題；以適當的方式解釋問題，不要因此而阻

礙或扼殺夢想；充足的準備等。 

其次，由主辦單位 ISSA 與 ILO 以及 Youth Campion

代表，針對本次大會之討論與共識方向進行重申與倡議，

包括倡議「零職災願景」，呼籲與會人士參與「零職災願

景」之推動，包括勞工、企業以及政府部門應共同建構

安全的工作環境；本次大會也探討到國際趨勢與挑戰，

例如:獨立契約工作者的出現與普及，倡議針對國際趨勢

與挑戰宜為國際合作與交流；另本大會扮演一個意見交

流平台，為意見交流，並透過與會者的分享，激發更多

的想法，並倡議參與者回國後，一起推動「零職災願景」

與職業安全及健康。 

最後，本次大會之閉幕演講由新加坡人力部部長 Lim 

Swee Say 為之，其於演講中提及「零職災願景」持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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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努力的目標。對於職業安全與健康之促進，除提升各

界對此議題之意識與重視、提升能力與強化夥伴關係之

外，未來仍有很多必須持續努力的。其中，將特別強調

以下三個領域，分別是(1)強化各利害關係人的承諾、(2)

將職業安全與健康融入組織文化，以促成全職場安全與

健康(total Workplace Safety Health)，以及(3)更以人為中

心(people-centered)，依職場環境之不同，而調整職場安

全與健康促進措施。 

同時，Lim Swee Say 部長於其演說中提及，為了打造

一個成功的職業安全與健康環境，將持續推動「零職災

願景」，並從下列三個層次推動之，分別是(1)國家層級，

設定目標與推動相關措施；(2)在區域層級，相互合作、

交流與學習，發展職業安全與健康政策、制度與法規等，

以新加坡為例，說明其學習與推動歷程，同時，作為東

協成員，新加坡會持續推動其承諾，以及和其他會員合

作；(3)就全球層次，很多企業與國家都在追求「零職災

願景」，倡議國組織與國家、企業等追求這樣的願景。 

6. 9 月 6 日下午：技術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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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大會於閉幕典禮之後，有安排技術參訪之行程，以

了解實務如何實踐職業安全與健康措施。本次參訪之對象為杜

邦公司。參訪流程包括二個部分，第一階段為介紹該公司職業

安全實務推動經驗，另一階段是介紹該單位開發之熱損傷評估

儀器(Thermo-Man)。 

杜邦公司先就職業安全措施為說明，包括：杜邦之職場

安全維護措施(例如：1m and 3m rules，作業人員見到堆高機應

保持 1 公尺，已有裝置物品之堆高機應保持 3 公尺距離，考量

物品墜落呈拋物線動線而增加保護距離)、為確保勞工生命安

全所實施之計畫(例如：工作流程確認與分析、高風險類型活動

之管理等)，惟該單位為維護公司營業秘密與職場安全，進入廠

區之後，並不允許拍照或攝影，故本次出訪並未能就其廠區內

對於職業安全之落實措施，例如：安全注意事項之標示、每週

前三項優先工作之檢視與追蹤表的建立與確認等，進行拍照。 

有關 Thermo-Man 系統部分，該測試系統採用真人大小

之人體模型，其全身各處設置總計 122 個熱偵測儀器，並藉由

各類型火災模擬實驗，測試使用杜邦所開發之 Nomex 和 Kevlar

等高性能纖維材料製成的產品，並提供較佳的耐熱防護性和良

好的便捷性。根據杜邦公司說明，該類高性能纖維材料，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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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消防員之消防衣隔熱層中，在遇到高熱環境下，會自動膨

脹進而吸收更多空氣，達到更佳隔熱效果，故超過 70(％)隔熱

衣保護來自於內裏材質。另外，杜邦公司更破除迷思，強調市

面上標榜常見衣料材質較厚，其耐熱效果較好。然而，通常該

類材質普遍使用含化學性成分之塗層，不僅造成重量增加，且

易造成該材質較易燃。 

綜上，杜邦公司對於安全衛生管理方式，採用安全衛生

查核表單逐一公告於廠區內進行管理，其中杜邦生產作業主管

更表示，設計這些安全衛生查核表，不是為了別人而是為了自

己，強調各項查核事項不使其流於形式，顯見建立安全文化極

為重要一項工作。另外藉由「隱惡揚善」之概念，表揚安全衛

生績效良好之勞工，而績效欠佳之勞工則要求設定目標，循序

漸進地自我肯定並成長。 



42 
 

(三) 考察照片 

  

  

圖 1 出席 2017 年第 21 屆世界職業安全衛生大會合影 

 

