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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7 年 4 月 11 日

勞動部令

勞職授字第 10702011403 號

修正「勞動部補助直轄市勞動檢查機構督促事業單位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法令計畫」第十六點，並
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勞動部補助直轄市勞動檢查機構督促事業單位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法令計畫」第十六點
部

長 許銘春

勞動部補助直轄市勞動檢查機構督促事業單位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法令計畫第十六點
修正規定
十六、受補助單位其他應配合辦理事項如下：
(一) 受補助單位以本計畫補助經費聘用之勞動檢查員，除其應符合附件九、附件十規定事項
外，並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１、勞動檢查員遴用及專業訓練辦法第二條所定遴用資格。
２、國內外理、工、醫、農、教育、管理及其他相關學系大學以上學歷，具有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人員資格，並符合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聘用資格者。
(二) 受補助單位應依勞動檢查員遴用及專業訓練辦法規定，使前款所定勞動檢查員接受本部
或受補助單位自行辦理之相關訓練。
(三) 第一款所定勞動檢查員進用及出缺遞補時，受補助單位應填具名冊函送本部備查（格式
如附件十一），並以電子郵件傳送本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承辦人。
(四) 聘用人員準用公務人員保障法相關規定，受補助單位應依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
規定，對基於其身分與職務活動所可能引起之生命、身體及健康危害，採取必要之預防
及保護措施。
(五) 受補助單位應按月彙整所屬勞動檢查員當月處理案件，並指定專人審核勞動檢查機構檢
查資訊管理系統登載資料之正確性。
(六) 受補助單位辦理職業安全衛生檢查，應上網填報於本部勞動檢查機構檢查資訊管理系
統。檢查案件應確實完成執行檢查，方可列入完成數計算。
(七) 受補助單位應填報負責主辦或督導執行本計畫補助案之業務承辦人員名單（格式如附件
十二）；人員有異動者，應更新聯絡名單，並以電子郵件傳送本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承辦
人。
(八) 受補助單位得指派部分人員，由本部協助代為管理及訓練，所需相關經費由本部全額補
助，不受第三點及第五點第二項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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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航運技術學系

34. 醫學工程學系

35. 測量工程學系

36. 自動控制工程學系

37. 電子物理學系

38. 海洋環境學系

39. 資訊工程學系

40. 電子計算機科學學系

41.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42. 材料工程學系

43. 工業設計學系

44. 營建工程技術學系

45.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

46.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47. 都市計畫學系

48.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49. 船舶機械工程學系

50. 航海技術學系

51. 海洋運輸學系

52. 生物工程學系

53. 纖維工程技術學系

54. 印刷學系

衛生勞動篇

55. 室內設計學系
三、 醫學院部分
1. 醫學系

2. 藥學系

3. 醫事技術學系

4. 公共衛生（衛生管理）學系

5. 牙醫學系

6. 學士後醫學系

7. 護理學系

8. 復健醫學系

9. 營養學系

10. 保健營養學系

11. 職業醫學系

12. 工業衛生系
四、 農學院部分

1. 農業化學系

2. 農業工程學系

3. 農業機械工程學系

4. 水土保持學系

5. 食品科學系

6. 水產食品科學系

7. 水產養殖學系

8. 獸醫學系

9. 昆蟲學系

10. 土壤學系

11. 畜牧學系

12. 造園及景觀學系

13. 園景學系

14. 園藝學系

15. 農藝學系

16. 森林學系

17. 植物病蟲害學系

18. 植物病理學系

19. 農業推廣學系

20. 農業運輸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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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土地資源學系
五、 教育學院部分
1. 工業教育學系

2. 衛生教育學系

3. 資訊教育學系
六、 管理學院部分
1. 資訊管理學系

2.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3. 工業管理科學系

4. 運輸工程與管理學系

5. 交通工程與管理學系
七、 其他相關學系
1. 勞工關係學系

2. 社會學系(社會工作學系、社會教
育學系、社會科學教育學系)

