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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白皮書依據本府以「人本、永續、活力」施政發展願景，建設

臺中成為中臺灣的火車頭，緊密結合周邊的彰化、南投，發展創新產

業與創造就業機會為理想，追求「資源整合、區域平衡、創造就業機

會、提升勞動素質、友善職場環境、保障勞工勞動權益、工會團體合

作夥伴關係」為願景，結合創業經濟理念並建構穩定的勞動關係及保

障勞工工作權與權益，打造創業希望、友善就業的國際城市。 

全球化引發世界各城市競爭，城市間競爭以中心城市為核心與其

周邊衛星城鎮共同構成城市區域夥伴。臺中市位居中臺區塊的核心，

具有臺中港及清泉崗空港 2個國際海空港，位經貿及交通樞紐的優勢，

加上高鐵、捷運等大眾運輸系統，佔交通地利之便，原就易吸引外來

人口消費，重大文化建設的興建及山手線完成發展複合式的大眾運輸

系統，更使臺中市成為生活首都中心，對服務業的發展推動力甚大。 

此外，臺中市在原有已具特色之機械工業基礎，加上中部科學園

區成立、精密機械創新園區完工廠商進駐，逐漸發展建立中部地區光

電產業聚落，本府光谷計畫推動，將讓中區產業發展又再往上拓展。

臺中市應強化以城市區域為範圍，建立相互合作的夥伴關係，結合區

域內的各項人力及智慧產業資源，與南投、彰化之產業連結，發揮產

業鏈的群聚效應，使臺中成為中臺灣區塊整體發展領航者的角色，並

帶動中臺區塊的活絡與繁榮，提升整體就業環境。 

綜上，臺中市軟硬體建設完備，利於吸引國際企業設廠投資，帶

動產業發展及升級，並吸引專業國際人才，以奠定臺中發展成「國際

臺中」基礎，往「亞太新都心」的願景前進。 

貳、當前環境及問題分析 

一、青年高失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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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本市近 10年各年齡組別失業率，隨著年齡增長，失業率

愈低，以近 10年平均數來看，以 15~24歲年齡組別 12.61％最高，

是整體失業率的 2.85倍，青年是國家經濟發展驅動力，雖然缺乏

經驗，但具有創新力。又本市 101年針對青年就業進行相關研究，

產業發展與學用落差造成青年失業率偏高，因此促進青年就業相

關協助與獎勵措施，將可活絡青年就業市場、創業之路，促成青

年與職場銜接。 

二、城鄉資源落差 

本市 29個行政區，幅員 2,214平方公里，資源集中在政府機

關所在地及人口密集區域，造成服務資源分布不平衡，偏鄉地區

缺乏勞工服務據點，因此如何縮短城鄉落差，主動就近提供勞工

服務係勞工局努力目標。 

三、經濟全球化、產業變動快速，勞動素質待提升 

經濟全球化使得勞動市場變成全球性競爭與分工，企業亦跟

著跨國移動，低技術且勞力密集行業往低工資區域移動，為因應

全球化造成高失業率，企業紛紛投入創新研發與技術變革，知識、

智慧、創新與專利成為企業競爭力指標，專業研發人才、高素質

技術人力與全球觀勞動力將成為企業重要資本，為因應全球化競

爭，本局與企業、學界結合，協助勞工提升就業力。 

四、勞動市場彈性化，失業風險大增 

全球化影響，世界工廠形成，企業為因應產能高風險，追求

最大利潤與彈性下紛紛改變勞動型態，加以國人個別生活型態多

元化，在彈性化下契約性、兼職性及派遣性勞動等非典型就業型

態的勞動關係取代傳統的僱用關係，造成勞資關係緊張，勞工失

業風險提高，同時所得也降低，讓勞工在失業與減少所得之間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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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因此如何保障勞工勞動條件與權益維護，勞政部門責無旁

