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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研究首先回顧美國、歐洲、日本、韓國以及中國大陸等國

家，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對其勞動市場、勞動權益造成的影響，以

及各國之因應作法。整體而言，大部分國家皆認知到部分標準化以

及例行性之工作可能被新科技取代，進而關切可能衍生之失業問

題。其中日本由於早已面臨勞動力不足，因此反而視新科技可以舒

緩勞動力緊缺的問題。勞動權益方面，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催

化許多非典型工作者，進而對傳統的僱傭關係產生衝擊，特別在平

台經濟之模式中，多數平台業者並無明確規範僱傭契約，導致勞務

提供者權益未能受到完整保障。基於此，各國政策面關注的重點集

中於如何界定平台經濟下的僱傭關係、完善勞務提供者的社會保障

體系，以及集體協商權的行使等議題，並進行相關的人力培訓、法

規調整等因應措施。 

其次，在我國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推動現況與受影響程度方

面，本研究觀察到國內企業導入新科技的主要動機包括紓解缺工問

題、提高產品品質、降低人員風險，並非取代人力。其次就導入新

科技的速度而言，受限於人力供給與成本、科技導入與調適成本、

工作可取代程度、經營者理念以及法規限制等因素，多數屬於初步

試驗階段。但值得注意的是，多數受訪企業勞資雙方並未針對導入

新科技事先進行溝通，而由管理階層單方面規劃與執行。如從人力

資源管理的角度而言，個案企業皆面臨導入新科技後，人力、組織

結構與作業流程的調整，以及人才招募與培訓之明顯需求。新經濟

模式方面，本研究聚焦於近年興起之平台經濟模式。據了解目前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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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多數平台業者以媒合為主要功能，尚未有完整之運作規則，導致

整體的工作環境不確性高，勞務提供者必須自行承擔諸多風險與成

本。 

本研究進一步分析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對我國勞動市場、勞動

權益之影響。針對科技人才之大量需求，受訪企業亦積極透過校園

徵才、建教合作與實習生計畫等，以提升招募成效。人力培訓方

面，受訪企業普遍對數位能力培訓之需求甚高，大型企業培訓管道

主要包括產學合作、企業內部輪調/訓練、與國外機構合作等，其中

又以企業內部輪調/訓練為主；但中小企業限於自行訓練能量不足，

以利用外部資源如參加職訓課程為主。其次，平台/零工經濟雖然帶

來工作地點、工作時間的彈性化，但由於係由勞務提供者自主決定

接案量、工作時數，容易衍生長時間工作、工時認定不易等問題；

以及如發生傷害，職災認定與責任歸屬等爭議。 

勞動權益方面，本研究觀察到現階段我國產/職業工會與企業工

會，皆欠缺對導入新科技及新經濟模式可能影響之認知。僅部分企

業工會，以團體協約形式要求資方針對導入新科技之可能衝擊，保

障員工權益。其次，新科技帶來工作型態多元化、零碎化，正職工

作與承攬、派遣等型態交錯；新經濟模式則可能導致無固定雇主/自

雇者增加，皆促使傳統工會組成形式與運作模式面臨挑戰。在新興

科技發達的情況下，未來工會的經營也可以平台化、虛擬化，不僅

有利於傳統工會提升其運作效率；從事新型勞動型態的勞務提供者

可以透過平台工會進行團結，突破實體工會的限制。有關平台經濟

下，勞雇關係難以界定之議題，本研究建議在既有法制架構下，積



III 

極認定僱傭關係；至於現行勞動法制無法涵蓋的部分，特別是社會

保障的缺口，再以補充的方式為之，例如要求平台業者與勞務需求

者負擔職災保險等部分社會保障責任。另於隱私權方面，現行法令

對於平台業者取得勞務提供者個人資訊，以及大數據側寫及應用，

可能衍生相關權益侵害或工作機會不平等等議題，尚未有明確規

範。安全衛生與職災方面，平台勞務提供者之工作環境，與焦慮、

過勞等身心健康風險，以及一旦發生傷害之職災認定、給付與賠償

責任歸屬，仍有待進一步釐清。 

本研究最後提出政策建議與修法方向建議。政策建議包括 1.總

體面之設置跨部會「新科技與新經濟模式推動與因應策略平台」；2.

勞動市場/人力資源面：(1)因應新科技與人力需求變化，動態調整職

能基準與證照、能力鑑定制度；(2)因應新科技發展提供企業(包括中

小企業)所需相關課程；(3)以平台方式整合職訓相關資訊；(4)強化

勞工退職轉/轉職相關輔導、服務與追蹤機制；(5)明確要求企業必須

進行職業訓練與提供勞工調適期；(6)未來可根據國內勞動市場與產

業人力需求狀況，動態調整外籍專業人士申請「就業金卡」資格；(7)

建議未來於「新經濟移民法」正式實施後，可視我國勞動市場與企業

人才需求狀況，調整聘用外籍中階專業人士之條件；3.勞動條件與權

益面：(1)建議勞資雙方建立推動數位科技等變革之共識；(2)建議加

強輔導工會運用團體協約機制以保障權益；(3)建議積極輔導產/職業

工會之成立及其運作；(4)建議評估放寬企業工會參與資格相關規

定；(5)建議評估放寬成立虛擬工會相關規定；(6)研擬僱傭關係與雇

主責任認定準則；(7)擴大平台業者/勞務需求者之責任(包括工作場

所性騷擾防治、勞工安全衛生、個人資料蒐集應用(隱私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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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業者應提供資訊或服務事項等層面)；(8)擴大對平台勞務提供者

之社會保障；(9)鼓勵企業提供勞工彈性的工作形式選擇；4.其他建

議：(1)建議強化相關調查與數據研析機制，以掌握新經濟模式與新

科技動態與對勞動市場影響；(2)建議後續可評估進行相關稅收制度

改革(如機器人稅)，以支持社會福利等公共服務體系。本研究最後

綜整所涉及議題，提出修法方向建議，主要涵蓋之勞動法令包括勞

基法、工會法、團體協商法、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

辦法訂定準則、職業安全衛生法、就業服務法、勞工保險條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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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目的 

一、研究緣起 

Deloitte 公布的《2016 年全球製造競爭力指數》報告指出，在數

位世界與實體世界逐漸融合的時代下，提升製造競爭力之路徑在於

掌握先進技術，也因此，各國無不積極推動相關科技及產業政策，

以提升先進技術能量，提高製造競爭力。根據報告，美國較重視預

測分析、用於物聯網(IoT)的智慧產品、先進材料等領域；歐洲國家

則普遍較重視與工業 4.0的相關之技術，如智慧工廠、智慧產品、數

位設計、模擬與整合等。報告雖沒有明確列出日本的調查結果，但

一般認為日本的技術發展會較接近於歐洲，特別重視汽車、機械、

人工智慧(AI)等相關領域。在臺灣方面，為提高對先進技術的掌握

程度，在下一世代產業供應鏈中占據重要地位，同時因應少子化、

老齡化等人口結構轉變問題，新政府提出「5+2 產業創新計畫」、「臺

灣 AI 行動計畫」及「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等，企圖打造

以「創新、就業、分配」為核心價值，追求永續發展的經濟新模式，

加速產業轉型升級，為驅動臺灣下世代產業及經濟成長注入新動

能。 

在各國積極投入先進技術下，不論是人工智慧(AI)、機器人、

物聯網、巨量資料、雲端運算、3D 列印等技術皆較過去取得重大突

破。相關技術在搭配網絡及移動通訊等平台後，創造出許多新的經

濟模式，如平台經濟、共享經濟等，讓市場、企業及人才間呈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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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變化。數位經濟的去中間化，突顯消費者小量、個性化、多元

化的需求屬性，讓企業開始思考如何可以更快速、更精準、更有效

率且成本更低的方式去滿足消費者需求。扁平化的組織架構、廣泛

利用智慧化設備、委託外包等皆是企業可能的選項。另一方面，平

台經濟及行動支付的興起也滿足了個人對於彈性與自由工作的渴

望，不必再被僵固的勞動規範所束縛，非典型工作人口數量因而迅

速增加。美國 Upwork 報告指出，2014-2016 年間，美國自由工作者

增加 200 萬人，達 5,500萬人，占美國勞動力總數的 35%，零工經濟

正在崛起。 

人才被視為是產業競爭力最關鍵的驅動因素，友善的勞動環境

有助於留才及攬才，成為國家產業發展的助力。然新經濟模式與新

科技的興起已開始衝擊傳統僱傭關係，並引發諸多勞動爭議，如企

業發展新科技技術，大量運用巨量資料運算、自動化生產作業及人

工智慧技術等，引發大量解僱、失業的疑慮；共享經濟、平台經

濟、創新經濟等新經濟模式造成非典型工作人口增加，勞動權益如

何保障備受關注；而政府為執行「5+2 產業創新計畫」，鼓勵國外企

業來臺投資，開放外籍人士來臺工作等種種策略，亦可能對目前的

勞動市場產生影響。基於此，政府實有必要就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

發展對於勞動市場、勞動權益、勞動法制及未來人力市場變化的影

響進行深入研究，提出對策以提早因應，俾利臺灣在經濟轉型中，

可以同時兼顧產業發展與勞動保障。 

二、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背景，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確切掌握我國新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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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新科技發展趨勢，並據以研判其對國內勞動市場與勞動權益可能

產生的衝擊，進而提出未來我國在勞動法制上之建議調整方向。 

第二節 研究內容 

本研究蒐集全球、主要國家及臺灣之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

的概況及趨勢，以掌握未來產業及經濟模式變化走向，及其對企業

組織結構與人力資源管理的影響。同時亦廣泛蒐集各國因新經濟模

式與新科技興起所面臨的勞動議題、相關影響、爭論案例及因應作

法，以做為後續分析之基礎。本研究之具體研究內容包含以下五大

部分： 

一、蒐集分析主要國家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情形、

對該國產業、勞動市場與勞動權益的影響，以及在

勞動法制所作之因應調整 

此部分分析美國、歐洲、日本、韓國及中國大陸新經濟模式與

新科技發展情形，同時廣泛蒐集相關文獻，了解新經濟模式與新科

技發展對該國產業、勞動市場與勞動權益的影響，及在勞動法制所

作之因應調整，以做為後續研究之基礎。 

隨著網際網路普及與資通訊技術(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s)進步，全球經濟及產業發展模式出現巨大變革。

2015 年 12 月國際諮詢機構，A.T. Kearney 提出影響未來十年

(2015-2025)世界樣貌的 12 項趨勢，包括全球氣候變遷、少子化及老

年化、IT 革命 2.0、智慧機械的興起(包括智慧機器設備，無人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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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機器人)、人工智慧(AI)、網路安全等。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PwC)於 2016 年 8 月公布之《全球前瞻科技大趨勢》調查報告指出，

AI、物聯網、擴增實境(AR)、機器人、區塊鏈(Blockchain)、虛擬實

境(VR)、無人機及 3D 列印等八項新科技將對全球產生跨產業的影

響。2017 年 10 月，國際科技研究顧問機構 Gartner 聚焦未來十大策

略性科技趨勢，認為未來的科技趨勢將圍繞在智慧(Intelligent)、數

位(Digital)及網格(Mesh)等三大領域，其將結合出各式各樣的智慧服

務，協助企業提升競爭力。 

在前述新科技發展及數位基礎建設日益完善下，帶動新創企業

蓬勃發展，產生了許多「數位企業」，且其重要性漸增。數位企業之

商業模式多樣化，包括提供網路平台(如 Yahoo、Alphabet(Google)、

Facebook)、電子商務 (如 Alibaba、 amazon)、數位解決方案 (如

PayPal、First Data)及數位內容 (如 COMCAST、騰訊、Thomson 

Reuters)等。根據 CB Insights 統計，全球目前共有 228 家獨角獸公司

(市值超過 10 億美元的新創公司)，分別來自 22 個不同國家，其中美

國有 113 家最多；中國大陸有 62 家，位居第二。英國(13)、印度

(10)、以色列(3)及德國(3)分居 3-5 名。Uber(市值 680 億美元)和滴滴

出行(市值 560 美元)分別為市值最高的兩家公司。就領域別來看，電

子商務有 38 家最多，網路軟體和服務與金融科技分別有 31 家及 26

家；以共享經濟為主軸的公司也不少，超過 16 家。另外像是健康照

護(17)、社群軟體(10)、資安(10)大數據公司(9)也都有一定比例。1 

為能掌握下一世代技術，在新興產業及全球供應鏈佔據重要地

                                                      

1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48304/taiwan-wanna-join-startup-unicorn-club-after-22-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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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並鼓勵新經濟模式創新發展，各國皆發布相關政策，如美國的

「先進製造業夥伴計畫」、德國的「工業 4.0(Industry 4.0)」計畫、日

本的「未來投資戰略 2017」、韓國的「2016 K-ICT 策略」、中國大

陸的「中國製造 2025」及「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等。

此部分分析美國、歐洲、日本、韓國及中國大陸新經濟模式與新科

技發展情形，同時廣泛蒐集相關文獻，了解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

展對該國產業、勞動市場與勞動權益的影響，及在勞動法制所作之

因應調整，以做為後面研究之基礎。 

二、蒐集分析我國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應用現況與

未來發展趨勢 

我國政府正致力於推動「創新、就業、分配」為核心價值的經濟

發展新模式，希望將經濟成長動能由「效率」轉型為「創新」，以改

造臺灣的經濟結構，重新塑造臺灣的競爭力。為達上述目的，我國

已推動涵蓋「亞洲‧矽谷」、「智慧機械」、「綠能科技」、「生技

醫療」、「國防產業」、「新農業」及「循環經濟」的「5+2 創新產

業計畫」與「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等計畫，其核心概念是

建構適宜產業發展的生態體系，並同時連結全球資源、在地能量與

未來商機。 

「5+2 產業創新計畫」是在既有的 ICT 產業基礎上，開展應用服

務，希望藉由點燃創新的火苗，來帶動產業創新的風潮。而推動「數

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則是為了建構數位創新之基礎環境，營

造友善法制環境、培育跨域數位人才、研發先進數位科技等鞏固數

位國家基磐之配套措施，進而打造優質的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生態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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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作為 5+2 產業創新發展之重要基礎。 