圖 2 第 21 屆世界職業安全衛生大會 9 月 3 日開幕儀式-大會總理事

Er Ho Siong Hin 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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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第 21 屆世界職業安全衛生大會 9 月 3 日開幕儀式-全球領袖圓

桌與談 

 

圖 4 第 21 屆世界職業安全衛生大會 9 月 3 日開幕儀式- ILO 執行長

-Guy Ryder 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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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第 21 屆世界職業安全衛生大會 9 月 3 日開幕儀式-新加坡總理

Lee Hsien Loong 開幕致詞 

  

  

圖 6 第 21 屆世界職業安全衛生大會 9 月 4 日職災預防國際媒體節

特別媒體會議頒獎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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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第 21 屆世界職業安全衛生大會 9 月 4 日 ILO 與 ISSA 報告  

   

圖 8 第 21 屆世界職業安全衛生大會 9 月 4 日主題演講- Mr Michael 

López Alegría 分享 NASA 如何導入「零職災願景」之目標與相關作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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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第 21 屆世界職業安全衛生大會 9 月 5 日主題演講實況 

  

圖 10 第 21 屆世界職業安全衛生大會 9 月 5 日技術會議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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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第 21 屆世界職業安全衛生大會 9 月 5 日青年安全工作對話實

況 

    

圖 12 第 21 屆世界職業安全衛生大會 9 月 5 日分組座談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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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第 21 屆世界職業安全衛生大會 9 月 6 日分組座談實況 

  

圖 13 第 21 屆世界職業安全衛生大會 9 月 6 日閉幕儀式- Dr. 

William Tan 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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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第 21 屆世界職業安全衛生大會 9 月 6 日閉幕儀式-閉幕討論

實況 

 

圖 15 第 21 屆世界職業安全衛生大會 9 月 6 日閉幕儀式-新加坡人

力部部長之閉幕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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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第 21 屆世界職業安全衛生大會 9 月 6 日-技術參訪實況-職業

安全與健康促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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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第 21 屆世界職業安全衛生大會 9 月 6 日-技術參訪實況-職業

安全產品測試 

 
圖 18 第 21 屆世界職業安全衛生大會 9 月 6 日-技術參訪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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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參訪心得 

1. 「零職災願景 (Vision Zero)」已成為世界各國所一致追求目

標，此等願景亦是本市安全衛生政策方向，透過與會人士實

務經驗分享，藉以作為本市推動相關職業安全衛生之參考，

同時，可以減少社會經濟之損失，且助於企業運作之穩定。 

2. 「零職災願景」之七個黃金原則可以供企業參考，包括：(1)

發揮領導力--展現承諾與決心 (2)識別危險--控制風險 (3)界

定目標—制定計畫與方案 (4)確保安全與衛生系統—良好的

運作 (5)從機器、設備和工作場所著手確保職場安全與衛生 

(6)提升資質—發展能力 (7)投資人員—透過參與調節積極

性。 

3. 隨著經濟發展型態之改變與科技之應用，未來之工作型態可

能會有所改變，同時，對於職業安全與健康政策或機制之推

動亦會有所影響，政府部門應關注此議題，並注意現行政策

或規定適用性並配合調整，並善用工會及其會員等資源，以

利於維護未來勞工工作環境及保障相關權利。 

4. 為了推動職業安全衛生業務，除了建置完善法規或制度外，

宜有其他輔助措施及吸引企業配合之誘因，並鼓勵企業透過

科技的導入、改善工作流程等方式，有效降低職場環境中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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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暴露於不安全環境之機率。  

5. 政府機關對於提升民眾或青年勞工之職業安全衛生意識日漸

重視，除透過常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與宣導加強外，如何建

置管制機制或措施來掌握成效亦是重點項目。另本次大會注

重於青年勞工議題，辦理多媒體競賽及青年安全工作對話，

藉由較新穎做法吸引大眾對於職業安全與健康議題之重視。 

6. 根據多數國家或與會人士之經驗分享，勞資政三方合作並凝

聚共識，有助於推動及落實職業安全衛生政策，且工會在於

職業安全衛生及健康促進扮演一定重要角色，促進各界對職

業安全與健康之意識與重視。 

二、 新加坡全國職業總工會 

(一) 受訪機構簡介 

1. 接待人： 

(1) Ang Hin Kee, Assistant Director General, NTUC 
(2) Florence Tee Li Fong, Principal Special Representative, 

International Affairs, NTUC 
(3) Sylvia Choo, Direct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NTUC 

