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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現況及修法歷程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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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秀燕市長主政的現況 

台中市人口數達281萬人，台灣六都
排名第二。 
 

財政部大型促參民間投資108年迄今
1,000億，台中市達89億，六都排名
第一。 
 

108年台商回台投資，台中佔50%，
六都排名第一。 
 

大型建設陸續動工「經貿會展中心」、
「綠美圖」，明年完成「捷運綠線」。 



勞動統計概況 

失業率統計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105年 3.90 3.90 4.00 3.80 3.90 4.00 

106年 3.80 3.80 3.90 3.70 3.80 3.80 

107年 3.70 3.70 3.80 3.70 3.80 3.70 

108年 
(統計至8月) 

3.80 3.60 3.80 3.70 3.70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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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都人口統計(統計至108上半年) 
臺北市:人口數為2,650千人，勞動力人口數為1,335千人。 
新北市:人口數為4,010千人，勞動力人口數為2,061千人。 
桃園市:人口數為2,240千人，勞動力人口數為1,066千人。 
臺中市:人口數為2,811千人，勞動力人口數為1,378千人。 
臺南市:人口數為1,881千人，勞動力人口數為1,026千人。 
高雄市:人口數為2,773千人，勞動力人口數為1,399千人。 

臺中市自
105年至

107年失業
率為六都最

低。 



基本工資歷年調漲一覽表 

公告日期 月薪 時薪 日薪 備註 

105年9月19日 21009 133 1064 
自106年1月1日起實施
(105年12月31日實施
一例一休) 

106年9月6日 22000 140 1120 自107年1月1日起實施 

107年9月5日 23100 150 1200 自108年1月1日起實施 

108年8月19日 23800 158 1264 自109年1月1日起實施 

依契約自由原
則，工資係由
勞雇雙方議定，
惟勞基法第21
條明定，工資
不得低於基本
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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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105年1月1日 
(工時縮減) 

修正勞基法第30條，法定正常工時由每2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84小時，
修正為每週不得超過40小時，自105年1月1日施行。 

02 
105年12月23日 
(一例一休) 

修正勞基法第36條，為落實週休2日，定明勞工每7日應有之2日之休息，
其中1日為例假，另1日為休息日，此即為「一例一休」。 

03 
107年3月1日 
(增加四彈性) 

因「一例一休」施行造成各界反彈缺乏彈性，107年1月10日修正勞基
法，增加加班彈性、排班彈性、輪班間隔彈性(輪班間隔原則11小時，
但經勞資協議，可彈性調整)及特休假運用彈性(未休完當年度特休假，
可經勞資協議遞延1年)，並自107年3月1日施行。 

施行日期 修正內容 

勞動基準法重要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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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排序 違法內容 
違法 
家次 

違反比例 
（％） 

108年 
1月-8月 

1 未依法加給延長工時工資（勞基法第24條） 164 21.47% 

2 延長勞工工時超過法令規定（勞基法第32條第2項） 82 10.73% 

3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勞基法第22條第2項） 82 10.73% 

4 未依法詳實記載勞工出勤紀錄情形（勞基法第30條第6項） 73 9.55% 

5 未依法給予例假（勞基法第36條） 67 8.77% 

108年事業單位違反法律之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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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事業單位依法按月足額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 

  勞工退休準備金未足額提撥統計(臺中市)               
                                                                                                                                                                                       單位：家、人、元    
                                                                                                                                                                 資料統整日期：108年9月16日 

年度 開戶數 
未足額提撥 

家數 佔開戶數比率 
符合退休條
件人數 

所需退休金合計 差額合計 

108年度 
107年12月 11,878 1,172 

9.87% 
(足額提撥率約為90.13%) 

4,605 4,662,595,257 1,473,710,597 

108年最新處理
情形 

11,878 363 
3.06% 

(足額提撥率約為96.94%) 
1,081 1,040,347,844 515,576,892 

本局運用多元輔導方式持續協助事業單位足額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足額提撥率從105年度80.25%，107年度
90.13%，迄今已達96.94%，顯有逐年提升改善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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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勞工權益之措施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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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業單位受景氣影響致停工或減產之「無薪休假」。 
 應優先考量採取減少公司負責人、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及高階經理人之