在上述重大經建計畫支持新科技的發展下，我國未來商業模式

的變化可以從以下兩個主要面向觀察，其中包含了對勞動市場、權

益與相關法制可能造成的影響。一是新創企業與新興商業組織型態

興起。新創企業快速增加以及新型態商業組織興起下，企業組織變

動性與僱用型態將趨於多元，不僅企業創立、成長乃至於衰退的生

命週期可能縮短，短期、專案導向商業型態亦可能增加；多重兼職

與動態、複雜的勞雇關係，勢必將影響勞動市場結構與勞動權益。 

另一是平台經濟的發展。臺灣目前對於新經濟模式及新營運型

態普遍面臨無法可管的窘境，國際知名平台業者Uber及Airbnb初次

進入臺灣，都因碰觸到產業特許、遊走在法律邊緣而被視為違法，

面臨罰款的情況。而另一種不涉及產業特許，但與勞動議題息息相

關的平台為國外的 Freelancer、Upwork、Elance、Guru，及國內的

Slasify、PRO360 等，主要是媒合企業或使用者所需的服務與自由職

業者或專業人士。而這群自由業者或是零工族多半獨自作業，卻往

往也需要工作空間，因此全球就興起了為零工族群提供辦公室的業

者，如美國的WeWork，國內的Makerbar Taipei、FUTUREWARD、

Changee串串等共同工作空間。上述這些平台經濟的興起催生出新的

企業聘僱型態、僱傭關係，同時改變傳統對工作場所的認定，並衍

生職業災害等相關爭議。 

三、研析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對我國產業及企業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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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對企業來說是一個新的機會，但同時也是

很大的挑戰。企業可藉由新的商業模式突破以往的營運深度及廣

度，並在原有的利基點上尋找降低成本的可能性。但更加廣闊的市

場也意味著企業的競爭可能更形劇烈，這不僅考驗著公司應對外部

環境的能力，企業內部的組織架構及人力資源管理模式等亦須跟隨

著外部環境同時進行變革。 

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讓外部環境有了更高的不確定性，企業為

了即時回應市場需求，需要讓組織內的知識和經驗能夠快速地流通

及共享，因此需要藉由扁平化的組織結構來壓縮內部層級，使決策

層的策略更有效地執行，從根本上解決傳統企業管理結構的層級

多、反應慢、執行差及效率低的問題。此外，也有愈來愈多的企業

在組織內部建立相對應的平台，如將原先在組織內直接面對市場的

功能單位，例如研發、設計及銷售等，直接向客户開放，讓市場直

接參與創新。在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下，組織結構將產生變

革，傳統的部門劃分已被完全的重構，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制度亦

須配合組織變革往數據化、模組化及產品化的方向前進。 

此部分挑選三個已導入新科技的代表性企業進行個案研究，釐

清新科技對企業營運模式、生產及作業流程、工廠管理以及跨部門

協調等管理制度，及企業組織架構、部門人力配置、績效考核、培

訓等的影響。同時了解新營運模式是否影響企業之勞動僱傭關係及

工作條件，以及新經濟下對我國勞動法規及制度的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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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析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對我國勞動市場及勞

動權益之影響 

本研究從以下幾個面向分析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對我國勞

動市場及勞動權益之影響。在對勞動市場之影響方面，主要會包含

對失業、職能供需變化、外籍勞工 /專業人士之影響。麥肯錫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2017)調查發現，目前約有一半的工作項

目在技術上已經可以被現今的科技取代。到 2030 年有約 4-8 億個工

作將被自動化取代，進而產生失業問題。但麥肯錫的報告也同時指

出，至 2030 年可能創造出 5.6-8.9 億個新的工作機會，約有 7,500 萬

至 3.75 億的工作人口必須培養全新的技能，並轉換到不同的職業類

別。若政府、企業與個人沒有系統性的因應調整，因為技能落差產

生的失業或收入降低所影響的層面可能擴大。 

至於在對勞動權益之影響方面，則涵蓋勞動條件、勞資關係、

安全衛生、勞工保險、勞工福祉、性別平等面向之討論。雲端工作

者及零工工作者的增加，迫使各國政府必需重新檢視勞動法規的適

當性及完整性，包含僱傭關係的定義、服務提供者-服務接受者-中

間平台三者間的權利與義務關係、工作時間及工作報酬的計算、工

作地點及職業災害的認定、社會福利及保障制度等。除此之外，數

位經濟下，通訊軟體之廣泛使用，衍生了新的工作型態，如遠距勞

動或電傳勞動(telework)等，與此同時，也引發諸多關於工時、勞動

條件、職業保障等勞資爭議，如雇主於勞工下班時間以各種行動裝

置或通訊軟體指示一般或特定工作或令其即刻執行，產生之工時認

定與工資給付等問題；而勞工因擔心錯失雇主工作指令，工作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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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增，而可能引發「錯失資訊恐懼症候群」(FOMO)或相關職業病，

引發勞工安全衞生的問題。另外，公司智能化治理可能對勞工隱私

造成侵害的問題、數位經濟對女性工作的影響，是否可能造成新的

歧視問題，都是值得進一步深入討論的課題。 

五、研析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所可能涉及之勞動法

制面向，並研提政府部門未來因應與調整方向建議  

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可能造成失業、職能需求改變，及非典型

工作人口增加，而政府為執行「5+2 產業創新計畫」，鼓勵國外企業

來臺投資，開放外籍人士來臺工作等種種精進策略，亦會對目前的

勞動市場產生衝擊，因此，現行相關勞動法規也須與時俱進地進行

相應調整。本研究綜整相關研究結果，從人力資源面(如外籍人力政

策、職業訓練、就業服務)、勞動權益面(如勞動條件、勞資關係、

勞工福祉、性別平等)，及職業安全面(如安全衛生、勞工保險等)等

三大面向進行分析，並透過深入訪談及召開專家學者、勞工與雇主

等團體之諮詢會議廣泛收集意見，同時借鏡國外相關經驗研提修法

方向及政府部門未來因應對策，俾利政府提早因應新經濟模式與新

科技發展下之勞動影響議題，並提出對策，才能在經濟轉型中，提

供產業所需的人力和保有彈性安全的勞動條件。 

依據前述研究內容，規劃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圖 1-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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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1 「我國推動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對勞動市場的影響與

因應」研究架構圖 

我國推動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對勞動市場的影響

與因應 
國外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情形、對該國產業、勞動市場與

勞動權益的影響，以及在勞動法制所作之因應調整 

我國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應用現況與未來發展趨勢 

勞動市場 勞動權益 

勞動法制 

研提修法方向及政府部門未來因應與調整方向等相

關建議 

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對我國勞動市場、勞動權益之影響 

及相應之勞動法制議題 

深度訪談 

新創或相關企業、勞
資雙方團體代表、勞
工、自由職業者、政

府相關部會 

焦點座談 

專家學者、勞資雙
方團體代表、新創
企業、產業公會、
相關政府單位代表 

個案分析 

採用新經濟模式

或導入新科技之

廠商個案 

國內外
文獻蒐
集及次
級資料
整理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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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 

為了解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對我國勞動市場、權益及法規

面之影響，本研究除有系統的彙整國內外重要文獻及相關次級資料

外，亦進行個案研究、相關學者、企業與工會之深度訪談，來彌補

文獻及次級資料之不足。此外，本計畫亦於執行期間完成共兩場次

焦點座談會，蒐集各界專家及學者的建議，以確認本研究結果之合

理性。相關研究方法詳述如下： 

一、文獻蒐集分析 

本計畫有系統地收集及整理過去有關全球、主要國家及臺灣之

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的概況及趨勢，以掌握未來產業及經濟模

式變化走向。同時廣泛蒐集各國因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興起所面臨

的勞動議題、相關影響及因應作法。除了一般學術文章及技術報告

外，各國政府及國際組織(如 ILO、OECD)的評估報告，因亦具有參

考價值，均納入研析的範圍。國內部分，除蒐集相關研究論文之

外，亦綜整國內相關政府單位已完成的相關研究報告，一方面增加

對研究議題之瞭解，另一方面也做為本計畫之研究基礎。所蒐集之

國內外文獻包括： 

1. 美國、歐洲、日本、韓國及中國大陸等國家發展新經濟模式

與新科技發展政策及概況； 

2. 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對美國、歐洲、日本、韓國及中國

大陸等國勞動市場、勞動權益及勞動法制之影響及其因應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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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OECD 與 ILO 等國際組織，針對數位經濟與智慧科技發展對

各國勞動市場影響與因應的相關研究； 

4. 綜整國內相關政府單位已完成的研究報告，了解我國推動新

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之現況與相關措施。 

二、次級資料整理分析 

本研究針對本計畫所涵蓋議題，蒐集政府相關單位(包括行政院

主計總處、勞動部統計處、經濟部統計處等)及民間人力銀行(如

yes123)、管理顧問公司(如 PwC)所公布的勞動統計或調查，以掌握

我國勞動結構之變化。另國發會、勞動部、主計處等政府公布之相關

調查統計，亦列入次級資料分析的範圍。 

三、個案研究 

個案研究方法係以案例企業為主體，透過訪談與蒐集次級資

料，完整呈現新經濟模式或新科技發展對於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實務

(包括人力結構、績效考核、培訓)與相關作業流程之影響(例如製造

業之人機協同)，以及現行勞動法制有所侷限之處。本計畫共計完成

三則企業個案，詳如本報告附件。 

四、深度訪談 

針對本計畫所涵蓋之議題，研究團隊以深度訪談的方式進一步

瞭解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對產業、企業以及勞動市場可能產生

的影響。訪談對象共計有 8 家企業(其中 3 家以企業個案方式呈現)、

3 位學者專家與 6 家工會或勞工團體(如表 1-3-1)，訪談記錄請參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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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附件。訪問重點包含新科技及新經濟對企業營運模式、勞動僱用

關係、工作條件的影響；企業對新科技及新經濟對勞動關係及條件

改變的因應做法及所面臨之困難；企業及勞工對於政府勞動法規及

制度之建議與希望政府提供之協助等。  

表 1-3-1 訪談對象屬性 

受訪者屬性 編號(依訪談日期排序) 

企業 

A (製造業) 

B (製造業) 

C (服務業) 

D (製造業) 

E (製造業) 

G (服務業) 

H (服務業) 

N (醫療產業) 

學者專家 

I (社會科學) 

M (法律學) 

Q (法律學) 

工會/勞工團體 

F (企業工會) 

L (產業工會) 

O (企業工會) 

P (企業工會) 

R (產業工會) 

S (產業工會) 

附註：研究團隊曾以電話聯絡企業 J(企業)與工會 K(企業工會)，但委婉表

示不便受訪，聯絡紀錄請參考本研究附件。 

五、焦點團體座談 

本計畫已分別於 2018 年 8 月 31 日及 11 月 26 日完成共兩場次焦

點座談會，主題涵蓋新經濟及新科技分別對勞動市場、勞動權益及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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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法制的影響等。藉由焦點座談的舉辦，聽取各界(包括企業、產業

公會、工會/勞工團體、學者專家、政府代表等)對研究議題的意見，

並已將各界的意見與建議納入報告內容中。 

第四節 章節安排 

在章節安排方面，本研究章節架構擬定如表 1-4-1，內容涵蓋緒

論、主要國家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及其對勞動的影響與因應、

我國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及其對我國企業人力資源運用與勞資

關係之影響、我國推動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對勞動市場及對勞

動權益的影響、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下我國勞動法制之調整方向

以及結論與建議。 

表 1-4-1 本研究章節架構 

章節 內容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目的 

第二節 研究內容 

第三節 研究方法 

第四節 章節安排 

第二章 主要國家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及其對勞動的影響與因應 

第一節 美國 

第二節 歐洲 

第三節 日本 

第四節 韓國 

第五節 中國大陸 

第六節 綜合分析 

第三章 
我國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及其對我國企業人力資源運用與勞資關

係之影響 

第一節 我國新科技之發展政策、發展趨勢與未來人力資源需求之分析 

第二節 我國新經濟模式之發展政策、發展趨勢及人力資源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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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對我國產業及企業之影響－個案研究 

第四節 小結 

第四章 我國推動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對勞動市場及對勞動權益的影響 

第一節 我國勞動市場及人力運用概況 

第二節 對失業與職能需求之影響 

第三節 對就業型態與勞動權益之影響 

第四節 對勞資關係及職場性別差異之影響 

第五節 小結 

第五章 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下我國勞動法制之調整方向 

第一節 人力資源面之法制調整 

第二節 勞動權益相關之法制調整 

第三節 小結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第二節 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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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主要國家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

展及其對勞動的影響與因應 

隨著網際網路普及與資通訊技術(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s)日新月異的進步下，全球經濟及產業發展模式出

現巨大變革。特別是在 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創新驅動的

新經濟逐漸成為推動全球經濟復甦和發展的主要動力，全球創新經

濟發展進入全新的時代，新技術之發展亦如火如荼的展開。為在國

家競爭中保持優勢地位及經濟成長之續航力，各國皆在研究創新產

業發展戰略，例如：美國於 2009及 2012年分別頒布《美國創新戰略》

及《知識產權與美國經濟：產業聚焦》等文件。歐盟也在 2012 年發

布《知識產權密集型產業發展與貢獻》報告，並在 2014 年制定《歐

盟地平線 2020 計劃》。日本、韓國及中國大陸等國也相繼制定創新

產業之發展與規劃。 

在各國新科技發展及數位基礎建設的日益完善下，亦帶動了新

創企業的蓬勃發展，讓許多「數位企業」的重要性漸增，並創造出多

種新型態的工作方式(例如：外包及自由工作者等)，不僅打破時間

與空間的藩籬，更具備運作靈活、彈性及高效率等特點。對勞動者

而言，相對於傳統全職工作，新型態之工作方式提高一定的勞務自

主性，例如勞動者可以利用遠端等高科技，自由選擇在任何時間及

任意地點來完成企業主交辦之工作任務。 

對企業面來說，在產業與技術環境快速變動下，維持最小企業

規模，依需求透過與外部勞動者合作也將是對企業最有利、最彈性

的方式；尤其在多數國家對解聘員工與工時多有一定的限制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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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非典型的僱用對企業而言更具吸引力。唐秋勇 (2017)引用

Upwork 的調查指出，受訪企業認為自由工作者比全職員工能夠更快

為團隊做出貢獻，如果無法僱用自由工作者，84%的企業將取消或

擱置項目。另有 79%的企業人力資源經理人希望引入更多的自由工

作者。在此情況下，「非典型工作者」的數量正在快速增加中，並對

傳統的僱傭關係造成影響與衝擊(表 2-0-1)。此外，企業亦可藉由大

數據與人工智慧，機器之模擬，來替代部分人力來完成標準化或例

行性之工作，進而產生新科技可能取代人力之疑慮。 

表 2-0-1 多樣化工作型態 

 工作者 工作時間 工作地點 工作方式 

型

態 

 全職工作者 

 兼職工作者 

 外包工作者 

 固定期限工作者 

 契約工 

 自由工作者 

 彈性時間 

 實時工作 

 工作時間多元化 

 基於項目的工作時

間 

 超時工作 

 居家工作 

 移動化工作 

 辦公地點不固定 

 租用工作中心 

 協同空間 

 多點會議 

 雲端工作 

 移動辦公室 

 視訊會議 

 自備設備 

 全面管理 

資料來源：唐秋勇(2017)，56 頁。 

綜上所述，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對一國的勞動者、企業及社會

發展影響既深且廣。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雖然創造大量相關領

域之就業機會與需求，但同時亦引發人力被科技取代之疑慮，而對

既有勞動者之保障權益是否可以因應新型勞雇關係之發展與時俱

進，一個有待各國去關注以及釐清的重要課題。因此，新經濟模式

與新科技發展對各國而言，既是機會也是挑戰。準此，本章首先將

依序介紹目前世界上重要國家在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的發展概況，

包含美國、歐洲、日本、韓國以及中國大陸。其次，本研究將探討

此五國在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下，對勞動市場造成的影響以及

衝擊。最後，本研究亦會整理及歸納這五個國家所提出之因應方案

與對策，以作為本研究後續研提政策建議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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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美國 