2. 機構地址： 

1 Marina Boulevard, Level 10, Singapore  

3. 機構電話： 

+65 6213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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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機構網址： 

https://www.ntuc.org.sg/wps/portal/up2/home/  

5. 機構簡介： 

新加坡全國職工總會 (Singapore National Trades Union 

Congress，以下簡稱 NTUC)於 1961 年成立，NTUC 是一個全

國總工會，串聯新加坡各產業專業協會以及各部門夥伴。

NTUC 的目標為幫助新加坡維持競爭力，以及促進勞工就業

滿足生活所需；提升會員及勞動者的社會地位與福祉；並推

動強健、負責任且關懷之勞工運動。NTUC 的願景希望成為

所有勞工階層、年齡及國籍之包容性勞工運動。 

NTUC 是新加坡勞工運動的核心，目前有 58 家附屬工會、

2 個附屬協會、10 個社會企業、6 個相關機構以及不斷增加的

協會及企業夥伴。附屬工會例如航空運輸執行人員工會

(AESU)、景點、度假村及娛樂聯盟(AREU)、公職人員合併聯

盟(AUPE)、化學工業職工會(CIEU)、醫療保健服務員工會

(HSEU)、金屬工業工會(MIWU)等。社會企業如 NTUC 俱樂

部、NTUC 平價合作社、NTUC 食品展、NTUC 保險(INCOME)

等。相關機構如國內僱員中心(CDE)、新加坡消費者協會、就

業和就業能力研究所、移民工人中心(MWC)、王鼎昌(Ong 

Teng Cheong)勞工領袖學院及新加坡勞工基金會(S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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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UC 的任務係為不同階層、年齡與國籍之勞工營造一

個向上提升的就業環境，透過更好的工作與生活環境，提高

勞工的收入並改善勞工生活品質。除了保障勞工權益及促進

勞工利益之外，NTUC 亦扮演支持勞工家庭的角色，包括協

助各階段生活所需及減輕生活費用。 

NTUC 於 2009 年成立 U 關懷基金，初期推動金額約 2 千

3 百萬新幣，用以執行勞工關懷計畫以協助低收入成員及其

家庭的生活、支持追求卓越的貧困兒童及青少年、援助老年

人，以及培育志願精神讓使生活更有意義。 

(二) 參訪過程 

本次之訪問旨在與 NTUC 建立關係，就國際移工保護與中高

齡者之就業議題進行意見交流。首先由 NTUC 國際事務署之

Florence Tee Li Fong 小姐，針對 NTUC 進行介紹，其特別提到

NTUC 未來不只針對藍領階段提供服務，將來也將納入白領階級，

而與其他國家相仿，新加坡建立勞資政三方合作關係，惟較特別

的是 NTUC 在國會、內閣等國家機構都有代表。另 NTUC 預計

於 2019 年辦理全國大會，未來其將秉持三大目標推動相關工作：

(1)關懷勞工與公平對待勞工，(2)因應未來經濟發展趨勢、創造良

好的工作環境及(3)強化勞資政三方合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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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NTUC 介紹完畢後，出訪團隊亦以短片之形式介紹臺中市

及國際移工服務中心。為了更進一步優化服務中心之服務，本市

2017 年 11 月辦理國際論壇分享執行成果，與邀請各界給予相關

建議，爰藉由本次訪問邀請 NTUC 副理事長 Ang Hin Kee 出席本

市 11 月辦理之國際論壇，以為更進一步之意見與經驗交流。 

雙方並就國際移工保護與中高齡者之就業議題進行意見交流，相

關交流內容，摘要如下： 

(1) 問：作為新加坡全國唯一的總工會，約有 25%加入工會，有

75%未加入，未加入工會者，其權利之保護是如何為之的? 

答：在新加坡，有 70%的勞工受僱於中小企業，他們要組織

成工會是有困難，所以目前政府透過工會來辦理活動與各類

活動，來協助他們。如果不是工會會員，也是可以透過立法機

構之代表或是政府部門來發聲或解決問題。 

另不同行業(如：幼托兒所之教師等白領或專業人士)對於

參與工會的概念是較陌生的，因此 NTUC 於推廣上，除了藍

領階級外，亦嘗試透過其他管道，組織白領工作者，照顧其權

益，雖然其仍可能不會加入工會。 

最後自由工作者在新加坡也越來越多，值得一提的是，

這些自由工作者並不是找不到就業機會，而是不願意受到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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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的勞資政關係所束縛，所以，在工作型態有所調整或變化，

因此，如前所提及的，NTUC 也將嘗試擴大服務網絡至自由

業人士與自僱人士。 

(2) 問：臺中是全臺灣擁有第二多國際移工的城市，因此，是否

方便讓我們有機會更進一步了解新加坡的政策或措施?  