3. 法律學系
5. 消防學系

4. 鑑識科學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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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勞動部補助直轄市勞動檢查機構督促事業單位
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法令計畫服務管理注意事項
一、本事項所定聘用勞動檢查人員，包含聘用視察(薪點四四零)、聘用專員(薪
點由四零八至四二四)及聘用檢查員(薪點由三二八至三九二)。
二、本部補助直轄市勞動檢查機構聘用勞動檢查人員，應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
相關規定辦理聘用事宜。
三、本部補助直轄市勞動檢查機構遴用聘用專員資格，應具四年以上聘用檢查
員相關工作經驗。
四、本部補助直轄市勞動檢查機構聘用檢查員資格，除應符合聘用人員比照分
類職位公務人員俸點支給報酬標準表所列比照分類職位公務人員第七職等
至第八職等之專門知能條件外，並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勞動檢查員遴用及專業訓練辦法第二條所定遴用資格。
(二)國內外理、工、醫、農、教育、管理及其他相關學系大學以上學歷，具
有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資格，並符合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聘用資格者。
五、本部補助直轄市勞動檢查機構聘用視察之工作內容如下：
(一)綜理職業安全衛生監督檢查及專業督導工作。
(二)綜理職業安全衛生監督檢查後續配合事項之督導執行工作。
(三)綜理轄內職業安全衛生監督檢查資源整合運用、職業安全衛生監督檢查
制度建立等計畫方案之規劃設計及督導執行工作。
(四)綜理聘用檢查員之差勤監督及服務績效考評等行政管理工作。
(五)綜理其他相關職業安全衛生督導事宜及長官臨時交辦工作。
六、本部補助直轄市勞動檢查機構聘用專員之工作內容如下：
(一)職業安全衛生監督檢查及專業督導工作。
(二)職業安全衛生監督檢查後續配合事項之督導執行工作。
(三)轄內職業安全衛生監督檢查資源整合運用、職業安全衛生監督檢查制
度建立等計畫方案之規劃設計及督導執行工作。
(四)聘用檢查員之差勤監督及服務績效考評等行政管理工作。
(五)其他相關職業安全衛生督導事宜及長官臨時交辦工作。
七、本部補助直轄市勞動檢查機構聘用檢查員之工作內容如下：
(一)轄內職業安全衛生監督檢查事項：依據本部授權範圍，辦理轄內申訴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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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專案檢查、一般檢查、重大災害檢查等事項。
(二)職業安全衛生監督檢查後續配合事項：包括後續處分、訴願答辯、登錄
陳報檢查結果、統計並提出專案檢查報告等。
(三)其他事項：執行檢查案件須逐案填寫職業安全衛生監督檢查會談紀錄，
並視需要製作職業安全衛生監督檢查業務談話紀錄等。
(四)其他相關職業安全衛生監督檢查事宜及長官臨時交辦工作。
八、本部補助直轄市勞動檢查機構聘用勞動檢查人員各職級人員之比率如下：
(一)第六職級(薪點四四零)人員，聘用勞動檢查人員數達十人以上之受補助
單位，為管理需要，得於第五職級人員中遴選一人聘用。
(二)第五職級(薪點四零八至四二四)人員，占聘用勞動檢查人員總人數百分
之十。
(三)第四職級(薪點三九二)人員，占聘用勞動檢查人員總人數百分之十。
(四)第三職級(薪點三七六)人員，占聘用勞動檢查人員總人數百分之十五。
(五)第二職級(薪點三六零)人員，占聘用勞動檢查人員總人數百分之十五。
(六)第一職級(薪點三二八至三四四)人員，占聘用勞動檢查人員總人數百分
之五十。
前項各職級人員於無符合資格者可資遴用時，其缺額得流用至低一職級，
以此類推。新進人員統一以第一職級之三二八薪點進用。
第一項同年度內以晉升一職級或晉薪點一級為限，已晉薪至本職級最高
薪點者，續聘時不再晉薪，其續聘職級、薪點依據第十點之規定辦理。
九、本部補助直轄市勞動檢查機構聘用勞動檢查人員，各受補助單位應辦理聘
用勞動檢查人員平時與年度服務績效考核。
十、本部補助直轄市勞動檢查機構聘用勞動檢查人員，年度服務績效之等次及
獎懲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優等:經考核達九十分以上者，晉薪點一級；已達該職級最高薪點者，
次年度取得高一職級之聘用資格。
(二)甲等：經考核達八十分以上未達九十分，且連續二年考列甲等者，晉薪
點一級；已達該職級最高薪點者，次年度取得高一職級之聘用資格。
(三)乙等：經考核七十分以上未達八十分，且連續二年考列乙等者，不再續
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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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丙等：經考核未達七十分者，不予續聘。
任職至年終未滿六個月者不予考核；滿六個月以上未滿一年者，比照前
項辦理考核。但成績列甲等以上者，不列入薪點晉級年資計算。
第一項考列優等人員應於考核紀錄填註具體事蹟，並檢附相關證明備
查。
聘用勞動檢查人員年度服務績效考核由各直轄市勞動檢查機構單位主
管及首長進行考核，並決定當年度評列續聘人員與不予續聘人員之名單、
職級、薪點、考核等次及獎懲。
十一、聘用勞動檢查人員之報酬及相關權利義務關係應依據聘用人員相關規定
辦理，並於聘用契約載明，違反約定者得追究相關法律及行政責任。
十二、本事項有未盡事宜者，悉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及其他相關人事法規辦理，
本部並得視實際需要隨時調整及補充規定，另行通知各受補助單位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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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進用人員名冊
管

編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姓名

最高學歷
重要經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到職日
(學校科系所)
歷

理
系
統

連
絡
電

帳
號

話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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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業務聯絡人員名單
縣市別

補助人數

單位

姓名

職稱

電話

傳真

E-mai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