一、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概況  

(一)新科技發展概況 

美國自歐巴馬政府上任後，積極展開製造業回流的規劃，自

2009 年到 2015 年推出了一系列重點製造業政策，希望在自動化及數

位化的潮流下，美國可將過去外包出去的製造業逐漸地收回國內，

以改善美國日漸低迷的就業率及經濟情勢，並鞏固美國在世界先進

製造技術的領導地位(表 2-1-1)。2在所有已推行的製造業政策中，又

以《先進製造業夥伴計畫》及經過 6 年規劃及修改的《美國國家創新

戰略》最為關鍵。 

表 2-1-1 2009-2015 年美國重點製造業政策 

年 政策 發展目標 

2009 美國復甦與再投資(ARRA) 
企圖重振美國的製造業，促進經濟發展，降低失業人

口。 

2010 國家出口倍增計畫(NEI) 
立下 5 年出口增加為 2 倍與創造 200 萬工作機會的目

標。 

2010 
美國製造業促進法案(MEA 

of 2010 ) 

又稱「綜合關稅法案」，降低/暫停課徵部分進口關稅，

減輕製造商生產成本，提升競爭力帶動出口。 

2011 
先進製造業夥伴關係計畫

(AMP ) 商務部吸引外氣到美國投資。美國首次將招商工作提

高到總統層級，製造業回流美國。 2011 選擇美國計畫 

2012 委外工作轉回美國計畫 

2012 先進製造國家策略計畫 研擬國家層級計畫、提出具體行動方案和成立相關組

織與單位，逐步落實計畫，例如:2013 建立 3 個創造

創新研究院：(1)輕量和現代化的金屬製造；(2)次世代

電力電子製造；(3)數位化製造與設計創新 

2012 
設立 15 個區域性製造創新

網絡中心 

2013 成立 3 個製造創新研究院 

2014 
「製造業社區夥伴投資計

畫」，建立 12 個製造業社群 

該計畫旨在透過支持長期經濟發展策略，幫助社區吸

引和擴大製造業的私人投資，增加國際貿易和出口的

發展，加快全國製造業社區發展。 2015 再增加 12 個新造業社群 

資料來源: 中華經濟研究院(2015)，WTO 及 RTA 電子報第 486 期(2015.12.11) 

                                                      
2 http://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nid=126&pid=273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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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先進製造業夥伴計畫》及《美國國家創新戰略》 

美國於 2011 年 6 月啟動了《先進製造業夥伴計畫》(Advanced 

Manufacturing Partnership, AMP)，希望確保美國在資訊、自動化、

運算、軟體、感測、網路技術，以及使用先進材料與物理、生物相

關科技(如奈米、化學和生物)等前瞻科技領域之領導地位，不僅著

重新興產業之技術研發，也重視將創新製造方法應用於既有產品。

該計畫由產、官、學界共同成立指導委員會，旨在找出研發設計的

投資機會，並推動共享設備和基礎設施，來展開美國先進製造業的

變革。3 

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曾在其 2015 年發佈的《美國

的先進產業》(America's Advanced Industries)報告中，以：(1)該行業

每人平均的研發支出位列全行業前 20%；(2)獲得 STEM(科學、技

術、工程和數學)學位的員工比例超過全美平均水準兩項指標來做為

「先進產業」的定義標準，據此選出 50 個美國先進產業，涵括了 35

個製造業、3 個能源行業及 12 個服務業(表 2-1-2)。 

根據該報告對這 50 個先進產業的調查結果，發現每個先進產業

創造出的直接和間接就業機會比例為 1:2.2，亦即 50 個先進產業在

2013 年除直接貢獻的 1,230 萬個就業機會外，還能再間接創造出

2,710 萬個新工作機會，共約占美國就業人口的 1/4。由此可知，先

進產業將是美國未來的經濟支柱，同時也可做為政府施政及外國企

業進入該地投資的參考。4 

                                                      
3 https://www.itis.org.tw/Files/PublicationFile/201321113147_ThinkWave070601.pdf 
4 http://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13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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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布魯金斯學會選出的 50 個美國先進產業 

先進製造行業(35 項) 能源行業(3 項) 服務業(12 項) 

航空產品及零組件 汽車 
電力產生、轉換和

分配設備 
建築和工程 

農產、建築、礦山用

機械 

導航、測量及控制儀

器 
金屬礦開採 

有線電視及其他訂

閱節目 

鋁生產及加工 其他化工產品 石油和天然氣開採 計算機系統設計 

音頻和視頻設備 
其他電器設備和零

組件 
 數據處理和託管 

基礎化學品 其他通用機械  醫療和診斷實驗室 

黏土製品 其他雜項製造  
管理、科學和技術諮

詢 

商業及服務業機械 
其他非金屬礦物製

品 
 其他信息服務 

通信設備 其他運輸設備  其他電信服務 

計算機及周邊設備 
農藥、化肥等農用化

學品 
 衛星通信 

電子照明設備 石油和煤炭產品  科學研究及發展 

電器設備 製藥與醫藥  軟體出版業 

發動機、渦輪機和電

力轉換設備 
鐵路機車車輛  無線電信運營業 

鑄造設備 
樹紙和合成橡膠、纖

維和長絲 
  

家用電器 
半導體和其他電子

元件 
  

工業機械 船舶和造船   

鋼鐵及鐵合金 醫療設備和用品   

機動車車體及拖車 

磁性介質紀錄再現

設備及其他光學介

質 

  

汽車零組件    

資料來源:國家實驗研究院之以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http://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 

aspx?PostID=13048 

2015 年，美國科技政策辦公室(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OSTP)公布了最新版的《美國國家創新戰略》(A Strategy for 

American Innovation)，該報告詳細的描繪出美國未來將聚焦的 9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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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領域及 5 大通用技術的發展，相較於之前的兩個版本，新版的國

家創新戰略對維持美國創新生態系統提出了更完善的新政策 (表

2-1-3)。5 

表 2-1-3 美國國家創新戰略聚焦重點 

領域 概要說明 

先進製造 

(Advanced 

Manufacturing) 

以國家製造業創新網路 (National Network for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 NNMI)來恢復美國在高科技製造業創新中的領先地位、

重新投資供應鏈創新、支持與擴大技術密集型製造業公司等。 

精準醫學 

(Precision Medicine) 

用精準醫學來協助臨床醫生更好地理解病人的健康程度、疾病細節

和身體狀況，並更好地預測哪些治療方法最有效。 

大腦計畫 

(BRAIN Initiative) 

通過基因對大腦進行全方位的認知，協助科學家和醫生能對神經類

疾病有更好的診斷和治療。 

先進汽車 

(Advanced Vehicles) 

將感測器、電腦和資料科學方面的突破性發展投入在車對車通訊和

尖端自主技術的商業用途，以加速先進汽車技術開發和部署應用。 

智慧城市 

(Smart Cities) 

由社區管理者、資料科學家、技術人員和企業聯合參與建立。 

清潔能源和節能技

術(Clean Energy and 

Energy Efficient 

Technologies) 

通過部署和開發清潔能源技術來進一步提高能源利用率，在保證提

升美國能源安全的前提下，繼續保持新能源生產量與增加投資規模。 

教育技術 

(Educational 

Technology) 

除為 99%的學生在 2018 年之前接通高速寬頻網路外，為取得在教育

領域新技術突破，美國將投資 5 千萬美元建立教育高級研究計畫局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for Education, ARPA-ED)。 

太空探索 

(Space) 

除重點投資發展商業載人太空運輸技術外，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

(NASA)也開始支持多種項目，如保護宇航員免受太空輻射的研究、

先進推進系統研究、研發讓人類在外太空能生存的相關技術等。 

電腦新領域 

(New Frontiers in 

Computing) 

2015 年 7 月，總統制定國家戰略性電腦計畫(National Strategic 

Computing Initiative, NSCI)，期以高性能計算 (High-Performance 

Computing, HPC)來改善公共服務、推動經濟發展及促進科學發現

等。 

5 大通用領域 奈米技術、機器人技術和自動化系統、先進材料、生物學和工程學 
資料來源:國家實驗研究院之以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http://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 

PostID=11747 

                                                      
5 http://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11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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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國新科技模式下的製造業回流概況 

在過去傳統製造業時代下，考量到人力及原物料成本、市場接

近程度及在地化行銷等因素，美國企業往往基於「總成本」的概念，

將許多的產品外包到其他國家進行生產，以至於一項產品的供應鏈

通常橫跨數個國家。儘管這種跨越數國的供應鏈模式在全球化時代

下相當普遍，然而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的企業發現，供應鏈過長反而

導致許多隱藏成本(如運輸交通及人員溝通)，並且逐漸的掏空美國

本地製造業的基礎與實力。  

工業 4.0下的智慧製造模式恰好為美國製造業回流提供了良好的

契機，在中國大陸等新興工業化國家人力成本逐年上升之際，美國

自行製造的產品不但可以依靠自動化大量地節省當地勞工成本，亦

能夠藉由「美國製造」的標籤來提升產品的信譽，對於產品的生產及

銷售都有莫大的幫助。有鑑於此，身為全球科技創新的領導者，美

國想靠智慧製造和工業互聯網的發展來帶動製造業的復興，其關鍵

因素除了政府的政策外，民間企業的參與更是不可或缺的要素。 

依據天下雜誌引用回流倡議組織(Reshoring Initiative)的數據報

導，工業 4.0 浪潮亦為美國企業回流的一大重要因素(表 2-1-4)，從

2011 年到 2016 年，企業回流美國的前五大地主國分別是中國大陸

(745 家)、德國(177 家)、日本(159 家)、加拿大(120 家)及墨西哥(115

家)，而臺灣位列第 11 位，亦佔了其中的 35 家。綜觀各家企業回流

的原因，可以發現工業 4.0 確實對於自動化生產的推進有極大的助

益，在當地高素質的技術人才輔助下，美國企業得以在國內完成研

發到生產的一條龍製造模式，除了節省時間及運輸成本外，更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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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對產品智財權的保護。6 

表 2-1-4 因智慧製造而回流的美國企業案例 

企業名稱 產品 原產地 回流美國地點 回流原因 

Phylrich 水龍頭 
中國 

大陸 

加州 

Cosata Mesa 

1. 加快生產速度 

2. 機器人讓現有設備增
加 30%產能 

OtterBox 手機保護殼 
中國 

大陸 
科羅拉多州 

1. 自動化 

2. 成本、時間 

英特爾 記憶體晶片 亞洲 
亞利桑那州 

Chabdler 

1. 自動化 

2. 取得技術勞動力 

3. 智財權風險 

Independence LED 
中國 

大陸 

賓夕法尼亞州 

Boyertown 

1. 自動化 

2. 總成本 

3. 貼近客戶 

ExOne 3D 印表機 
日本、
歐洲 

賓夕法尼亞州  

匹茲堡 

1. 更好的品質 

2. 更創新的設計 

3. 更快速的生產 

Maxx 太陽眼鏡 臺灣 
科羅拉多州 

Monument 

1. 3D 列印科技 

2. 快速製作原型 

3. 方便擴大生產線 

WC Bradley 
Co. 

室內油燈 
中國 

大陸 

威斯康辛州 

Monomonee 
Fall 

1. 讓工程接近設計團
隊，方便重新設計 

2. 時間與成本 

Horton 
Archery LLC 

射箭器材 
中國 

大陸 

俄亥俄州  

kent 

1. 自動化 

2. 方便重新設計 

3. 取得技術勞動力 

New England 
Footwear 

鞋 
中國 

大陸 

新罕布夏州  

Stratham 

1. 自動化 

2. 總成本 

3. 品牌形象 
資料來源:天下雜誌 643 期。 

(二)新經濟模式發展概況 

世界經濟論壇的創始人兼執行主席 Klaus Schwab 在 2016 年的世

界經濟論壇及其著作《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強調建立在數位革命基

礎之上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正為世界的經濟、商業、社會和個人帶

來前所未有的系統性影響，造成了國家、公司、行業之間(和內部)

                                                      
6 天下雜誌 64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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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整個社會體系的變革。同樣地，數位化也被美國商務部視為該

國自工業革命以來最大的經濟轉型趨勢7，對美國的勞動力市場有著

重大的影響。「零工經濟」的興起正是美國近年來因應數位化浪潮所

產生的新型態工作模式，而在年輕世代中，亦有越來越多擁有多重

職業的「斜槓青年」8伴隨著此種現象出現。 

根據暢銷書籍《零工經濟來了》的作者黛安 •穆卡伊 (Diane 

Mulcahy)的定義，在傳統全職工作及失業之間的一切樣態工作形

式，含特約派遣、臨時僱用、自營事業、兼差副業、平台接案等自

由工作(freelance work)形式都涵蓋在零工經濟的範圍之內，未來會有

兩股同步持續的趨勢驅動著零工經濟的成長：一是全職工作正在消

失；二是全職員工的招募成為許多企業最後的選擇。9需要注意的

是，自由工作尚未完全取代傳統工作，目前仍有許多勞工採用兼差

的方式進行自由工作，在下班時間藉由網路平台提供個人的服務，

以下針對美國主要的零工經濟模式-平台經濟模式及群眾外包模式進

行介紹。 

1.平台經濟模式 

平台經濟模式(Platform Economics)即平台營運商利用網路或手

機應用程式等，以按需經濟(On-demand economy)10的基礎將服務提

供者與消費者進行配對。消費者可以透過平台提出需求，並搜尋服

務提供者，而提供服務者則可獲得相對應的工作補償。簡而言之，

平台經濟模式改變了傳統的供給本質，將閒置產能(spare capacity)導

                                                      
7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2016/12), ‘First Repor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Board of Advisors’. 
8 出自《紐約時報》專欄作家麥瑞克·阿爾伯撰寫的書籍《雙重職業》，亦即擁有多重職業和身