答：新加坡目前有 130 萬國際移工。當向全世界開放時，有

機會吸引國家所需要之人口，包括：高科技人才、營造業人

員、醫療人員等，但也會吸引到不符合需求的人才。新加坡對

於不是政策上鼓勵吸引之國際移工會透過一些手段進行抑制，

例如：透過租稅措施進行控制，如果是高科技外國人之聘用，

則對於企業主所課予的稅較輕(人頭稅)，另是實施比例限制，

即外籍勞工與本國勞工有一定的比例。 

另一方面，政府補助企業改造工作流程，以降低對國際

移工需求，例如：機械化或智慧化。當然，對於機械化或智慧

化，新加坡也有遇到一些反對的聲音，但是，在面臨國際趨勢

演進之下，這還是必須要如此做。 

又，國際移工至新加坡工作可能會發生水土不服的情況，

因此，如果能有代表為其發聲是較好。然而，新加坡是由多元

種族所組成，故在新加坡本地找到同國籍之代表相較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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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目前新加坡政府意識到一個很困難解決的問題，

例如：相同種族的人很容易聚集，當相同種族在同一個企業

或產業內聚集起來，會造成本國居民不舒服感之困擾。 

(3) 問：國際移工在新加坡是否有勞基法規之適用?其受到的對遇

是否都相同? 

答：國際移工在新加坡工作有勞基法之適用，所受到的對待

與本國公民大部分都相同(新加坡沒有基本工資規定)，較大的

不同的是，職業教育或訓練之補貼只針對本國勞工，不針對

國際移工。另非法勞工或滯留勞工會被遺送回國(有時會被鞭

刑)。如果把房子出租給非法勞工或滯留勞工，屋主會被罰款，

之前曾有課予刑事責任(坐牢)。 

(4) 問：新加坡對於中高齡勞工之協助有那些? 

答：在新加坡，中高齡勞工面臨三大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經濟

轉型，故培育中高齡勞工，使其有機會轉職是重點，但這樣的

培訓需要很久的時間，有可能長達一年。所以，新加坡政府做

了一項決策，針對在職員工，補貼中高齡勞工之培育費用與

未工作時之企業損失。針對未工作者，政府支付 80%-100%的

培育費用，以協助其能夠轉職至其他企業。第二個問題是新

加坡延長退休年齡，從 62 歲延長至 65 至 67 歲。於達退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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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後，如願意工作，則可以延長至 65 歲至 67 歲方退休，原

因是因為新加坡人於退休之後的生活要求仍很高，尤其醫療

成本很高，故有必要延長退休年齡。 

第三個問題是每月住在政府所建置之組屋的租金約 50

新幣，所以，有些人會去從事較低薪的工作(如：洗碗)，作為

生活補貼。不可否認地，對於低收入的過度照顧，導致其不一

定有意願學習，故未能夠轉入薪資較高的行業或工作。 

除上列之議題之外，洪副理事長提及人力的招募是工會目前遇到

較大的問題，例如：人員因薪資議題至政府部門或私人企業工作，其

與出訪人員就此一議題進行交流。針對此一議題，我國與新加坡較大

不同的是，人員並不容易向政府部門流動，因為在我國的政府部門工

作必須要具有公務員身份。然而，臺灣工會在人才招募也有面臨相仿

的問題。因此，臺中市政府希望工會可以擔負較多的責任或服務，例

如：將移工服務中心交由其經營，或是經營一些事業或業務，而能夠

增加收入。當然，至工會工作的人，通常我們會希望其具有熱忱，才

能夠在工會服務較久。關於此部分，洪副理事長亦提及新加坡政府確

實也有將一些輔導或課程交由工會辦理，雖然，政府的會計較僵固。

然而，臺灣的工會如果能夠有這樣的機會，或許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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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參訪照片 

  

  

圖 19 出訪人員參訪 NTUC 實況 

  

 圖 20 出訪人員與 NTUC 副理事長等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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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參訪心得 

1. 透過 2017 年第 21 屆世界職業安全衛生大會多數國家或與會

人士之經驗分享相仿，勞資政三方架構與共識之形成有助於

職業安全與健康議題之促進以及勞工權益之保障。於新加坡

亦同，而且 NTUC 於其說明中，未來將持續強化勞資政三方

之合作關係，此未來或許可以為本市施政所參考。 

2. 經濟轉型對於勞工工作型態之影響與中高齡者就業之衝擊，

應受到重視。除了給予培訓，協助其轉職之外，尚有其他面

向須考量，包括雇主聘用中高齡者之誘因以及對青年人工作

機會之擠壓。 

3. 國際移工權益之保護，如有代表能為其發聲或許較好。此部

分，未來是否要鼓勵新移民加入工會作為國際移工之代表，

為其權益發聲，或許可以考量。 

4. 國際移工因其種族、文化或背景等因素，容易聚集，並為訊

息之交換。此等情況或有助於國際移工身心之平衡，但可能

因其群聚而引發本國在地居民之不舒服感。是故，或許宜有

相關機制促進國際移工與當地居民之交流或是使當地居民對

於國際移工有較多的認識，以降低本國居民之不舒服感。 

5. 根據 NTUC 之經驗與新加坡政府作法，如工會能夠擔負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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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責任或服務，例如：辦理職業訓練或輔導業務，或是經營