貸。 

五、重大職災高發生率，職場安全文化仍需加強 

102 年本市轄內共發生 37 件重大職業災害案，造成

37 人死亡，其中營造業 21 件最多，其次為製造業 8 件。

去年共發生 46 件重大職業災害案，造成 46 人死亡，其中

營造業 30 件最多，其次為製造業 4 件。復查勞動部 98年度

至 102 年度勞動統計資料顯示，本市職業災害保險給付千人率分

別為 6.983、7.056、6.621、6.175 及 5.675，相較於全國平均值

4.292、4.333、4.176、 4.020及 3.721，雖逐年降低趨勢，惟仍

有一段差距，顯示本市職場安全文化與防災資源不足，因此企業

職業安全自主管理文化落實，並擴充勞動檢查人力，往歐盟的標

準努力，及加強勞動檢查，以保障勞工勞動環境的安全。 

六、外籍勞工人數不斷攀升，勞資問題日益多元 

目前外籍勞工在臺總人數已突破 55 萬人，本市去年共有

76,205人，其中以製造業為最多計有 52,463人，其次為家庭看護

工及幫傭計有 23,742人。 

鑑於本市外籍勞工人數高居全國第 3名，經統計 100年至 103

年間本市之外籍勞工人數成長了 31%，由於外籍勞工比例逐年增長，

工作權益保障也已受到重視，為了防範違法事件之發生並維護外

籍勞工在臺相關權益，故有效縮短新入境外國人之訪視期程，實

為目前仍需努力邁進之目標。 

參、未來願景、發展策略及具體措施 

一、 未來願景： 

(一) 打造宜居宜業的勞動環境正循環，提升青年就(創)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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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縮短學用落差與平衡城鄉勞工學習，提升勞工競爭力與工

作所得 

(三) 落實勞動法令與即時提供訊息，建立穩定勞動關係與友善

職場環境 

(四) 主動就近提供服務與加強勞動檢查，保障勞動權益及職業

安全 

(五) 中央與地方勞動機關充分合作，發展在地化的特色 

(六) 善用勞資政社會對話及工會多元化參與，研提解決社會問

題方案 

(七) 結合民間平台與國際接軌，解決全球化的問題 

二、發展策略及具體措施： 

發展策略一：提供全方位就(創)業協助，增進勞動參與 

具體措施 1：規劃幫助青年就、創業措施，為即將進入就業

市場大專青年提供公共服務機會，培養就業現

實感，有助於未來與勞動市場銜接；打造青年

創業聚落，提供創業知能諮詢協助，減輕創業

負擔提供貸款利息補貼；為減除青年就業障礙，

提供穩定就業獎勵及生活補助、租屋補助等，

打造青年就、創業的希望城市。 

具體措施 2：提供國中技藝班、高中職及大專校院學生職涯

探索，職場見習與企業合作，強化就業前、求

職中及就業後之體驗學習，以個別化課程規劃

協助青年理論與實務結合，縮短學用落差，以

提升青年就業率。 

具體措施 3：結合 NPO組織協力，引進政府、民間資源共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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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提供勞工完整就業協助措施，從探索職

業性向、輔導、職場發展、體驗、實習、就業

媒合、職場適應到就業穩定，同時列入本市相

關住宅、老幼照護等生活機能資源協助，以全

人觀點提供市民全方位就業或創業協助。 

具體措施4：提供關鍵產業、新投資企業整合性之人力招募、

訓用與職能提升一條龍服務，以吸引企業投資，

增加在地工作機會與開發勞動力。 

發展策略二：紮根學習提升勞工競爭力與勞動價值 

具體措施 1：勞動教育向下紮根，整合各項資源於國、高中

職並導入系統性勞動教育，建立勞動尊嚴、職

場倫理及勞動權益觀念，讓青年朋友熟悉就業

市場，認識各行職業專業技能及榮耀，建立正

確勞動價值觀。 

具體措施 2：推行勞工職涯工作卡，協助勞工建立完整勞動

履歷；運用大臺中人力資源網個案管理系統，

整合並建置勞工個人詳細履歷，職涯資源、職

業訓練、專業證照及工作經歷等，成為勞工求

職利器。 

具體措施 3：深化勞工大學在職勞工工作需求及產業發展所

需知能，設計實用課程及擴展城鄉學習據點，

以彈性、多元選課方式提升在職勞工進修加值

意願，同時擴大納入照顧無一定雇主勞工工作

進修需求。 

具體措施 4：鼓勵在職勞工自我技能提升，凡參加國際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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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性之公開正式技能競賽獲獎者，或取得勞