份的年輕人。 
9 黛安•穆卡伊(2018),《零工經濟來了》，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 1 月。 
10 亦即按照客戶實際需求進行生產經營活動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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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市場，並把傳統的消費者也變成供給者的一員。11目前美國已有眾

多類似的平台服務廠商，其中較知名的有 Uber(乘車服務 )、

Airbnb(短居服務)、Upwork(短期派遣服務)、TaskRabbit(家居服務)

及 Instacart (運輸服務)等(表 2-1-5)。 

以 Uber 為例，該公司自 2009 年成立後，僅花了 5 年多的時間

就成為全球估值最高的非上市企業之一，主要靠的就是高滿意度的

用戶體驗、打破傳統僱傭關係的平台設計及多角化的服務。12Uber

的問世不但使得許多載客率不佳的計程車司機有提高收入的機會，

多元的異業合作與多角化服務(如推出送餐服務-Uber Eats 及主題式

路線的營運等)更吸引了許多失業勞工或兼職者加入成為司機。根據

統計，截至 2015 年中，Uber 在全球已有超過 100 萬名司機。13 

表 2-1-5 美國知名服務提供平台 

名稱 類型 平台特色 

Uber 
乘車 

服務 

以行動應用程式連結乘客和司機，提供載客車輛租賃及實時共

乘的分享型經濟服務。乘客可以透過傳送簡訊或是使用行動應

用程式來預約這些載客的車輛，利用行動應用程式時亦可以追

蹤車輛的位置。 

Airbnb 
短居 

服務 

提供短期出租房屋或房間的服務，讓旅行者可以通過網站或手

機預訂世界各地的房源。每一個住宿物件皆與一位房東連結，

而房東的個人檔案包括其他使用者的推薦、住宿過的顧客評

價，以及回覆評等相關系統。 

Upwork 
短期 

派遣 

為一全球性的網路工作平台，由自由職業市場兩大平台 Elance 

和 Odesk 合併而成，目前為全球最大的綜合人力外包服務平

台。在 Upwork 上提供就業機會不需要支付費用，該平台僅對自

由工作者收取 10％的費用。 

 

 

                                                      
11 傑弗瑞•派克、馬歇爾•范艾爾史泰恩、桑吉•喬德利(2016),《平台經濟模式》，天下雜誌

股份有限公司，2016 年 4 月。 
12 https://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15/06/26/ubers-value/ 
13 http://tech.huanqiu.com/original/2015-06/66076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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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5 美國知名服務提供平台(續) 

名稱 類型 平台特色 

Amazon 

Mechanical 

Turk 

短期 

派遣 

讓委託工作者將繁雜的工作切成瑣碎的任務，並透過主動管理

技術(AMT)將工作以 Human Intelligent Task (HIT) 的形式公開

發布至外包平台，讓工作者 (Turker) 得以透過存取網頁的方式

完成工作。 

CloudCrowd 
短期 

派遣 

使用者只需要透過 Facebook 帳號參與，並完成指定的工作即可

獲得薪酬。 

CrowdFlower 
短期 

派遣 

為提供外包技術的平台，透過特殊的評價機制來管理使用者的

工作品質。 

InnoCentive 
開放式

創新 

讓研究人員或企業家在網路平台上，針對研究或開發新產品過

程中遇到的問題尋求解決方法，並提供獎金將問題外包給來自

各地的菁英。 

Taskrabbit 
家居 

服務 

在網路上刊登簡單的勞力任務(如搬家、打掃等)，並尋求附近有

興趣的人完成。問題刊登後會開始讓「接受者」競標，再由「發

包者」選擇合適人選，得標者才可以獲得這個任務，也等於提

供兼差的工作機會給需要的人。 

Handy 
家居 

服務 

位於美國紐約的清潔公司，只要加入會員，就能從網路或 App

請人到家裡進行打掃、修水管或組合傢俱等服務，所有清潔工

皆被 Handy 平台篩選過。 

Instacart 
運輸 

服務 

消費者由 APP 下訂後，系統會自動配對購物清單和送貨者，再

由送貨者到指定店家採買，並在一個小時內送到家門口。Instacart

會負責審核送貨者的資格並提供訓練。 

資料來源:透過文獻及網路資料整理 

2.群眾外包模式 

群眾外包(Crowdsourcing)(簡稱為眾包)為作家 Jeff Howe 於 2006 

年在「眾包的崛起」(The Rise of Crowdsourcing)一文中所提出，意指

將過去由指定的員工完成的工作，公開地交由不固定的一群人完

成。相較於平台經濟模式採用較多個人對個人的一對一服務，眾包

更多指的是企業將部分較具專業性的服務交由具有相關知識及技術

的外部勞工執行，因此眾包又可被稱為群眾工作(crowd wo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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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人類計算(human computation)及同

儕生產等(peer production)，其更加開放以及基於群體的特性與傳統

的企業外包(Crowdsourcing)有較大的差別。與僱用全職專業員工相

比，眾包的價格相對較低廉，且能夠隨時在市場上找到可以提供專

業服務的人才，因此目前採用這種模式的公司不僅包括 Google 和微

軟等高科技公司，還包括了豐田和通用電氣等傳統大型企業。根據

統計，2012 年美國眾包服務市場規模已突破 10 億美元，較 2011 年

成長超過 60%。14 

P&G 為第一批採用眾包服務的大型企業之一，儘管該公司已投

入了龐大的研發經費僱用了 9,000多名研究人員和科學家，但仍有許

多難以解決的問題是採用眾包的方式尋求全球的專業人士來參與解

決。舉例來說，P&G 推出的「Connect + Develop 計畫」就是幫助外

部創新者向 P&G 提交新的想法以供其開發。該計畫的網站不僅列出

了 P&G 試圖解決的問題，還提供了一個開放式區域讓外部創新者可

以在其中提供原創的想法。此外，P&G 也與開放式創新平台

InnoCentive 合作，藉由眾包模式獎勵創新。截至 2014 年，

InnoCentive 的使用者已經從 P&G 獲得了超過 4,000 萬美元的獎勵，

而這個平台所收集到的資訊也幫助 P&G 在一年內解決了 75%的問

題，同時提高了 60％的生產力，並在各個市場建構了 100 多條新的

產品線。15 

二、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對勞動市場及勞動權益造

成之影響 

                                                      
14 European Parliament (2016/3), ‘The Future of Work: Digitalisation in the US Labour Market’. 
15 

https://www.crowdsource.com/blog/2014/05/crowdsourcing-industry-trends-unique-ways-ompanies-

leveraging-crowd-will-impact-future-job-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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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為美國的傳統產業型態帶來了幾個重要的

改變，許多的企業得以藉由此模式縮短產業價值鏈及延伸服務領

域。以平台經濟模式為例，傳統的產業價值鏈涵蓋採購、研發、生

產、銷售到售後服務等多個環節，多數企業只能選擇在其中的某一

環節進行專業化生產，這除了導致資訊及商品的傳遞無效率外，複

雜的溝通形式也讓來自下游的反饋難以向上傳遞。此種無效率且複

雜的溝通模式，在網路平台化興起下逐漸改善，「去中間化」的平台

特性讓供需雙方可以直接對接，使資訊能夠更自由的流通。Uber 直

接連接司機與乘客的資訊，迅速即時地完成接送服務；Airbnb 讓人

人家裡都能夠成為旅館，皆為美國平台服務商進行「去中間化」的著

名案例。此外，平台經濟模式讓產業定義越來越模糊，「去邊界化」

的特性亦有助於企業的跨界整合，如Amazon從商品販售延伸到雲端

計算的資料服務領域；Uber 則從一般接送服務延伸到送餐服務。16 

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毫無疑問地為美國的企業帶來了轉型及延

伸服務領域的契機，卻也對美國的傳統產業型態造成了相當大的衝

擊，以共享經濟為出發點的數位平台儘管能夠發揮媒合閒置資源的

功能，對傳統產業中無效率的部分進行改善，但其對企業的營運規

模及方式都產生了顛覆性的影響。17此外，勞工能夠在新科技及新經

濟時代下擁有更彈性的工時、更開放的工作時間及辦公場所，但也

被要求具備更多樣化的技能及面對更低保障的勞動權益，同時未來

不同階層的工作機會也會有所增減。此部分將介紹新經濟模式與新

科技近年對美國的勞動市場及勞動權益所造成的影響，以及美國所

採取的因應措施。 

                                                      
16 陳威如、王詩一(2016)，《決勝平台時代》，城邦商業週刊出版社，2016 年 11 月。 
17 臺灣新社會智庫全球資訊網-平台經濟的法律挑戰: http://www.taiwansig.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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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在美國對勞動市場的影響 

1.中階技術且重複性高之職務受數位化衝擊程度最大 

歐美各國對未來工作型態的觀察顯示，新科技及新經濟下的勞

動市場正變得更為兩極化，高階技術職務因工作內容與新科技相互

補，預估未來就業機會與薪資均將提高；而中階技術職務因為內容

通常是一些例行性的任務，有一定程序或規則且可被編撰的，因此

容易被數位科技取代，因此受衝擊程度最大，加上工作外包趨勢，

預估未來就業機會與薪資均會下降；至於低階技術且極低薪資的職

務，未來就業機會將會增加，惟因數位科技釋出的例行性工作人力

加入競爭，將使薪資更為降低。18 

根據 PwC 報告顯示，未來 15 年，美國 16-24 歲年輕勞工有 39%

工作可能被自動化取代；另以美國總勞動市場趨勢來看，47%勞動

者屬於被取代的高風險群，而此易被取代之職務的工作內容多屬高

重複性的中階工作。另外，美國聯準會(Fed)調查顯示，主要工作年

齡(25－54 歲)的中階技術男性勞工們若持續脫離職場，且沒有因應

時代學習新技術將很難重返職場。 

OECD 從勞工技能和年齡的角度也觀察到，數位化時代所要求

的技能造成目前中階工作人員(如簿記人員)的需求降低，19而從事體

力工作的低階技能工人(如保安)和從事非常規工作的高階技能人士

(如法律工作者)的需求卻不斷上升，這意味著從事中階工作的人員

需要能夠將自身的工作能力提升到高階技能，方能在新科技及新經

                                                      
18 Christophe Degryse(2016), ‘Digitalization of the economy and its impact on labour market’, 

European Trade Union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2016/02. 
19 OECD (2015), ‘OECD Skills Outlook 2015: Youth, Skills and Employability’, OECD Publishing. 

http://dx.doi.org/10.1787/9789264234178-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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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時代下找到自身在勞動市場的定位。除此之外，老年人和未受過

高中以上教育的人將會是數位化時代下最缺乏數位技能的群體。 

喬治城大學則從勞工教育水平的層面進行觀察，1973 年有高達

7 成的就業人口僅有高中職的學歷，但預計到 2020 年將有三分之二

的工作需要大專(College)以上的文憑。該報告也另外指出，儘管低

階的工作會保持一定程度的穩定，但中階技能工作仍會逐漸減少(圖

2-1-1)。 

 
資料來源: Carnevale, A.P, Smith, N., and Strohl, J. (2014). Recovery: job growth and education    

Requirements through 2020. Georgetown University. 

圖 2-1-1 2020 年美國勞動力的教育需求預測 

2.自由工作者的興起 

根據美國自由工作平台 Upwork 以及自由工作者聯盟(Freelancers 

Union)於 2017年 10月 17日發布的報告《Freelancing in America:2017》

顯示，美國已經有 5,730萬名的自由工作者，占美國總勞動力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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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每年為美國所帶來的經濟貢獻約為 1.4兆美元，較2016年增加

近30%。該份報告對6,000名美國勞工(2,173名的自由工作者及3,827

名的傳統勞工)進行了不同構面的調查(表 2-1-6) 20，發現按照目前的

成長速度，美國在 2027 年，大部分的勞動人口都將成為自由工作

者。此外，隨著工作型態的變化，美國的自由工作者正在重新學習

技能(Reskilling)、增加工作項目的組合、分散客戶的選擇以及更加

努力地儲蓄來應對未來的不確定性。 

表 2-1-6 Freelancing in America:2017 四項構面的關鍵發現 

1. 評估變化：AI 的影響、自由工作者和未來的工作 

1. 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下，美國有 54%的工作者不確定現有的工作還能持續超過 20 年。 

2. 自由工作者更加意識到就業市場的轉型：有 49%的自由工作者表示，他們的工作已經

受到人工智慧和機器人的影響，而只有 18%的非自由工作者表示贊同。 

3. 自由工作者更經常地提升自己的技能，並相信他們已對未來做了更好的準備：65%的

自由工作者表示會隨著工作型態的演進來提升技能，而只有 45％的非自由工作者同

意。 

2. 量化分析：對勞動力的工作量及未來將佔多數的自由工作者的預測 

1. 2017 年有 5,730 萬個自由工作者。 

2. 自 2014 年以來，美國自由工作者數量的成長速度比整體的勞動力成長快了 3 倍。 

3. 年輕人正在加速成為自由工作者，幾乎有一半(47%)的千禧世代族群是自由工作者。 

4. 按照目前的成長速度，美國大部分的勞動人口將在 2027 年成為自由工作者。 

3. 檢驗原因：導致更多人選擇成為自由工作者的理由 

1. 以自由工作者作為主要職涯規劃的看法變得越來越積極：69%的自由工作者同意此觀

點(較 2016 年增加 6%)。 

2. 全職自由工作者的主要動力是工作的自由度和靈活性，而兼職自由工作者則主要被賺

取額外收入和工作的靈活性所驅動。 

3. 越來越多的自由工作者認為擁有多元化的客戶組合比僅擁有一個雇主更安全(63%的

人同意這個論點，較 2016 年成長 10%)，平均每位自由工作者每個月擁有 4.5 個客戶。 

4. 自由工作者透過網路找到更多的工作。 71%的人表示 2017 年從網路獲得的工作量有

所增加(較 2016 年增加 5%)。 

5. 喜歡被稱為「自由職業經濟(Freelance Economy)」的受訪者(49%)是喜歡被稱為「零

工經濟(Gig Economy)」的受訪者(10%)的 5 倍。 

                                                      
20 https://www.slideshare.net/upwork/freelancing-in-america-2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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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6 Freelancing in America:2017 四項構面的關鍵發現(續) 

4. 考慮因素：自由工作者的財務狀況、經濟影響和擔憂事項 

1. 自由工作者每年為美國經濟貢獻約為 1.4 兆美元，較 2016 年成長了近 30%。 

2. 自由工作者和非自由工作者關注許多同樣的事項，包括醫療保健、債務及儲蓄等。 

3. 自由工作者面臨的首要獨特問題為「收入的可預測性」，因此自由工作者會較非自由

工作者更加努力地儲蓄。 

4. 70%的自由工作者更喜歡自己盡可能地賺取更多的工資和福利，而不是通過雇主或客

戶來獲得獲得較少的工資和福利。 

5. 72％的自由工作者表示，若候選人支持自由工作者的利益，他們願意跨越黨派給予支

援。 

資料來源: Freelancing in America:2017 

(二)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對勞動權益的影響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於 2015 年 12 月公佈的