一些事業或業務，而能夠增加收入，對於人才的招募或留任

是較好的。 

三、 ITUC-Asia Pacific  

(一) 受訪機構簡介 

1. 接待人： 

 Shoya Yoshida, General Secretary, ITUC-Asia Pacific  
 Kathleen Koa, Division Director, External Relations and 

Coordination, ITUC-Asia Pacific  

2. 機構地址： 

One Marina Boulevard, 9th Floor, NTUC Center, Singapore 
018989 

3. 機構電話： 

+65 6327 3590  

4. 機構網址： 

http://www.ituc-ap.org/wps/portal/ituc-ap/home 

5. 機構簡介： 

ITUC-AP 於 2007 年 在 印 度 成 立 ， 為 國 際 工 會 聯 合 會

(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ITUC)之分支機構，擁有

18.6 百萬名會員，並有來自 30 個亞洲及太平洋地區國家的 50 家

全國工會加入該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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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C 係世界最大的工會聯合組織，並有悠久的歷史溯源。一

般而言，國際工會聯合會概念及其前身可被推至西元 1901 年在

哥本哈根的第一次自由公會會議上被提出；西元 2007 年，由國際

自由工會聯盟(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ICFTU)

與世界勞工聯盟(World Confederation of Labor，WCL)兩大國際性

公會所合併而成(ICFTU 與 WCL 於 2016 年 10 月解散)；ITUC 由

來自 161 個國家，總計有 325 個會員組織所共同組成，約有 1 億

7 千萬名會員。 

為了確保亞太地區勞工之人權與為其發聲，ITUC-AP 與

Global Union Federations (GUFs)共同合作，推動經濟正義、民主

與和平；另，ITUC-AP 遵循工會民主與獨立原則，並於其區域憲

章(Regional Constitution)敍明此原則；末，ITUC-AP 透過四年一

次的區域會議進行商討(3RD  ITUC - ASIA PACIFIC REGIONAL 

CONFERENCE 於 2015 年在印度舉辦1)，與區域理事會(Regional 

General Council)和區域執行局(Regional Executive Bureau)負責管

理。 

                                                        
1 http://www.ituc-ap.org/wps/wcm/connect/0ae216d9-eae5-461e-b7be-217ad5c1d75b/3RC+-
+Decisions.pdf?MOD=AJPE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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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訪過程 

本次參訪的重點主要有二個議題，一是針對國際移工之保護

進行意見交流，一是針對中高齡者之就業議題進行討論。同時，

因應臺中市政府擬於 2017 年 11 月辦理與勞工保護政策有關之國

際論壇以及於 2018 年辦理世界花卉博覽會，於本次拜訪中亦向秘

書長提出邀請，期望能夠請秘書長參與 2017 年之國際論壇並分享

ITUC-AP 對於國際移工之照顧，以及於 2018 年時，能夠至臺中市

辦理 ITUC-AP 大會。 

除國際移工之保護與中高齡者之就業議題外，本次之訪問亦談及

職業安全與健康促進措施，相關交流內容摘要如下： 

1. 國際移工之保護 

就有關於國際移工之保護部分，ITUC-AP 秘書長表示在前一

次會議時，會議參與者對於國際移工之保護有以下點共識，包括：

(1)對於國際移工應給予平等的對待與服務，(2)落實三方機制，以

保護勞工權益，(3)勞工輸出國與輸入國宜就國際勞工之保護進行

合作與交流。其間，ITUC-AP 促進勞工輸出國與輸入國之間合作

與交流，同時，會促進當地之工會、國際組織或政府部門共同合

作，保護國際移工權益，或促成國際移工服務中心的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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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高齡者之就業 