福利、分紅等措施。 
 與勞工協商減少工時及工資之必要。 
 得經勞資雙方協商同意，簽訂減少工時契約書約定實施期間及方式、工資

給付。 
 將協議書通報事業單位所在地勞工行政主管機關。 

輔導進行勞
資協商 

協助辦理通
報作業 

確保本外勞 
同等就業權益 

提供職業訓練
與就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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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統計 
無薪假最新統計全國26家、2012人 雙創今年新高 

由於「金屬機械產業」受訂單緊縮影響，有3家廠
商，經勞雇協商，同意暫時縮減工作時間及減少
工資，各家實施人數均超過300人，合計超過1千
人。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108年8月16日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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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解僱預警通報機制 

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第2條適用要件 
六十日前： 
 
     將解僱計畫書通知主管機關及相關單位或人員，並公告揭示。 
 
     同一事業單位之同一廠場僱用勞工人數未滿三十人者，於六十日內解僱勞 
     工逾十人。 
 
     同一事業單位於六十日內解僱勞工逾二百人或單日逾一百人。 
   （前項各款僱用及解僱勞工人數之計算，不包含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所定 
       之定期契約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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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解僱預警通報機制 

大量解僱

勞工保護 

大量解僱通報 

1.輔導資方依規通報大量解僱計畫書 

2.追蹤勞資雙方進行協商之結果 

3.違反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之裁處符合法

規要件者，向勞動部提報事業單位代表

人禁止出入境事宜 

預警通報訪視 

1.每月函轉勞保局及健保署之欠費事業單

位名冊，如為首次預警者，於文到7日內

親訪為原則，以電話訪問為例外。 

2.積欠保費期間無勞資爭議情事或積欠工

資之事業單位，亦以電話查訪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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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預警協處機制： 
本局與相關科室及就服處組成團隊進行現場查訪輔導，提供下列服務 
(1)免費提供勞動法令及義務律師諮詢服務。 
(2)邀集勞資雙方進行勞資爭議調處，預防爭議擴大。   
(3)就業服務：轉介提供就業服務、職訓、失業補助資源。 
(4)轉介提供企業財務融通輔導及企業轉型輔導等資源。 



大量解僱預警通報機制 

 

 

  

年度 
預警通報單位 
查訪家次 

大量解僱計畫 
通報家數 

大量解僱人數 

106年 557 59 1,778 

107年 459 36 838 

108年(至9月17日止) 404 23 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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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因中連汽車貨運股份有限公司提報大量解僱計畫書資遣1,036人，致通報家數雖然較
去年同 期少 (去年同期1至9月17日為25家)，但人數卻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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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修訂工作規則 

(1)依照勞動基準法第70條，雇主僱用勞工人數在30人以上者，應依其事業性
質，訂立工作規則，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並公開揭示之。 

(2)勞工局107年主動發函輔導本市3,206家事業單位報核工作規則，提供電話
諮詢服務，輔導後，核備家次成長約1.23倍。協助事業單位建立符合法令的內
部制度，避免違反法令受處罰，使勞資關係更為和諧。 

召開勞資
會議修訂 

事業單位 勞工局 

檢附應備
文件送審 

審核條
文內容
適法性 

函請事業單
位公告並印
發各勞工 



督促事業單位遵循法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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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檢查 

• 針對申訴及專案實

施勞動檢查。 

輔導 

• 針對高風險行業按

季辦理辦理說明會。 

• 製作各行業案例彙

編。 

• 實施「法遵訪視」

526場次。 

宣導 

• 按季辦理勞動基準法

宣導會： 

• 108年度迄至8月共辦理42

場次，共計4,382人次參加。 

建置勞動權益通
APP 



為使社會大眾加深對勞動人權之認知，
並激發對勞動議題之省思及促進勞動
教育之推廣，以提升勞動人權相關議
題之社會能見度，故舉辦本徵選比賽，
以使更多人得以瞭解、體悟、尊重勞
動者之生活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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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深化民眾的勞動法令概念，本
局以寓教於樂方式打造「遊戲學
習法」，透過有趣的益智活動競
賽，增進社會大眾對勞動法令之
認識，進而促使事業單位重視並
維護勞動權益，以促進職場和諧。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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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評選指標 
108年評選指標為「和諧的勞資關係」、「健康的職場環境」、「友善的勞動制
度」、「共融的無礙職場」及「永續的職涯發展」五項指標，以鼓勵本市事業
單位與勞工夥伴共同打造和諧、健康、友善、共融及永續的幸福職場。 