研究發現，在 1971年至 2015年間，美國中間收入的家庭數正逐漸減

少、而高收入與低收入之家庭數反而有增加的情況，21研究人員認為

這種長期演變與中產階級的就業狀況緊密連結，有越來越多的中產

階級勞工加入了臨時工、打工族及自由工作者的行列，這對勞工的

保障，如最低工資、安全、家庭、健康等權益皆受到了影響。 

1.僱傭關係不明所衍生的權益糾紛 

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下激增的「非典型工作者」重構了傳統的僱

傭關係，尤其在平台經濟模式中，很多平台業者並沒有明訂僱傭契

約、工資標準、工時規定或固定工作場所；勞務提供者也缺乏如養

老保險、失業保險、職災保險、醫療保險、退休金、加班費及產假

等社會保障，一旦這些非典型工作者在缺乏社會保障機制下發生意

                                                      
21 Pew Research Center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Annual Social and Economic 

Supp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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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很有可能造成維護社會安全網的社會保障系統失靈的風險，22目

前在美國已有幾起因僱傭關係不明而造成勞資糾紛的案例。 

(1) Uber 平台與司機間的糾紛案例 

Uber 及其他共用平台的興起，引發了全球對於零工經濟工作者

勞工權益的廣泛討論。作為全球市值最高的獨角獸，Uber 的服務範

圍已經遍佈超過全球 83 個國家、674 座城市，全球約有 150 萬名註

冊司機，光美國就有超過 16萬名的 Uber司機。23Uber實質上未擁有

車隊，和使用平台的司機之間亦沒有任何形式的勞動契約，只有司

機工作時才給予報酬，且司機必須自行負責其社會保障與工作安

全。 

Uber 司機與 Uber 平台間之「工作關係」應如何定位引發巨大爭

議，司機控告 Uber 無視勞動法，未保障勞工應有勞動權益、不正當

苛扣司機小費，同時主張 Uber 司機應被視為受僱人，並享有所有一

般受僱人得以享有的社會保障、職業災害保險、失業保險等社會福

利，及包含如汽車油價、車輛保養、意外損失等之補貼。然 Uber 則

主張它們只是一個技術平台而非交通運輸公司，屬於「共用經濟型平

台」，司機都是為自己工作而非為 Uber 工作，因此不應視為受僱者

(鄭津津，2017)，目前 Uber 在多國都因為僱傭關係不明而面臨了廣

泛的關注。 

(2) Amazon Mechanical Turk 的勞資不平等行為案例 

Amazon 推出的 Amazon Mechanical Turk(AMT)則是在眾包平台

                                                      
22 馬化騰等(2017)，《共用經濟：改變全世界的新經濟方案》，天下文化出版社，2017 年 2 月。 
23 http://www.businessofapps.com/data/uber-statistic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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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出現勞資不平等的案例。AMT 的機制限制了張貼任務的客戶可以

審核服務提供者，但服務提供者無法反過來審核客戶，且客戶可以

拒絕服務提供者在該平台上給出的解決方案，並因此拒絕支付工

資。Amazon 並沒有為這種不平等模式提供任何申訴管道或機制，被

認為變相地允許客戶將拖欠工資合理化。 

針對上述情況，兩位電腦科學博士生推出了 Turkopticon 的網站

和瀏覽器擴展程式，將之安裝在 AMT 的平台，以幫助解決服務提供

者在工資、審核公平性及審核客戶上的問題。截至 2016 年 1 月，

Turkopticon 的網站已達到 56,000 人，其中 35,000 人都在使用瀏覽器

擴展程式。儘管外部的方案能夠暫時的保護服務提供者應有的權

益，但這種做法並不能做為長期有效的解決辦法。Turkopticon 一直

是由設計者自行運營，當服務提供者與客戶發生糾紛時，

Turkopticon 並沒有足夠的立場作為調節者，而處於進退兩難的境

地。24 

2.缺乏勞動和就業法的保障 

 由於自由工作者或獨立承包商不受美國聯邦勞動和就業法的保

障，在自由工作者越來越多的情況下，對於這類群體在福利措施和

保障津貼方面的缺乏已引起了社會極大的關注。25 

(1)最低工資 

隸屬於美國公平勞動標準法案(Fair Labor Standards Act, FLSA)

的 2007 年最低工資法(The Fair Minimum Wage Act of 2007)，於 2009

                                                      
24《世界非標準就業》，國際勞動組織，2017 年。 
25 European Parliament (2016/3), ‘The Future of Work: Digitalisation in the US Labour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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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進行第三階段的調整後，將聯邦最低工資修正為 7.25 美元，目前

全美已有超過一半的州將最低時薪定在此標準之上。相比之下，自

由工作者則沒有最時薪的保障。 

(2)超時津貼 

公平勞動標準法案並無限制工作時間，但需要額外支付每週工作

超過 40 小時的時間，而自由工作者則無法得到這種額外補償。 

(3)失業補貼 

失業補貼的具體細節由各州自行確立，但一般來說僅有合格就

業的勞工才有資格領取，自由工作者則被排除在外。 

(4)家庭與醫療假 

家庭與醫療假法案(Family and Medical Leave Act, FMLA)賦予符

合資格的勞工因為家庭和醫療因素而採取無薪假措施，但自由工作

者無權適用此項條款。 

(5)雇主承擔的賦稅義務 

在傳統的僱傭關係中，雇主須負責支付應承擔的社會保險和醫

療保險稅，而自由工作者則必須自行支付這些稅款。 

三、因應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之具體措施  

在數位經濟和零工經濟盛行的現代社會，平台提供商為了節省

正式聘僱人員的高額成本，多傾向於提供臨時性的工作機會給自由

工作者，但現行的法規無法強制規定平台商對自由工作者提供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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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犯罪背景的調查，或者是提供教育訓練，因為這些做法會讓

自由工作者的角色定位更加接近為「勞工」，這對自由工作者及消費

者都缺乏了相關的保障，而僅有平台商可以規避大部分的風險。 

平台商、自由工作者與消費者之間的不平等，已在全球被視為

普遍性現象，由於全球化網路平台興起得太快，多數國家的立法部

門來不及制定配套措施，以應對新的商業模式讓勞工的工作環境、

工作時數、基本薪資、健康保險、失業救濟及社會保險等傳統保障

突然消失的問題，目前除了靠受影響的勞工及自由工作者提起訴訟

自力救濟外，美國政府亦針對零工經濟的潮流，正逐步改善相關法

令的配套措施。 

(一)推出數位技能提升方案–TechHire Initiative 

由於數位化導致許多中階技能勞工轉而成為臨時工、打工族及

自由工作者，因此美國政府正因應這類未來可能受數位化影響而成

為弱勢族群的勞工進行技能提升的規劃。「高科技人才招聘計畫」

(TechHire Initiative)為美國前總統歐巴馬在 2015 年 3 月推出的高科技

人才建設方案。該方案旨在透過在全美各地的社區建立培育科技人

才的管道來協助擴大當地的高科技相關產業。該計畫主要包含三個

部分：(1)有超過 20 個社區及 300 多個合作企業簽署成為加速培訓戰

略的試點；(2)大型的民營公司和國家部門亦致力於為這些 TechHire

社區提供所需的支援；(3)總統承諾提供 1 億美元的聯邦補助金。26 

TechHire Initiative 特別關注社會的弱勢群體、婦女以及少數民

                                                      
26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node/325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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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除了透過大學或社區學院等傳統教育管道，也藉由不同的合作

機構以及編碼訓練營(coding boot camps)來提供免費或有折扣的線上

教育課程，希望能夠透過社區、城市、企業和非營利組織的訊息、

工具和資源的共用，以實現培養出能進入高科技產業工作所需技能

的目標27 (表 2-1-7)。截至目前為止，TechHire 試點的社區數量已經

成長到 50 多個(表 2-1-8)。 

表 2-1-7 TechHire Initiative 的運作體系 

1. 滿足雇主需求 

有鑑於雇主對 IT 技能的需求不斷的成長，負責從非傳統和傳統培訓項目

中招聘員工的人員正在對現有的招聘方式進行審查和更新，將傳統與非傳

統培訓項目的招聘進行整合；雇主也正在努力分享當地所需的技能需求，

以確保培訓能夠帶來就業機會。 

2. 有效的創新培訓 

除了傳統的四年制和兩年制學位課程之外，新的培訓模式讓有興趣的無技

術相關經驗的學生能在幾個月內獲得編碼的技能。這些新的培訓項目可以

獨立運作，也可以作為當地社區學院或大學教育的一部分。 

3. 社區領導 

由當地社區的領導階層召集並協助促進當地參與者之間的溝通、協作和創

新。市長、理事會成員、勞動力發展計畫辦公室和其他地區性領導者可以

召集雇主、培訓機構和其他當地關鍵參與者，一起承諾支持這個計畫。 

4. 區域夥伴 

大多數城市擁有廣泛的地區性領導者，可以將他們的資源和專業知識帶入

這個計畫。例如，當地技術性的社區領導者能夠邀請計畫裡的新生參與他

們的技術會議、創業週末、開發者駭客技術(developer hack-a-thons)、校園

技術和創業團體，以及在其他全國大部分城市的聚會。 

資料來源: 美國白宮網站: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node/325231 

                                                      
27 European Parliament (2016/3), ‘The Future of Work: Digitalisation in the US Labour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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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8 美國已加入 TechHire Initiative 的社區所在地 

第一波加入 第二波加入 第三波加入 

Rochester, NY State of Maine Burlington, VT 

New York City, NY State of Rhode Island New Haven, CT 

Philadelphia, PA Pittsburgh, PA Newark, NJ 

State of Delaware Akron, OH Washington, D.C. 

Detroit, MI Lynchburg, VA Virginia 

Eastern Kentucky (54 

counties) Cincinnati, OH Raleigh, NC 

Louisville, KY Birmingham, AL Flint, MI 

Nashville, TN New Orleans, LA Indianapolis, IN 

Chattanooga, TN Oakland, CA Atlanta, GA 

St. Louis, MO San Jose, CA Tallahassee, FL 

Memphis, TN  Milwaukee, WI 

Minneapolis, MN  Jackson, TN 

Kansas City, MO  Jackson, MS 

Buffalo County and the 

City of Kearney, NE 
 Tallahassee, FL 

San Antonio, TX  Miami, FL 

Albuquerque, NM  Austin, TX 

Salt Lake City, UT  Riverside, CA 

Los Angeles, CA  Seattle, WA 

San Francisco, CA   

Portland, OR   
資料來源: 美國白宮網站: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node/325231 

(二)從法制面確定僱傭關係 

在共享經濟及平台經濟模式下，服務提供者是屬於傳統受僱者

還是自僱者，一直是很有爭議的議題，目前美國針對自僱者及受僱

者的分類(表 2-1-9)，以及是否應在傳統雇員(W2 報稅表)與獨立承包

商(1099 報稅表)之間加入一個新的勞動者類別已有相關的討論，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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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確切的法律制定之前，平台商仍多傾向於將服務提供者視為獨立

承包商，即自僱者。由於現行法令並無明確規範共用平台需要履行

雇主義務，因此被視為自我僱用的服務提供者無法享有傳統的各類

社會保障，而身為仲介的平台不但未負起應有的責任，更對服務提

供者提出許多的管理要求，引起了大量的糾紛及相關的訴訟。如交

通運輸業的 Uber、Lyft，家事服務業的 Homejoy 及外包物流業的

Instacart 都曾因此惹上官司。28 

表 2-1-9 美國法令中自僱者與受僱者的分類 

自僱者 受僱者 

彈性工作 結構化的工作 

自行提供工作的器具與材料 提供工作的器具與材料 

無超時工作津貼 有薪資福利及超時工作津貼 

無勞動法令保障 受勞動法令保障 

無法組織或加入工會 可以組織或加入工會 

資料來源: The Federalist Societ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QpyrFiQls0&t=47s 

加州法院 Barbara Ann Berwick v. Uber Technologies, Inc.一案為

採用法律公權力明確僱傭關係的代表性案例。加州勞動委員會依據

加州判例及勞動法，仲裁判斷認定案例中之Uber司機與Uber存在僱

傭關係，因此 Uber 必須給付司機薪酬、補償與利息 (鄭津津，

2017)。法院判決的依據主要是認為Uber錯誤地將許多司機當做獨立

的承包商來處理，而不是全職員工。美國國家稅務局認為，如果一

工作者所提供的服務是完全被雇主所控制的，那麼就不符合「獨立承

包商」的角色。Uber為了提供消費者高品質的服務，嚴格篩選司機，

                                                      
28 馬化騰等(2017)，《共用經濟：改變全世界的新經濟方案》，天下文化出版社，2017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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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APP 監控路線，對於不良司機亦可不優先或拒絕派車，此外，

平台服務的使用與終止期限由 Uber 決定，而司機也必須配合 Uber

的促銷活動，且一旦離開平台即喪失被派車的機會。基於上述理

由，美國法院認為 Uber 無法將 Uber 司機視為「獨立承包商」。 

(三)逐步建立自由工作者的社會保障 

美國的自由工作者因為沒有全職工作，因此無法享有雇主所提

供的各項福利，必須在現有的法律保障下，依靠自身的需求在醫療

照護、退休儲蓄、失業保障、帶薪休假、殘疾保險、人壽保險及勞

工災害賠償等方面，以自行建立的安全網來取代組織的保護傘。現

在已有越來越多的民間新創企業協助自由工作者打造客製化的福利

方案，如 Peer.org、自由工作者聯盟(The Freelancers Union)、躍進健

康(Stride Health)及誠正理財(Honest Dollar)等。29 

「患者保護與平價醫療法案」(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 PPACA) ，又稱為「歐巴馬健保」(Obamacare)，是目前美

國自由工作者得以在沒有雇主的情況下獲得健康保險的最佳保障。

該法案規定除宗教信仰或經濟困難的原因外，所有美國公民都必須

購買醫療保險。此外，這項法案亦對私人醫療保險行業與公共醫療

保險項目進行改革，將 3,000萬無醫療保險的美國公民納入了保險範

圍。30 

PPACA 不但讓顧問、特約人員、自由工作者、兼職人員、按需

                                                      
29 黛安•穆卡伊(2018),《零工經濟來了》，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 1 月。 
3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2%A3%E8%80%85%E4%BF%9D%E6%8A%A4%E4%B8%