就有關於中高齡者之就業的部分，ITUC-AP 秘書長表示

在部分老人化國家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其致力於創造一

個適合中高齡就業的環境以鼓勵中高齡者就業。另，針對中

高齡者就業而發生的薪資落差，有政府會給予補貼。然而，

在亞太地區，除了韓國、香港、日本與臺灣以外的國家，很

少經歷到老人化與少子化之議題，因此，ITUC-AP 秘書長表

示，或許未來此些面臨老人化議題之國家可以針對中高齡者

就業此議題，進行意見交流與合作，以尋求解決方案。針對

此部分，出訪人員表示如有機會在 2018 年邀請 ITUC-AP 至

臺中市辦理大會，屆時可安排將中高齡者之就業議題納入國

際交流的範疇。 

3. 職業安全與健康之促進 

除前揭之議題外，本次之訪問亦談及職業安全與健康促

進措施，ITUC-AP 本身並未辦理相關的訓練或教育課程，但

如果會員於辦理課程或訓練時，有需要 ITUC-AP 之協助，

ITUC-AP 會應會員之請求而給予協助。另，秘書長提及在部

分地區 ITUC-AP 有協助職業安全與健康之促進，例如：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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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孟加拉發生大型建物倒塌乙案，ITUC-AP 以國際影響

力，協助組織基金，以協助受難者，同時，與孟加拉政府、

企業與工會等共同發展建物之標準。 

(三) 參訪照片 

  

  

圖 21 出國人員參訪 ITUC-AP 實況 

   

圖 22 出國人員與 ITUC-AP 秘書長等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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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參訪心得 

1. 根據本次之參訪，有關於國際移工之保護，給予其和本國勞

工相同之待遇或許是國際趨勢。同時，勞工輸出國與輸入國

之合作與交流亦同，而此部分於本市亦已著手為之，例如：

2017 年 11 月擬規劃辦理之國際論壇，即擬邀請亞太地區國

家之工會組織或國際組織進行意見交流與經驗分享。 

2. 根據本次之參訪，可以發現中高齡者就業議題在北亞地區受

到關注，依 ITUC-AP 秘書長之建議，未來可以針對此議題

進行國際交流與合作，以尋求解決方案。為此，如有機會在

2018 年邀請 ITUC-AP 至臺中市辦理大會，屆時可安排將中

高齡者之就業議題納入國際交流的範疇。 

四、 NTUC Learning Hub Industry Skills Centre @ Benoi 

(一) 受訪機構簡介 

1. 接待人： 

 Bryan Quek, Senior Director, NTUC Learning Hub 
 John Choong, Senior Operations Manager, NTUC Learning 

Hub  

2. 機構地址： 

60 Benoi Road, #01-08, Singapore 629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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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機構電話： 

+65 6867 8743  

4. 機構網址： 

https://www.ntuclearninghub.com/about/overview/  

5. 機構簡介： 

NTUC Learning Hub (LHUB™)成立於 2004 年 1 月，是一家

社會企業( Social Enterprise)，其前身為 NTUC 電腦訓練中心，該

中心隸屬於 NTUC 管理與研究事業單位下之技能發展部。 

NTUC Learning Hub 的願景是建立民眾終身的就業能力，其

目標是透過建構民眾就業能力與創造更好的工作生活，以成為終

身教育與訓練之領導者。 

NTUC Learning Hub 有數個不同類型的訓練或教育中心，包

括：提供就業媒合之 e2i (Devan Nair Institute of Employment and 

Employability)、提供技能訓練之 LHUB Industry Skills Centre @ 

Benoi 等。 

(二) 參訪過程 

本次參訪之 NTUC Learning Hub Industry Skills Centre @ Benoi 是

全新加坡最大的訓練中心，佔地 5 萬平方公尺（地是租的，向政府租

地，但是長期契約，上面的建物由 NTUC 自行建置，設備亦自行購

置），目前有 15 間教室，以及有訓練中心，可謂是一個職業訓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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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UC Learning Hub Industry Skills Centre @ Benoi 以社會企業型

態經營，對受訓者收費，以堆高機為例，3-5 天的課程，250-300 元新

幣，公民政府補助 80%。上完課，可在此考試，取得操作資格（含職

安在內）。值得一提的是，職業安全與技術訓練是併行。 

另，於 NTUC Learning Hub Industry Skills Centre @ Benoi 擔任教

練必須具一定資格。一般來說，十年的實務經驗，二年的教練課程，

五年的教學經驗，才可參與考試，取得資格。 

(三) 參訪照片  

  

  

圖 23 NTUC Learning Hub Industry Skills Centre @ Benoi 參訪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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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出訪人員與 Bryan Quek 等人合影 

(四) 參訪心得 

1. 職業訓練對於進入職場前之勞工具有一定意義，因其可以協

助勞工快速進入工作狀況。同時，在技術操作過程中，納入職

業安全注意事項，或可以強化印象與建立良好的工作習慣。 

2. 對於具有高危險性之工作施以教育訓練雖然重要，但是，施

予教育訓練之教練的培訓與資格的認定亦是相當重要的，尤

其是透過資深且具有實務經驗之教練的教導，除了技術本身

之外，對於職業安全應注意之事項應可以為一定程度之提醒

與教導，以降低勞工進入職場發生意外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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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mployment and Employability Institute (e2i) 