二、評比等級及預估獲獎事業單位 
108年評比等級分為五星獎、四星獎及三星獎，另增設「推動幸福五星獎」來肯
定企業集團旗下品牌積極參與。 

獎勵家數: 

(一)製造業群組：五星獎1家、四星家3家、三星獎4家。 
(二)服務業群組：五星獎1家、四星家3家、三星獎4家。 

(三)推動幸福五星獎企業集團：3家。 

三、表揚方式 
為了讓事業單位能夠互相仿效並激盪幸福職場創意措施，藉由印製事業單位獲獎
事蹟專刊、展覽宣傳及影片製作等多元的宣傳方式，宣揚幸福職場的共好精神，
並影響社會大眾。 

 



勞動基準法實務說明會 

目的 

• 透過法令說明會

等方式，以督促

事業單位落實勞

動法令規定，保

障勞工權益。 

 

參加對象 

•以往遭陳情、申訴、檢舉或

尚未依法改善之常態性違規

事業單位為對象。 

•以違反勞動條件法令比例較

高的行業。 

•僱用母性、青少年較多的行

業。 

辦理方式 

• 以小型研討方式，

說明常見違法態

樣、案例。 

108年度預計辦理56場次，截至8月底已辦理34場次，共計1,048
家次參與。 

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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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籍本市或於本市工作之職災勞工。 

•  補助項目：失能慰助金、住院慰助金、職災期間生活補助、 

職業災害勞工慰助 

生活及子女就學補助 

•設籍本市且在本市工作之本國籍勞工 

•補助項目：訴訟費用(律師費、裁判費與司法鑑定費、保全、 
勞工權益涉訟補助 

•年滿15歲，設籍本市且在本市工作之本國籍勞工 

•補助項目：生活補助 

非自願性失業勞工 

生活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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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就學補助、住院期間看護費用、子女獎學金 

督促、強制執行程序費)、撰狀費、存證信函費、 
訴訟期間生活補助 

本府自101年4月成立之勞工權益基金，藉由各項補助措施，扶助弱勢勞工家庭、
生活、經濟維持基本需求，協助勞工儘速重返職場，獲得工作權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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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權益基金 補助項目 108年(截至8月) 

基金總預算 2800萬 

申請件數 

職業災害勞工慰助生活及子女就學補助 618 

勞工權益涉訟補助 33 

非自願性失業勞工生活補助 9 

通過件數 

職業災害勞工慰助生活及子女就學補助 611 

勞工權益涉訟補助 16 

非自願性失業勞工生活補助 8 

補助金額 

職業災害勞工慰助生活及子女就學補助 999萬9,300元 

勞工權益涉訟補助 50萬299元 

非自願性失業勞工生活補助 18萬4,800元 

結餘金額 1,324萬9,858元 

執行率(含行政管理費、所屬機關計畫) 47.32% 

專業委員團隊給予勞工適性處遇建議 



• 事業單位已終止生產、營業、倒閉或解散，未辦理歇業登記，且有積欠勞工工資、資遣費或退休金等情
事，經依勞資爭議處理法規定調解後，地方主管機關  1、透過函請相關單位提供資料  2、會同勞工保險
局實地會勘認定結果及  3.函請雇主陳述意見等歇業事實認定相關程序，確認事業單位無營業事實後核發
歇業事實證明文件，以便勞工向勞工保險局申請工資墊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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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業認定家數: 

數量(家數) 108年(截至8月底) 

申請案件數 45(4件審理中) 