8E %E5%B9%B3%E4%BB%B7%E5%8C%BB%E7%96%97%E6%B3%95%E6%A1%88 



42 

機動工作者(on-demand worker)等群體不必依賴雇主就能夠有彈性的

獲得健康保險，也為收入低於特定標準的工作者提供保險費、扣除

額和自付額的補貼。但要注意的是，PPACA 的價格和選擇會依地理

位置而改變，如科羅拉多州的亞斯本(Aspen, Colorado)所提供的選擇

較少，且價格亦較高，因此未來美國針對自由工作者在健康保障的

改革仍需與時俱進。31 

在退休計畫方面，由於靠零工經濟維生的自由工作者無法享有

公司提供的退休金制度，因此需要自行提早規劃退休後的生活。此

部分的保障可以善用「個人退休福利計畫」(Individual 401[k]s)32及簡

易雇員退休金 (Simplified Employee Pension 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 SEP IRA)33。相對於員工每年僅能自行提撥限額 18,000美元

的傳統 401(k)計畫，個人的 401(k)及SEP IRA計畫都可以將提撥上限

大幅拉高到每年53,000美元34，讓自由工作者有機會進行彈性操作，

在收入高的時期增加儲蓄、收入減少時縮減儲蓄(表 2-1-10)。 

表 2-1-10 美國退休金計畫比較 

退休金計畫 參與資格 

個人 401(k) 自營、合夥、約聘工作者及自由工作者 

SEP IRA 自營、合夥、約聘工作者及自由工作者 

401(k)/401(b)/527 等 受僱員工、雇主 

傳統或 Roth IRA 受僱員工、自營約聘工作者及自由工作者 

資料來源: 黛安•穆卡伊(2018),《零工經濟來了》，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 1 月。 

                                                      
31 https://www.hbrtaiwan.com/article_content_AR0006838.html 
32 為美國於 1981 年創立的延後課稅的退休金帳戶計劃，美國政府將相關規定明訂在國稅法第

401(k)條中，故簡稱為 401(k)計劃。此外，美國的退休計劃有許多類，如公務員、大學職員

皆有相關法例供應退休金，而 401(k)只適用於私人公司的僱員。 
33 IRA(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s)是聯邦政府提供稅收優惠、個人自願參與的個人補充養老

金計畫。而 SEP IRA 則為其中一種低成本且管理簡易的退休計劃。 
34 2015 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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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歐洲 

一、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概況  

(一)新科技發展概況 

經過了蒸汽引擎發明、電力發明與大量製造及電腦設備普及化

的三次工業革命後，雲端運算、大數據、物聯網及人工智慧等資通

訊產業的發達，帶來第四次的工業革命–「數位革命」。資通訊網路

的進步使得歐洲整體產業朝更為快捷、高效及開放的方向轉變，驅

使了德國、英國及荷蘭等工業先進國家大量投入了「工業 4.0」的智

慧化生產模式。 

2012 年德國聯邦政府提出「工業 4.0」(Industry 4.0)計畫，目的

是要解決全球競爭下所面臨的製造危機和人口老化等問題，並由德

國聯邦教育及研究部和聯邦經濟及科技部聯合資助，預計投資 2 億

歐元，用來提升德國製造業的電腦化、數位化及智慧化。「工業 4.0」

代表著技術由嵌入式系統(embedded systems)轉向網實整合(CPS；

Cyber Physical System)的革命過程。換言之，「工業 4.0」代表的傳統

工業模式將迎來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數據及服務的第四

波工業革命(Germany Trade & Invest, 2014) 35。 

2013 年，德國 BITKOM(資訊電信暨新媒體)、VDMA(機械設備

製造)、ZVEI(電氣工程和電子工業)三大產業公會出資成立了工業4.0

平台，以回應德國政府的工業 4.0 政策，與對企業界的行動進行協

調。2015 年，該平台納入了政府、研究機構和工會，將科技、社

會、勞工、法律和技術標準問題進行了整合，由聯邦經濟能源部和

                                                      
35 Germany Trade & Invest(2014), ‘I Industrie 4.0-Smart Manufacturing For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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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發部提供經費，並由產、官、研等九人組成最高決策委員會36 

(圖 2-2-1)。 

 

 

 

 

 

 

資料來源:天下雜誌 601 期。 

圖 2-2-1 德國工業 4.0 平台組織架構 

工業 4.0能夠將孤立的生產自動化單位轉成整合式的設備，並且

彼此相互連通以提升整個系統的靈活性、速度以及品質。在這個第

四波的工業創新浪潮中，共有自動機器人、模擬技術、水平和垂直

系統整合、工業互聯網、網路安全、雲計算、增材製造37、擴增實境

38以及大數據分析等九大支柱技術包含在工業 4.0 的轉型框架之中，

這些技術的整合不但能夠藉由完整的生產流程來提升效率，更會改

變供應商、製造商、消費者之間的關聯性，以及人與機器之間的關

係。以德國為例，在 2025 年以前，德國製造業憑藉工業 4.0 提升的

生產率金額將佔製造總成本的 5-8%，相當於 900億到 1500億歐元。

                                                      
36《天下雜誌第 601 期》，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2016 年。 
37 採用材料逐漸累加的方法製造實體零件的技術，相對於傳統的材料去除－切削加工技術，是

一種「自下而上」的製造方法。 
38 指透過攝影機影像的位置及角度精算並加上圖像分析技術，讓螢幕上的虛擬世界能夠與現實

世界場景進行結合與互動的技術。 

決策委員會 

經濟部及教研部長；德
國電信、工業總會、冶
金公會、SAP、弗朗霍
夫研究院、西門子、菲
斯妥等企業領導人 

秘書處 

行政、協調平
台各小組、舉
辦活動、專案
管理 

指導委員會 

成員：企業代表 

功能：針對工業
小組擬定的方
案，提出執行策
略 

工作小組 

成員：產、官、學、
研專家 
功能：擬定標準、
資安、法律、研發
以及就業等五大
領域行動方案 

策略小組 

成員：政府、研究
機構、產業公協
會、工會代表 

功能：針對工業 4.0

帶來的各種影響，
提供政策諮詢 

研究平台 

成員：全國
50-60 家研究機
構、大學 
功能：提供中小
企業測試平台
與基礎設施 

標準化諮詢平
台 

功能：協調工業

4.0 相關技術標

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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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為瞭解工業 4.0對不同類型工作的實際應用，BCG研究了德國 23

個行業共 40類工作，並對 20位行業專家進行了訪談，最終整理出涵

蓋大數據、機器人、無人駕駛及智能供應網路等 10 個工業 4.0 應用

場景40(表 2-2-1)。此外，為了加速歐洲實現工業 4.0 的進程，泛歐洲

工業組織 EUREKA 推出了名為 SMART 的先進製造業計畫，吸引了

包括德國、捷克、西班牙、義大利、法國、芬蘭、葡萄牙、瑞典與

土耳其等歐洲工業大國表達參與的意願。41由此可知，工業 4.0 所帶

動的智慧化工業風潮已在歐洲逐漸蔓延，除德國外，目前英國及荷

蘭等國皆已有企業及組織針對工業 4.0的設備及模式進行開發，並且

將應用範圍延伸至傳統製造業，在醫療及農產種植等領域皆有代表

性的案例(表 2-2-2)。 

表 2-2-1 工業 4.0 的 10 個應用場景 

應用場景 應用內容 

1.大數據導向品質控制 對歷史數據進行運算，發現品質問題，減少不良品 

2.機器人輔助生產 運用靈活的類人型機器人完成組裝和包裝類工作 

3.自動駕駛物流車 全自動運輸系統在工廠中實現智慧運行 

4.生產線模擬系統 利用新軟體模擬和優化流水線 

5.智慧供應鏈網絡 監控整個供應網路，做出更好的供應決策 

6.預防性維修 遠端監控設備有助於在設備出現故障前進行維護 

7.機器即服務 製造商除銷售機器外，也包括維護保養在內的服務 

8.自組生產 可自動協調的機器有助於提升使用率和產出 

9.複合零件的積層製造 3D 列印技術有助於一站式打造複雜的零組件 

10. 擴增實境技術強化維護和服務 第四維度有助於提供指導、進行遠端協助和紀錄 

資料來源:1. BCG (2016), “工業 4.0 時代的人機關係：到 2025 年，技術將如何改變工業勞動力結

構?”2. 應用場景的 10 個名詞則參考 http://itriexpress.blogspot.com/2015/12/bcg4020152025.html  

                                                      
39《工業 4.0：未來生產力與製造業發展前景》，BCG，2016 年。 
40 《工業 4.0 時代的人機關係：到 2025 年，技術將如何改變工業勞動力結構?》，BCG，2016

年。 
41 

https://www.digitimes.com.tw/iot/article.asp?cat=158&cat1=20&cat2=10&id=0000492475_4ao3w7

s68fkz1r44xm3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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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 導入工業 4.0 模式的歐洲企業/組織案例 

企業名稱 國家 導入工業 4.0 特色 

Siemens 

 (西門子) 
德國 

1. 強調生產前期利用虛擬系統完成產線之建置規劃，以達整體

建置本最低化、建置時程最短化的目的。 

2. 廠房內部導入智慧自動化，使生產資源與耗能達最具經濟效

益之目標。 

3. 從產品設計到售後服務的全產品生命週期管理。 

Optima 

 (奧姆蒂瑪) 
德國 

1. 擁有德國第一套能夠達到少量多樣、大量客製化的多載具運

輸系統，讓一條產線可同時生產五種不同洗髮精，並能夠根

據訂單需求隨調整產線。 

2. 運用大數據分析及即時監控技術，向產品的上下游延伸，提

供客戶完整的工業 4.0 方案。 

Rolls-Royce  

(勞斯萊斯) 
英國 

1. 將飛機引擎出租給客戶，專職飛行時數與維護的服務。 

2. 利用衛星回傳引擎感測器的數據進行即時分析。 

3. 客服人員發現數據異常即馬上通知維修人員提早檢修。 

Unilever 

(聯合利華) 

英國 

荷蘭 

1. 採用 Parsable 工業 4.0 平台，將紙本的作業指南轉為數位流

程，進而降低生產線停機時間，藉由即時合作和通訊來改善

核心流程的循環時間。 

2. 員工可使用數位工具進行合作，一旦發生非預期情況可以即

時應變。 

3. 新員工可藉由按部就班的教學影片進行學習，而團隊主管則

可以即時收到作業報告。 

Reinier de 

Graaf 

(大型臨床培

訓醫院) 

荷蘭 

1. 由護士根據病人狀況和手術需要，事先設定好功率及數值，

並傳輸至微創手術機器人。 

2. 醫師僅需藉由中央影像系統操縱機器手臂進行手術。 

3. 多功能的數位手臂可減少手術失誤機率及空間的運用。 

Demokwekerij 

(農研中心) 
荷蘭 

1. 全自動偵測及精準的灌溉系統，僅需耗費傳統種植法 1/20

的用水量。 

2. 溫度、作物生長、蟲害、受光、濕度及氣體的變化等，都受

農場大腦系統 24 小時監控。 

3. 根據大腦系統的監測和分析結果，自動調整光照、加溫或冷

卻、造物或除濕等。 

資料來源:資策會《工業 4.0 時代的人機關係：到 2025 年，技術將如何改變工業勞動力結構?》、

天下雜誌第 601 及 624 期與

http://gb-www.digitimes.com.tw/iot/article.asp?cat=158&cat1=20&id=0000507662_WWH5QB5G72Z

CMP1Y2PR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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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經濟模式發展概況 

2008 年開始的金融風暴及歐債危機造成了歐洲經濟大幅的衰

退，也間接促成了越來越多歐洲民眾加入了依靠共享平台作為主要

驅動力的零工經濟行列。根據尼爾森在 2014 年對全球 3 萬多人所做

的調查，歐洲有 54%的受訪者願意讓自己的資產參與共享經濟模

式，有 44%的受訪者願意從他人處取得共享經濟服務，其中又以 21

到 34 歲千禧世代族群最能夠接受共享經濟模式(17%)，35 到 49 歲的

X 世代族群居次(14%)。42以地理位置作區分，南歐國家的人參與共

享經濟的積極度最高，其次為北歐和東歐國家，而以德國為代表的

西歐國家則相對較低。43 

資誠在 2016 年的報告進一步對整體歐洲的共享經濟做了深度的

剖析，該機構預估歐洲九大成員國44至少成立了 275 個共享經濟平

台，並引述及分析 ING 等集團對各國共享經濟參與率及特色的調

查。45整體來說，知道且實際參與共享經濟比率最高的歐洲國家為西

班牙(6%)，其次為英國(5%)、荷蘭(5%)及義大利(5%)，再其次是法

國的 4%。此外，各國也因為傳統文化及風俗民情的不同而呈現出不

同的共享經濟特色，如法國和德國特別重視共享汽車平台；西班

牙、荷蘭及比利時等高度依賴觀光收入的國家則更熱衷於提供點對

點的共享住宿服務(表 2-2-3)。除了上述交通和住宿兩大類平台外，

目前歐洲各國也有不少讓生活更加便捷的知名共享經濟平台 (表

                                                      
42 Nielsen(2014), ‘Is Sharing The New Buying? Reputation And Trust Are Emerging As New 

Currencies’. 
43 馬化騰等(2017)，《共用經濟：改變全世界的新經濟方案》，天下文化出版社，2017 年 2 月。 
44 英國、法國、比利時、荷蘭、瑞典、波蘭、德國、西班牙及義大利。 
45 有許多研究將該報告採用的「協同經濟」(collaborative economy)與「共享經濟」共同稱作「協

同共享經濟」，為不造成混淆，本文統一採用「共享經濟」一詞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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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46。 

表 2-2-3 歐洲各國的共享經濟參與率及特色 

國家 

知道且參與

共享經濟的

比率 

參與共享經濟特色 

西班牙 6% 

1. 點對點的住宿出租非常受歡迎，預估佔西班牙住宿總

供應量的 25%，在主要的旅遊城市更高達 50%。 

2. Airbnb(27%)、HomeAway(24%)及 Niumba(14%)三大

點對點住宿平台約佔整個市場的 65%。 

英國 5% 

1. 自由職業或零工經濟被 87%擁有一等或二等學位的

學生視為極具吸引力且有利可圖的職業 

2. 倫敦現在是家居服務平台 Taskrabbit 在全球的第 3 大

市場，也是成長速度最快的城市。 

荷蘭 5% 

1. 2014 年，ING 預估有 550,000 個荷蘭家庭(佔總數的 8

％)作為共享經濟的供應商或客戶。但數據同時顯

示，將有更多的荷蘭家庭準備作為服務的提供者(1/3)

而非使用者(1/4)。 

2. 共享經濟的使用者通常年輕、受過良好教育，並且受

到財務誘因的激勵；而服務提供者則有更多是環境保

護的考量。此外，家庭式共享和點對點住宿租金約佔

該國共享經濟收入的一半。 

義大利 5% 

1. 汽車共享計劃在意大利很受歡迎：2013 年，包含

car2go 及 Enjoy 等平台預估約有 130,000 名會員。 

2. 自僱和自由職業者協會(IPSE)預估，自由職業者平台

“iPros”的該國會員數量在 2004 年至 2013 年期間僅增

加了 12%，不但低於 45%的歐洲成長率，更遠低於荷

蘭的 93%成長率。 

法國 4% 

1. 巴黎是 Airbnb 收入最高的城市，且法國是全球第二

大市場。 

2. 法國在歐洲的點對點汽車共享市場居領先地位，約有

80 萬成員。 

3. 法國消費者對共享經濟平台有很高的認識程度：41%

的受訪者了解 Blablacar，20%的受訪者了解 Airbnb。 

                                                      
46 Robert Vaughan & Raphael Daverio (2016), ‘Assessing The Size And Presence Of The 

Collaborative Economy In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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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3 歐洲各國的共享經濟參與率及特色(續) 

國家 

知道且參與

共享經濟的

比率 

參與共享經濟特色 

波蘭 3% 

1. 40%的波蘭人聽說過共享經濟，26%的人使用過共享

經濟服務。 

2. 54%的共享經濟參與者認為，使用共享經濟的主要優

勢是價格。 

3. 波蘭的點對點住宿量約佔該國總住宿量的 10%。 

比利時 2% 

1. 8.5%的民眾參與了共享經濟，其中布魯塞爾的參與率

為 16%。 

2. 受歡迎的共享經濟行業是點對點的住宿提供，僅在布

魯塞爾就有超過 4,900 個房源。 

德國 2% 

1. 德國人參與共享經濟的動機主要是儲蓄、便利以及環

保意識。 

2. 為歐洲排名第二的點對點汽車共享國，預估有

140,000 名成員。 

資料來源: Robert Vaughan & Raphael Daverio (2016), “Assessing The Size And Presence Of The 

Collaborative Economy In Europe”. 