(一) 受訪機構簡介 

1. 接待人： 

 Gary Goh Choon Siah, Deputy CEO, Professional Services  
 Kristin Loh, Assistant Director, e2i west  
 Tan Cheong Ling, Head, Hospitality& Business Services 
 Tracy Tan Hwee Suan, Senior Employability Coach, Career 

Guidance 

2. 機構地址： 

80 Jurong East St 21, Level 2 Singapore 609607 

3. 機構電話： 

+65 6471 5839 

4. 機構網址： 

https://e2i.com.sg/  

5. 機構簡介： 

提供就業媒合之 e2i (Devan Nair Institute of Employment and 

Employability)是 NTUC Learning Hub 下的一個機構，以提供就

業機媒合為主。除此之外，e2i 也執行相關政府計畫，協助提升

就業者之權益。 

(二) 參訪過程 

本次參訪 Institute of Employment and Employability 之行程，包括

二個部分，一部分是一站式服務點的參訪，一部分是訪問此一機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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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者。 

於一站式服務點參訪時，根據 Kristin Loh 與 Tracy Tan Hwee Suan

之說明，e2i 為就業培訓中心，協助新加坡人（在職者與失業者）參

與就業。該中心提供現場的職業諮詢，會安排求職者職業導師，職業

導師會安排他們參加培訓課程，訓練結束後，安排參與職業媒合活動。

另，導師是兼職和全職，須受培訓。 

於訪問此一機構之營運者，根據 Tan Cheong Ling 之說明，e2i 以

成為一個創造就業良機與職能技術的領先機構，並期望能夠縮減求職

者與雇主的落差，其服務項目包括二個部分，一是就業服務，另一是

職能培訓服務，並透過以下三類計畫之執行，來促成相關願景的實現，

包括：(1)作為勞工者的家(Home for worker-centric)，相關計畫包括優

化職場計畫、增長與同惠計畫…等，(2)人力與生產力服務(manpower 

& productivity services)，相關計畫包括轉換職業跑道服務、專業發展

課程、就業展覽、分享人力資源之最作實務作法，(3)群體服務(house 

for cluster initiatives)，相關計畫包括技能培訓、就業媒合等。 

針對就業媒合服務而言，根據 Tan Cheong Ling 之說明，e2i 針對

求職者會評估其就業條件是否符合工作要求，如符合，則安排參加招

募會或是工作面試；如不符合，分為二種情況處理，如是輕度不符合

者，則安排其接受密集訓練，之後，才會安排安排參加招募會或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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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面試；如是就業條件嚴重欠佳者，則安排其參與培訓課程、職能提

升營、或執行人員工作坊等，之後，才會安排安排參加招募會或是工

作面試。 

另，於此次訪問中，較值得一提的是，e2i 所執行的增長與同惠

計畫，該計畫運用政府補助，改善勞工低薪之情況。根據 Tan Cheong 

Ling 以 McDonald 為例之說明，其補助為計畫實施範圍，補助（對象

是資方）每項目金額的 50%（最高），但每項目不可超過 300,000 新

幣，一旦成效出現，如：員工薪資增加，才會發補助，本計畫之重點

在於企業須能夠改善工作流程，提高員工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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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考訪照片 

  

圖 25 Employment and Employability Institute 參訪實況 

  

  

圖 26 出訪人員與 Gary Goh Choon Siah 等人合影 

(四)   參訪心得 

1. e2i 所執行的增長與同惠計畫，運用政府補助，改善勞工低薪

之情況，其作法或許可以為我們所參考，故企業能夠改善工

作流程，提高員工生產力，同時，能夠將利益回饋至勞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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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可以創造一個雙贏的局勢。 

2. e2i 之就業協助服務或可參考其結合了求職者就業條件評估、

培訓安排、以及就業媒合活動，如：就業條件嚴重欠佳者，安

排其參與培訓課程、職能提升營、或執行人員工作坊等，後續

方安排安排參加工作面試。同時，安排職業導師，協助求職

者。 

陸、 建議事項 

本次世界職業安全衛生大會主要以零職災願景為主

題，探討內容從預防致死、致殘職業災害，漸漸轉變為勞工

健康照護及建構職場安全文化等較新穎之議題，且邀集全球

產官學界人員分享於推動安全衛生相關經驗，除提及相關安

全設備防護與管理外，更強調未來對於提升企業雇主和勞工

之職業衛生基礎觀念及態度是一項重要工作。另藉由本市轄

內工會與本局同仁實際參訪 NTUC 及 ITUC-AP 等組織實際運

作及雙邊意見交流，故歸納出以下 4 點來強化本市勞工權益

及職業安全衛生之防護網，並期望企業逐步邁向職場安全、

衛生及健康，以達到職場零災害之目標： 

一、 就國際關注的勞動議題邀請 ITUC-AP 或新加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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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C 成員國相關工會組織或團體來台進行經驗交流與