動部核發之技術士證照者，予以獎勵。 

具體措施 5：因應產業發展趨勢，規劃符合產業需求職業訓

練、技能提升課程，與企業合作辦理企業員工

專班，提升失業者、待業者及在職者職場技能

與競爭力，達到預防失業的效果。 

具體措施 6：辦理技職達人選拔，透過各產業在職專業勞工

競賽，精進個人創新與技術能力，並營造產業

及勞工個人之榮譽感，全面提升勞工競爭力。 

發展策略三：落實勞動法令，建立穩定勞資關係與友善

職場環境 

具體措施 1：落實勞動相關法令並確保勞工權益，針對勞動

部勞工保險局提供之積欠勞工保險保險費、工

資墊償基金或未依法提繳勞工退休金事業單位

名冊進行訪查及催繳。 

具體措施 2：針對本局掌握之資遣通報名冊、勞資爭議案件

進行分析，系統性有效掌握事業單位可能或即

將發生產業及財務危機前，進行資源整合、預

防性協助及輔導，達到預防大量解僱勞工之情

事，並保障勞工權益。 

具體措施3：因應經濟全球化及勞動力彈性運用之勞動市場，

協助企業降低衝擊及保障勞動權益，並提供勞

動部各項修法建議。 

具體措施4：協助勞工工作與生活平衡，推動員工協助方案，

預防與解決可能導致員工工作效能下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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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員工工作品質。提倡勞工於工作之餘從事

正當休閒活動，補助勞工團體辦理多元、富有

創意及教育意義之有益身心健康、家庭和諧的

勞工休閒活動。 

具體措施 5：為失業勞工失業期間經濟生活安全，提供弱勢

勞工就業服務、托兒托老補助，同時補助其求

職期間及工作初期生活費、住宿費；另針對職

災勞工提供訴訟、醫療、生活、子女就學補助，

以保障勞工經濟生活安全。 

具體措施 6：獎勵事業單位設置或提供適當之托兒設施；另

對於尚未訂定性騷擾防治申訴、懲戒辦法及各

項工作平等措施者加強輔導，建構性別平權的

工作環境。 

具體措施 7：鼓勵表揚友善職場標竿企業，辦理「卓越企業、

幸福勞動」樂活職場表揚活動，除鼓勵臺中市

企業積極落實勞動法令，建構友善工作環境外，

讓受表揚企業成為友善職場示範，帶動其他企

業跟進。 

具體措施 8：辦理事業單位健全勞動條件及友善職場認證標

章，以鼓勵事業單位確實落實勞動法令，提升

職場勞動水準，達成保障勞工權益、企業善盡

社會責任目標。 

具體措施 9：研析本市勞資爭議案件型態，針對各行職業別

易發生勞資爭議之法規、型態及議題加強宣導

及輔導，期加強事業單位瞭解現行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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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事業單位觸法，有效預防勞資糾紛。 

發展策略四：主動就近提供服務，規劃整合性勞動訊息

平台，保障勞工安全與健康 

具體措施 1：虛擬網路與實體勞動服務同步，多元管道傳遞

勞工資訊，以符合不同族群勞工需求，建置勞

動權益 APP 系統，以便利勞資雙方即時取得法

令資訊，營造友善健全的勞資互動環境，並維

護勞動權益及職場安全。 

具體措施 2：以行動市府概念，增闢行動服務據點，提供就

業服務、勞資爭議調解及勞動法令諮詢服務，

便利偏鄉及山區市民使用服務。 

具體措施 3：勞動權益及違法業者之公告措施，建置勞工即

時的勞工退休金、資遣費及特別休假試算，勞

動 Q&A 查詢功能及公布違反勞動條件、性別工

作平等法等事項之業者名冊，並督促事業單位

建構安全工作環境努力。 

具體措施 4：邀集職業安全衛生相關之校系與團體，整合臺

中市職場安全衛生資源共享平臺，藉由企業和

專家的共同合作，提供企業先進安全衛生技術

入場或升級，實現安全健康的職場目標。 

具體措施 5：擴充勞動檢查人力，並提供勞資政對話平台，

以「宣導、輔導、檢查」三合一策略，加強

督促事業單位改善安全衛生設施，使其建立自

動檢查機制，提升自主安全衛生管理能力，減

少職災發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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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措施 6：辦理無災害工程認證，採自主管理、定期登錄、

查核統計、獎勵優惠四合一措施，由各工程單

位申請登錄，執行後未發生重大職業災害，即

通過無災害認證，並與地政局建置的「臺中市

不動產資訊樂活網」結合，提供民眾查詢。 

具體措施 7：補助高職業傷病風險之勞工團體辦理職業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提高職業傷病預防意識。辦理