表 2-2-4 歐洲各國知名共享經濟服務平台 

名稱 國家 平台特色 

HiyaCar 英國 

讓用戶使用智慧型手機搜尋、解鎖和租用汽車的平台，

車主和租車者分別使用不同版本的 App 進行操作，亦被

稱為租車界的 Airbnb。 

JustPark 英國 
媒合空的車位或是路邊停車位給想要停車的人，讓需要

停車位的用戶能隨時隨地租到熱門區域的車位。 

Car2go 德國 

為德國汽車大廠賓士旗下子公司，主打「汽車分享」概

念，用戶可透過 App 查詢及訂閱附近車輛。該平台不限

客戶的交車位置，可縮短每位用戶的交車及用車時間，

不但能提高經濟效益，同時也連帶改善都會交通問題。 

Cookening 法國 

被譽為廚房版的 Uber，提供服務的主廚需要填寫詳細的

功能表和位址，接著等待客人挑選和預定；接受服務的

食客則只需挑選所在旅遊地點的「私房菜館」並進行預

定、享用美食及撰寫美食評論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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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4 歐洲各國知名共享經濟服務平台(續) 

名稱 國家 平台特色 

BlaBlaCar 法國 

在歐洲擁有超過九成市占率，並收購了歐洲最大的競爭

對手 Carpooling.com。該平台原以長途旅行為主，後為短

途拼車的需求而推出 BlaBlaLines，主要方便上下班通勤

的用戶。車主與乘客「媒合」成功後，乘客會按照距離

長短付車錢給司機，而 BlaBlaCar 則收取 10-15％的傭金。 

Cityscoot 法國 

巴黎市針對不願意騎自行車的人所推出的共用電動小摩

托車，透過手機 APP 可以找到附近的車輛並採用信用卡

支付，平均每分鐘只需要 20 分錢。每一輛車皆加裝 

GPS，並搭配採用信用卡支付的方式來提供安全保障。 

Peerby 荷蘭 

為「個人對個人」(peer to peer)式的工具租借平台，在平

台上發送需求後，有近 80%的需求都能在 30 分鐘內得到

鄰近使用者的回應，並且完全免費。 

AirDonkey 丹麥 
讓用戶將閒置自行車出租的平台，特製的車鎖讓車主可

用藍芽追蹤自行車位置，並隨時以 APP 遠端遙控解鎖。 

Piggybee 比利時 

讓全世界的旅客幫助運送物品的平台，該平台較不鼓勵

現金交易，而是藉由各種非金錢選項(如接機服務)作為提

供服務的獎勵， 

FoodCloud 愛爾蘭 

媒合零售業和公益團體以解決食物浪費問題的平台。零

售商將欲捐贈食物的訊息上傳至 APP，當地慈善機構接

收訊息後，會在指定時間前往提貨，並分發給需要的人。 

資料來源:透過文獻及網路資料整理 

二、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對勞動市場及勞動權益造

成之影響 

在新科技及新經濟時代下，中階技術且重複性高的職務受到數

位科技的衝擊程度最高，能留在職場中繼續工作者應是具備與科技

協同作業技能的勞工。此種勞工的工作內容與方式儘管在目前無法

完全預測，但可確定的是勞工必須進一步的提升現有的技能，以達

到未來能夠進行人機協同的能力。此外，大幅增加的非典型就業勞

工將在未來逐漸成為歐洲勞動市場的常態，各國政府亦為了這個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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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正從法制面及社會福利面來提供這類群體的保障。 

(一)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對勞動市場的影響 

由工業 4.0及零工經濟所帶動的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已開始對

歐洲的勞動市場造成了影響，隨著自動化及數位化的發展，未來不

只工作崗位會有所增減，勞工的技能也需要隨之提升。此外，在新

經濟模式下，自由工作者的型態將更為多元，歐洲各國隨著國情與

產業結構的不同，對待自由工作者的態度也有所差異。 

1.自動化及數位化對產業結構及勞動力市場的影響 

工業 4.0的出現驅使傳統製造業的簡單組裝工作往整合式自動化

的方向前進，並匯集了設計、製造及行政，除能夠提升生產效率

外，也能快速回應消費者需求，為企業帶來高額的利潤。以德國的

智慧汽車為例，未來汽車的製造過程實際上是將一輛汽車加上擁有

許多晶片的電腦，將傳統的汽車藉由導航定位系統等資通訊科技導

入無人駕駛的系統，使得汽車的製造與服務達到充分連結。 

然而上述從前端研發與設計到後段的行銷與服務的一條龍智慧

化的工業發展，意味著過去在工廠從事製造的勞工，將可能被自動

化機械所取代，未來僅需保留少數員工進行電腦操控，而整體的工

作型態也將朝數位化、人工智慧、機器與人腦合作方向改變。這種

因為工業 4.0所帶動的勞動力市場轉變除了導致傳統工作機會的減少

外，同時也會製造出新的就業機會，如 BCG 的報告曾經指出，未來

德國企業將因為工業 4.0 而增加 35 萬個就業機會，儘管機器人和電

腦技術的普及會減少約 61 萬個組裝和生產性工作，但同時新增的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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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個就業機會將會抵銷這些不利的影響。47 

歐盟所屬研究機構 European Trade Union Institute(ETUI)於 2016

年發布的報告亦對未來的自動化及數位化發展對現有的行業進行了

盤點及預測，該報告指出，未來較受自動化及數位化衝擊的行業類

別涵蓋了一般行政、商業行銷、物流運輸等；相對具有保障的工作

則有教育、藝術、媒體、法律專業人員等。此外，未來也會有新型

態的工作機會出現，高階技術的新工作將有數據分析、軟體應用、

網路與人工智慧人員等；而低階技術新的工作則有 Uber 駕駛、家用

設備維修及寵物照顧等(表 2-2-5)48。整體來說，將來的勞動力市場可

能會對高技能人才有更多的需求，而壓縮到僅具有普通技能員工的

就業空間。 

表 2-2-5 未來受自動化/數位化模式影響的行業 

自動化/數位化下具 

有較高風險的工作 

自動化/數位化下具 

有較低風險的工作 

自動化/數位化下 

產生的新工作 

 一般行政 

 商業行銷 

 物流運輸 

 工廠製造 

 營建 

 銀行出納 

 翻譯 

 稅務諮詢 

 教育、藝術與媒體 

 法律專業人員 

 經營管理 

 高階銀行人員 

 健康服務 

 電腦工程師 

 社工、髮型師及美容師 

具潛力的高階技術新工作 

 數據分析 

 軟體應用 

 網路與人工智慧人員 

 智慧機械與機器人及 

3D 列印的設計師與製造者 

 數位行銷及電子商務 

低階技術新工作 

 Uber 駕駛 

 家用設備維修 

 寵物照顧 

資料來源: Christophe Degryse (ETUI 2016) 根據 Frey & Osborne, Ford, Valsamis, Irani, Head, Babinet

的資料整理 

                                                      
47 《工業 4.0 時代的人機關係：到 2025 年，技術將如何改變工業勞動力結構?》，BCG，2016

年。 
48 Christophe Degryse(2016), ‘Digitalization of the economy and its impact on labour market’, 

European Trade Union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20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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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由工作者的型態更為多元 

依據 OECD 的資料49，自 2007 年到 2016 年，歐盟勞動力人口的

平均就業率為 64.89%，十年間未曾突破 7 成，且最大僅有 2.53%的

差距；在自僱者方面，歐盟在這十年間的自僱者占總受僱人口比例基

本上都維持在 16%以上，僅在 2016 年降到 15.84%；但儘管自僱者比

例於近年來有下降的趨勢，兼職者占總受僱人口比例卻持續維持著高

檔，自 2012 年達到 17.19%後，一直到 2016 年皆維持著 17%以上的

高比例；而臨時工占總受僱人口比例則在十年間都穩定維持在 13%

到 15%之間(圖 2-2-2)。從整體狀況來看，歐盟在這十年間有相當多

的自僱者、兼職者及臨時工等「非典型勞工」，而在共享經濟所帶動

的零工經濟潮流下，預期未來這類人口數量將會非常可觀。 

資料來源: 轉繪自 OECD 統計資料庫-Employment rate 

圖 2-2-2 歐盟各項勞動型態人口比例 

                                                      
49資料來源為 OECD 統計資料庫-Employment rate, (由 OECD 統計資料庫篩選歐盟(EU)28 國為數

據呈現) 網址：https://data.oecd.org/emp/employment-rat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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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肯錫在 2016 年的報告將自由工作者界定為「高度自主、按件

計酬以及與雇主僅有短期關係」的提供勞務服務、銷售商品或出租資

產的人員。該報告針對歐洲幾個主要國家的自由工作者進行了調

查，將自由工作者主要分成四大類型50:  

(1)積極型零工(Free Agents) 

自願選擇從事這份工作，且將之做為主要收入的來源。 

(2)消遣型零工(Casual Earnes) 

將這份工作當作兼職外快且自主選擇是否接案。 

(3)勉強型零工(Reluctants) 

因生活需要而當成主要收入，但還是期望能從事正規全職工

作。 

(4)財務緊張型零工(Financial Strapped) 

因生活需要而不得不兼差賺取額外收入。51 

從幾個主要國家的自由工作者概況來看，英國、德國、法國、

西班牙及瑞典等國的自由工作者總人數至少達到 6,200萬以上，且各

國皆以消遣型零工為主。按照國別來看，扣除消遣型零工後，英國

依序為積極型(32%)、緊張型(14%)及勉強型(12%);德國依序為積極

型(29%)、緊張型(19%)及勉強型(11%);法國依序為積極型(29%)、緊

張型(21%)及勉強型(10%);西班牙依序為積極型(26%)、勉強型(22%)

                                                      
50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2016), ‘I Independ Work: Choice, Necessity, And The Gig Economy’. 
51 http://itriexpress.blogspot.com/2017/04/blog-post_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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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緊張型(20%);瑞典依序為積極型(33%)、勉強型(13%)及緊張型

(13%)，顯示這五個歐洲國家仍有相當多的民眾積極地從事自由工作

以拓展收入來源(表 2-2-6)。 

上述四種類型除「消遣型零工」因仍有正職，且有接案自主選擇

權，對工作者之勞動條件、社會保障等勞動權益影響相對有限。但

其他類型零工，特別是「消遣型零工」與「財務緊張型零工」係因生

活需要而不得不兼職，則可能衍生包括工時過長、歧視、缺乏社會

保障等勞動權益議題。其次，為提高對於上述因生活需要而兼職的

工作者之權益保障，歐洲各國關注應進一步建立零工經濟下，僱傭

關係的認定標準，以及加強要求平台業者針對服務提供者之勞動權

益負起更多責任；另如何保障自由工作者集體協商權與社會保險制

度設計，亦為各國關切議題。 

表 2-2-6 歐洲五大主要國家的自由工作者概況 

國家 
總人數 

(百萬人) 
各類型人數 

(百萬人) 

英國 1,400 
積極型: 400 (32%) 消遣型: 600 (42%) 

勉強型: 200 (12%) 緊張型: 200 (14%) 

德國 2,100 
積極型: 600 (29%) 消遣型: 900 (42%) 

勉強型: 200 (11%) 緊張型: 400 (19%) 

法國 1,300 
積極型: 400 (29%) 消遣型: 500 (39%) 

勉強型: 100 (10%) 緊張型: 300 (21%) 

西班牙 1,200 
積極型: 300 (26%) 消遣型: 400 (32%) 

勉強型: 300 (22%) 緊張型: 200 (20%) 

瑞典 200 
積極型: 100 (33%) 消遣型: 100 (41%) 

勉強型:小於 50 (13%) 緊張型:小於 50 (13%) 

註:1.人數四捨五入至百萬人。2.標示灰底為各國自由工作者類型比例最高者。 

資料來源: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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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對勞動權益的影響 