共同合作，期望為臺中的勞工追求更多福祉： 

(一) 本市產業國際移工數 6 都排名第二，鑑於國際移

工人數與日俱增，於 2017 年率先整合資源成立國

際移工生活照顧服務中心。 

(二) 本次世界職業安全衛生大會，提及就業人口高齡

化及少子化之議題，且為解決少子化所衍生之勞

動力缺口及退休人員造成社會成本增加等問題，

新加坡政府業已有相關推動實務經驗。 

(三) 另本次參訪新加坡對於國際移工保護策略，其係

給予國際移工與本國勞工相同待遇，且國際趨勢

亦提倡勞工輸入、出國，彼此間合作與交流。 

(四) 為使本市對於國際移工保護相關政策或作法與國

際趨勢接軌，建議本市可辦理國際論壇或會議，

就國際移工保護、中高齡者就業等勞動力議題，

邀請相關工會組織或團體參與並進行經驗交流，

據以為本市後續相關政策或作法研擬之參考，並

期望共同研提合作計畫。 

二、 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列為勞動檢查、輔導重點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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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效提昇本市勞工安全衛生意識： 

(一) 本次世界職業安全衛生大會強調以人為本之概

念，藉由有效的教育訓練，逐步建立安全文化。

查本市歷年重大職業災害之未接受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平均比例達 78(%)，顯見本市雇主尚未全面

重視勞工安全衛生教育，為造成職災案件居高不

下為主要原因之一。 

(二) 又本市自 105 年開始推動臺中市高風險事業工作

者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實施計畫及臺中市職場

安全衛生促進暨減災計畫，105 年推動成效職災

保險給付千人率降至 4.137 及死亡人數降至 38

人，逐步邁向國際組織所推廣零職災願景之目

標。 

(三) 是以，建議未來規劃將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列

為本市勞動檢查重點，第一次檢查時，如未依規

定實施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者，將輔導其參加本市

工安卡計畫，使事業單位所僱勞工均接受完整之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於第二次檢查時，事業單位

仍未依規定期限改善者，則依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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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配合本府補助及獎勵企業投資相關辦法，向企業宣傳職

訓、薪資補助及勞工大學專班獎勵等措施： 

(一) 經了解新加坡政府補助企業相關經費，以改善工

作流程及提升勞工生產力，與本府經濟發展局所

訂「臺中市政府補助及獎勵企業營運總部投資實

施辦法」，如勞工職訓費用補助、勞工薪資補助

及勞工大學專班課程獎勵等立意相符。 

(二) 為協助本市企業有效改善整體工作流程，提升勞

工生產力，並促進本市產業轉型及升級，勞工局

將與本府經發局共同向企業宣傳有關勞工職訓費

用補助、勞工薪資補助及勞工大學專班課程獎勵

等措施。 

四、以「讓失業者返職場」、「留在職者續崗位」、「替退休者

造機會」為目標，協助中高齡者勞動力再運用： 

(一) 建置中高齡分級制資料庫： 

1. 白金職人資料庫：依中高齡者求職需求(如偏

好部分工時、特定產業)或已具備之相關證照

等資格，建置職人專區。 

2. 不老高手資料庫：招募具豐富經驗或技術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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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的退休者，提供事業單位有相關專業人力

需求時運用，並透過青銀交流達成傳承。  

(二) 透過專業團隊訪視事業單位以建構友善中高齡就

業環境： 

1. 辦理事業單位及中高齡勞工訪視，了解留用

及回聘中高齡勞工所面臨問題，結合中高齡

者在職訓練、職務再設計等方案，輔導企業

建立有效人力運用且強化競爭力。 

2. 運用個案管理模式，追蹤及輔導本市轄內擬 5

年內退休之中高齡在職勞工，並將服務情形

記錄於個案管理資料庫，輔導續留職場。 

3. 開發本市具指標性友善廠商，並協助申請辦

理各項選拔表揚活動，樹立本市模範友善中

高齡廠商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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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附件  

一、 世界職業安全衛生大會手冊 

二、 NTUC 業務簡報 

三、 e2i 資料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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