高風險事業單位及實施營造業職業安全衛生專

案檢查，達到預防並降低職災發生。 

具體措施 8：擴大勞工健康檢查補助範圍，訂定特殊作業勞

工及高工時從業人員健檢補助要點，包括因勞

工從事鎳及其化合物作業、乙基汞化合物、汞

及其無機化合物作業，特別為害健康作業健康

檢查補助。 

具體措施 9：強化職災勞工保護措施，協助勞工面對高壓工

作環境，設職業災害個案管理專責人員，幫助

職災勞工取得醫療復健、勞工權益、法律訴訟、

社會福利及心理輔導等各項資源，另由「勞工

權益基金」提供勞工及其家庭經濟生活協助，

包括慰助金、生活補助及子女就學補助等。規

劃建置勞工諮詢管道，幫助勞工進行心靈舒壓，

營造身心靈均健康之職場環境。 

具體措施 10：新入境外籍勞工於 3 個月內進行訪查，並導

入「外國人動態管理資訊系統」及結合全國首

創網路視訊創新服務，有效縮短新入境外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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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服務距離及訪視期程，維護其在臺工作權益

暨強化訪視效能。 

發展策略五：中臺生活圈跨域協調整合，中央地方合作，

發展在地特色 

具體措施 1：整合勞動部與本府勞動檢查機構資源共享及分

工合作，發揮各別功能性最大化及減少資源重

複浪費，共同舉辦教育訓練、宣導會及觀摩會，

分享勞動檢查機構之經驗，建立本市勞動檢查

能量，達成勞動檢查地方自主化。 

具體措施 2：階段性接收勞動部就業服務中心業務，並積極

規劃不同於中央之各項就業促進措施，達到因

地制宜之效，發展本市地方性就業服務特色。 

具體措施 3：建立中部三縣市勞工行政首長溝通協調合作平

台，以跨域整合、生活圈概念，建立資源、議

題合作機制，發揮功能互補及加乘效果，讓勞

工資源共享與互利。 

發展策略六：透過社會對話廣徵建言，輔導工會多元參與，

研擬解決社會問題方案 

具體措施 1：為解決失業、缺工及薪資過低等問題，將透過

勞資政社會對話模式尋求解決方案，有效保障

勞工權益。 

具體措施 2：藉由與勞工團體定期會議，針對勞工團體所關

心議題，尋求解決策略，以期本府施政符合勞

工需求，透過勞資合作，減少勞資問題。 

具體措施 3：鼓勵工會多元化參與各項勞動政策之推行，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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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服務勞工，並運用勞工志工團體能量，擴大

社會公益，提供弱勢勞工服務。 

具體措施 4：建立勞工及事業單位之勞資溝通協商機制，輔

導籌組企業工會，以提升勞工團結權的行使，

並輔導勞資雙方透過工會組織進行對話，發揮

工會組織之協商功能，保障勞資雙方權益，建

立穩定合作的勞動關係。 

具體措施 5：有效結合資方及勞工團體為夥伴關係，並運用

政府安全衛生及勞動檢查資源，自主降低職業

災害。 

發展策略七：加強民間組織與國際勞工團體交流合作，降

低全球化的衝擊 

具體措施 1：結合公(協)會、勞工團體辦理跨區域或國際論

壇、研討會等方式，協助提供新興驟變及全球

移動跨域議題等勞工權益問題之解決方案。 

具體措施 2：針對全球跨域勞工權益問題，尋求先進國家實

施方案與經驗，以有效預防、解決本市勞工問

題。 

具體措施 3：公私協力提供企業保障勞工工作權，以協助事

業單位於全球化變遷中，渡過經營危機，避免

衍生大量解僱勞工問題，鼓勵企業主動尋求協

助，並運用在職訓練提升技能，讓企業平順的

度過不景氣，同時讓勞工學得更高技術，以留

住關鍵核心技術人才，扶持企業持續穩定經營，

降低勞工面臨失業之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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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措施 4：配合本市 NGO中心成立及國際 NGO之進駐，與

國際 NGO 進行交流與合作，瞭解國際產業發展

方向，結合運用本府經濟發展局辦理之本市產

業發展分析調查資料，規劃發展本市勞動事務

政策與國際接軌，降低全球化的衝擊。 

肆、結語 

值此變動中的勞動環境方興未艾，本局除了持續辦理經常性勞政

業務之外，將以當前企業、勞工最迫切的期待與需求，以「資源整

合、區域平衡、創造就業機會、提升勞動素質、友善職場環

境、保障勞工勞動權益、工會團體合作合夥關係」為願景，

建構穩定的勞動關係及保障勞工工作權與權益，以達到勞工

就業安全，提升工作福祉為目標，打造創業希望、友善就業

的國際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