撤回案件數 2 

已認定案件數 29 

已登記歇業案件數 2 

不予認定歇業案件數 2 

函轉其他縣市政府案件數 6 



建立勞資之溝通平台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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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資會議之規範 

勞資會議之目的 
 依據勞動基準法第83條規定，事業單位皆應舉辦勞資會議。勞工工作

採輪班制之休息時間、例假調整等規定，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
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始得實施。 
 

勞資會議舉辦與備查 
 經統計本市勞保投保之事業單位家數約88,772家，截至108年9月17

日已舉辦勞資會議並報本局備查之家數累計為18,536家，成立比率約
2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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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事業單位舉辦勞資會議 

01 線上申辦e化服務：108年已受理392家。 

02 
運用網路資訊化，將相關表單放置於網站上及發送
電子報。 

03 
培訓勞資會議種子教師，主動入場輔導團，108年
已入場輔導7家事業單位。 

04 
108年辦理2場次宣導會，計162家事業單位代表參
加，並廣發2,168份催設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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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中介團體協處勞資爭議 

• 本局依據勞資爭議處理法相關規定辦理勞資爭議，其中有關
委託民間團體調解勞資爭議案件，係依同法第11條第3項規定
辦理。 

• 目前委託3家協處勞資爭議之中介團體： 

 

1.    社團法人台中市勞資關係協會(80年設立，現任理事長:陳天汶) 

       2.    社團法人臺中市(縣)勞資關係協會(80年設立，現任理事長:李世傑) 

3.    社團法人台中市勞雇關係協會(100年設立，現任理事長:林漢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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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資爭議調解案件現況 

107年 108年截至9月17日 

本局自辦 1374 1000

委託中介團體協處 2358 1634

總件數 3732 263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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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0

4000

調解件數 

   調解成功率 54.74% 5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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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勞資爭議在地調解 

104.4.20 
大甲、東
勢、沙鹿 
太平、和
平等5個區
公所 

104.11.9 
烏日區公所 

105.3.12 
北屯、大里等
2個區公所 

105.8.12 
南屯區公所 

105.12.1 
龍井區公所 

108.5.1 
潭子區公所 

最新
增加 

計有11個區公所實施在地調解，並受理
3,945件在地調解案，民眾反應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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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多元化律師諮詢服務 

律師現場諮詢 

• 臺灣大道市政大樓1

樓，每週一至週

五，下午2時至5

時。 

• 108年度截至9月17

日止服務1,094人

次。 

律師電話諮詢 

• 服務時間：每週一

至週五，上午9時至

12時。 

• 服務專線：04-

22177268。 

• 108年度截至9月17

日止服務1,037人

次。 

 

勞資爭議調解諮詢櫃台 

• 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文心樓1樓新市政服

務中心，每週一下

午2時至5時、週三

至週五上午9時至

12時。 

• 由專業調解人詳細

說明調解流程及實

務見解。 

• 108年截至9月17日

止服務279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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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思維及未來展望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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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工經濟(gigeconomy)時代下工作者跳脫傳統僱

傭關係，自行承擔工作風險,如工作者透過

foodpanda或UberEATs，自行接單進行外送服

務。 

從企業用人彈性化到勞動者追求工作自由化 

勞動檢查之介入易使雙方關係更惡化，透過勞資

爭議(labor-management disputes)調解

(mediation)以解決爭端。 

從傳統勞動檢查到透過調解化解勞資歧見 

勞工集體行使罷工爭議頻傳，爰透過輔導工會簽

訂團體協約(Collective agreement)，凝聚勞資雙

方團體共識。 

集體勞動爭議興起，簽訂團體協約凝聚共識 

部份產業因長期缺工(labor shortage)，導致勞工容易

產生過勞，透過協助產業升級及培育產業人才以有效

解決缺工問題。 

因應產業結構變遷，透過職訓及媒合人才 

勞動關係變化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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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關係新思惟 

一、國家勞工福利促進法之立法 

二、勞動基準法人權新觀點 

三、工會之罷工權及預告期檢討 

四、工時銀行及備勤工時之新論點 

五、零工經濟及派遣工作之需求 

六、客製化就業媒合及職業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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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您的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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