許多的研究及數據顯示，歐洲的勞工目前並無足夠的能力來應

對自動化與數位化所造成的衝擊，而多數零工經濟工作者所採用的

按件計酬方式亦使自由工作者的福利報酬及健康安全缺乏保障，而

這種現象未來很有可能加劇，需要仰賴政府及民間單位共同努力，

制定因應措施並加以執行，以下分別說明： 

1.勞工缺乏足夠的能力因應自動化與數位化的轉變 

根據歐盟在數位化經濟對勞動市場影響的研究中顯示，目前歐

盟對數位技能的需求每年呈 4%的成長幅度，預估到 2020 年會有

825,000 個職缺出現52。BCG 則由「先進技術使用率」、「升級後額

外增加收入程度」兩個變量來分析53，顯示先進技術使用率將會為生

產力帶來大幅的提升，並從而減少為達固定產量所需的勞動力數

量。儘管有些工作機會將會消失，但人類與機器之間的合作將會更

加緊密，換言之，傳統的勞工必須要有足夠的技能才能應對工業 4.0

所造成的產業結構轉型及工作內容的變化。人才的教育及培訓需要

投入大量的時間及資源，除了政府由上而下的擬定政策外，亦需要

企業針對所需的人才，由下而上的與政府緊密合作。 

2.自由工作者的福利報酬及健康安全缺乏保障 

新經濟時代下，自僱者多採用按件計酬的方式工作，也使得雇

主不再需要考慮最低工資、法定假期及其他福利待遇等問題。在群

眾外包盛行的現代社會，自僱者無法僅靠努力就能獲得像以前一樣

                                                      
52 Christophe Degryse(2016), ‘Digitalization of the economy and its impact on labour market’, 

European Trade Union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2016/02. 
53 http://itriexpress.blogspot.com/2015/12/bcg40201520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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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報酬與福利，相反的，他們可能需要花更多的時間並兼更多的工

作來提高收入。舉例來說，傳統勞動市場的薪資是由員工的絕對績

效(如某位建築工人花了多少力氣、用了多少時間蓋出多高的樓層)

來決定，而在數位化時代下，員工的薪資則是由相對績效(如某位程

式工程師做出了最好的應用程式)來決定，這意味著少數的贏家可以

取得所有的好處並獲取大量的收益，而多數的自僱者則無法得到足

夠的報酬。 

此外，儘管資通訊技術的發展能夠提升工作的效率與彈性，但

也模糊了工作與生活的界限，對於雇主應負擔的員工之健康及安全

的責任，也越來越不受重視。以 Uber 或法國的 BlaBlaCar 駕駛為

例，平台商僅提供駕駛與乘車者的媒合服務，與駕駛沒有僱傭合

約，也不需負擔薪資及健保等任何勞工社會福利義務。當駕駛載客

出意外受傷時，駕駛者須自負責任，而平台服務的使用與終止期限

則由平台商決定。這種情形意味著平台商靠著全球化網路賺取豐厚

的利潤，但卻無須負擔傳統企業該負責的固定成本。因此，新經濟

模式下，為了清楚的定義出工作當中的職業災害與賠償損害等問

題，需釐清服務提供者、服務接受者以及平台業者三者間的權利與

義務之關係。54 

三、因應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之具體措施  

前述的研究分析了在勞動市場的可能變化下，歐洲的勞工權益

會受到的影響，並反映出兩個關鍵議題：(1)個人是否擁有足夠的職

業技能，以及(2)政府能否保障非標準就業勞工(尤其是零工經濟工作

                                                      
54 Christophe Degryse(2016), ‘Digitalization of the economy and its impact on labour market’, 

European Trade Union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20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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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法律地位。這兩個關鍵議題的解決方式，則有賴企業端、教育

端及政府端三方擬定相關的措施來應對。 

(一)教育端及企業端提供的職業培訓措施 

工業 4.0 在近年來有著飛速的發展，為協助勞工提升所需的技

能，目前歐洲有幾個國家正提出全面性的改革作法，這些改革正從

教育端及企業端擴展開來。其中教育端的傳統院校需要立即的重新

設計課程，加強在 IT 技能的培訓，並為在職者提供新型態的在職教

育，而私人機構及線上平台則可以提供高效率及更加實務導向的服

務；企業端需要同時在招聘及培訓上獲取足夠技能的人才，並為工

業 4.0 模式設計新的工作及組織架構，極大化「做中學」的效果。 

1.教育端 

類似零工經濟中「斜槓青年」的概念，工業 4.0 則強調在公司內

需要具備多元技能的「章魚人才」55，而這種多元技能的培訓在傳統

的學校教育中較為缺乏，目前除了傳統學校教育的改革之外，也有越

來越多的私人機構及線上平台出現，在工業 4.0 的潮流下，勞工可利

用這些管道來減少學校與職場間的學用落差。 

(1)傳統院校 

由於工業 4.0 將會創造大量跨領域的工作機會，而傳統院校所提

供的教育則是相對較為專一，缺乏在不同領域之間協作的訓練。為了

培養跨領域的學習和交流，BCG 的報告建議，大專院校可以在現有

的學科上融合更多的 IT 及工程學相關的知識，並提供學生到製造業

                                                      
55 《天下雜誌第 624 期》，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2016 年。 



59 

實習的機會，以實作的方式將智慧製造的所學在實務中應用，並通過

德國著名的「學徒模式」來培養與工業 4.0 相關的技能。 

此外，大專院校也應該提供在職勞工有持續學習的機會，除了傳

統的固定地點外，也可以考慮進入廠區，利用學術理論及實際操作的

方式來讓勞工學習成效達到極大化，這些與企業的合作應該以培養勞

工技能而非獲得學位為目標。56 

(2)私人機構及線上平台 

除了傳統教育的改革外，也有大量的私人機構和線上平台加入了

教育市場，旨在精確地提供工業 4.0 下特定產業所需的能力培養。

General Assembly 是美國最早也是規模最大的短期程式設計培訓機

構，該機構針對個人及企業提供一系列數位化及工業 4.0 相關短期課

程，包含個人及企業程式設計、數據分析、軟體開發、網頁設計及數

位行銷等，而師資則主要來自相關領域的創業者。目前除了美國外，

General Assembly 在歐洲也設有教學場所及辦公室，並在全球已有超

過 35,000 人參與過短期培訓課程。其他較知名的私人培訓機構還有

FullBridge 及 Hyper Island 等。 

科技的進步亦使世界各地的勞工可以透過線上平台進行自我充

實，「大規模開放在線課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MOOC)

是近年來蔚為風潮的一種學習方式，除了 General Assembly 外，其

他知名的開放課程網站如 Khan Academy、 code.org 及 Tealeaf 

Academy 等也都針對程式設計有較為詳盡的教學課程。此外，歐美

                                                      
56 《工業 4.0 時代的人機關係：到 2025 年，技術將如何改變工業勞動力結構?》，BCG，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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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不少學校及企業與 MOOC 合開量身訂製的課程(如 iversity)，讓

學生及員工在家裡就能夠學習現在或未來所需的技能。 

2.企業端 

根據德國顧問公司羅蘭貝格(Roland Berger)在 2014年對 200多家

德國企業實施的調查，其中認為工業 4.0 會改變企業經營的比例達

60%，會改變工廠生產的比例則為 43%，57可見工業 4.0 不僅對工廠

生產有所影響，對企業的經營模式更是影響深遠。有鑑於此，以德

國為首的大型歐洲工業國家企業正積極地從人才招聘、內部培訓及

重新設計工作流程和組織結構等面向來採取相應的措施。 

(1)重新審視人才招聘策略 

許多公司過往習慣用學歷和經歷作為人才招聘的條件，但由於工

業 4.0 需要具有多元技能的人才，員工亦要承擔多種與自己所學專業

無關的任務，因此現在企業的招聘需要將傳統按學歷和經歷作為招聘

條件的方式，轉向為特定職位尋找有相關技能的員工。德國勞動力研

究所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的德國勞動力政策負責人

Alexander Spermann 就指出，未來企業需要採用以能力而非經歷的思

路來進行人才招聘，尤其對製造業的公司來說，對人才的要求應該是

關注應聘者的特質與能力和該職位的匹配程度，而正規的學歷將不再

是招聘決策的主要考量。58 

(2)建立公司內部培訓機制 

                                                      
57 周鴻禕(2015)，《工業 4.0：通向未來工業的德國製造 2025》，機械工業出版社，2015 年 10

月。 
58《工業 4.0 時代的人機關係：到 2025 年，技術將如何改變工業勞動力結構?》，BCG，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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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霍恩海姆大學曾在 2016 年針對工業 4.0 進行首次的大規模

調查，結果顯示高達 9 成的企業認為現有員工的技能不合時宜或者

過於狹窄，必須要有第二職能專長來達到工業 4.0 下該有的能力要

求。59除了從招聘面進行改革外，在公司內部也需要對員工進行培

訓，以提升員工多元化技能。德國金屬工業公會的工業 4.0顧問康斯

坦斯•庫爾茨(Constanze Kurz)提出在企業內對生產工作進行「再次培

訓」的概念，企業需要思考如何將合作式學習與工作流程加入既有的

職能部門，並開發出包括工程師在內的所有從業人員的培訓措施，

從分散式自主管理(含廣泛的工作任務、高度靈活的措施以及緊密的

合作)來實踐人機合作的交流及互動。60 

(3)重新設計工作流程和組織結構 

工業 4.0下的人機互動對傳統的工作性質和組織結構產生了相當

大的影響，公司內部需要考慮採用新的生產模式來應對人與機器之

間的協調變化。德國弗勞恩霍夫協會工業工程研究所 (Fraunhofer 

Institute for Industrial Engineering IAO)的研究員 Stefan Gerlach 表示，

移動輔助系統和智慧機器能夠增加工作安排的靈活性，除了輪班生

產讓每位工人能有不同的工作時間外，未來操作機器的人員甚至能

在一週內不同時段為不同企業工作，從而維持全職工作的機會。 

組織變革方面，未來企業的組織結構將變得更為扁平化，以方

便管理、使用和控制數據，讓機器人協調員不需等待上級的指示，

就可以讓機器人啟動生產設備的緊急維修。此外最重要的是，企業

必須確保由人來負責創新以及協調整體流程的工作，這也顯示出人

                                                      
59《天下雜誌第 624 期》，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2016 年。 
60 阿爾馮斯.恩斯特.安德雷亞斯.哈特曼(2015)，《工業 4.0：結合物聯網與大數據的第四次工業

革命》，四塊玉文創出版社，201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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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的培育在彌補機器人功能不足上的重要性。61 

(二)政府端提出的應對計畫 

1.為非標準就業勞工所提供的保障措施 

歐洲非標準就業人口的增加進一步催化了零工經濟的興起，如

前述 OECD 的數據顯示，2007-2016，歐盟的兼職者、臨時工及自僱

者平均分別占總受僱人口的 16.75%、14.03%及 16.51%，顯示出歐洲

的非典型工作者數量相當龐大，無論成因是金融危機導致解僱人口

大量的增加，亦或是企業為節省成本而減少聘僱正式員工，越來越

多非簽署標準契約的勞工讓整個勞動市場的結構有了相當大的轉

變，而歐洲也開始有一些國家針對這個趨勢對法制面進行了檢討。 

(1)對非標準就業勞工採取一視同仁的非歧視原則 

受到第 175 號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的啟發，歐盟制定了 非全日制

工作的指令 (97/81/EC)，目標為消除對非全日制勞工的歧視，並改

善其工作品質。在沒有客觀合理的理由下，資方不可片面的提供低

於全日制勞工的待遇，並在適當情況下，可依據工時或勞動的比例

發放薪資。表 2-2-7 為歐洲各國非全日制勞工待遇平等原則。 

                                                      
61《工業 4.0 時代的人機關係：到 2025 年，技術將如何改變工業勞動力結構?》，BCG，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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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7 歐洲各國非全日制勞工待遇平等原則 

規定 國家 

一般非歧視性條款 

亞美尼亞、保加利亞、法國、匈牙利(禁止直接和間接歧視性行為)；
義大利、拉脫維亞、立陶宛、盧森堡(受集體合同中的特別條款約
束)、馬其頓共和國、莫爾多瓦共和國、挪威、羅馬尼亞、斯洛伐
克、斯洛維尼亞、西班牙(受特別規定約束) 

除有客觀原因 

外的待遇平等 

奧地利、比利時、賽普勒斯、愛沙尼亞、德國、希臘、匈牙利、冰
島、馬爾他、荷蘭、葡萄牙(客觀條件由集體合同決定)；瑞典、土
耳其(在沒有合理正當理由的情況下，禁止僅以勞動者的非全日制
身份對其實行差別待遇)；英國 

按比例現金津貼 

奧地利、賽普勒斯、法國、德國、希臘、冰島、愛爾蘭、義大利、
立陶宛、盧森堡、馬爾他(至少增加百分之五)；葡萄牙、羅馬尼亞、
俄羅斯、斯洛伐克、西班牙、土耳其 

資料來源: 《世界非標準就業》，國際勞動組織，2017 年。 

(2)訂定臨時介紹所的工作限制及平等原則 

臨時介紹所在非標準就業人口眾多的國家中是相當重要的機

構，然而各國針對該機構亦有一定程度的規範，例如不得從臨時介

紹所取得人力來取代正在罷工的工人、限制或禁止使用臨時介紹所

的人力在特定行業中工作，或是限制或禁止臨時介紹所的人力從事

企業的核心活動和管理活動。此外，為保障臨時介紹所人力的勞動

權益，歐洲各國也對該等機構訂出了待遇平等原則，其中部份限制

可藉由集體談判協商來取得共識(表 2-2-8)。 

表 2-2-8 歐洲各國對臨時介紹所工作的待遇平等原則 

限制的類型 國家 

僱傭的基本條件 

奧地利、*比利時、克羅埃西亞、捷克共和國、丹麥、愛沙
尼亞、法國、芬蘭、德國、* 希臘、冰島、匈牙利(滿六個月
資格期可根據薪酬申請)；愛爾蘭、以色列、*義大利、拉脫
維亞、盧森堡、荷蘭、*挪威、波蘭、葡萄牙、**斯洛伐克、
斯洛維尼亞、西班牙、瑞典、* 英國(三個月資格期) 

部份 羅馬尼亞(薪酬)、俄羅斯(薪酬)、瑞士 

註: 1. 標記*表示集體談判合同可廢除待遇平等原則。2. 標記** 表示在工作六十天後，用人企業可  

將一般勞工的集體合同應用於臨時介紹所的勞工。 

資料來源: 《世界非標準就業》，國際勞動組織，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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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逐漸明確僱傭分類的界定 

多數國家的法律制度中都有對受僱者與自僱者的定義做出區

分，然而近年來零工經濟的多元型態讓兩者之間的界線趨於模糊，

導致僱傭關係無法再用傳統的定義來進行解釋，因此為了避免有心

人士試圖掩蓋僱傭關係，或藉由現行法律的漏洞來剝奪勞工應該享

有的保障與權利，歐洲各國也在 2011 年國際勞工大會的《關於僱傭

關係的建議書》(第 198 號)的基礎下，採取相對應的措施。 

A.以事實第一為原則 

無論是在歐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多數國家的司法機構都已將

此原則定為法定原則。就英美法系而言，在以不干預合同的目的

下，法院會根據事實第一的原則來決定雙方是否存在僱傭關係(如英

國)。為了落實事實第一的原則，英國最高法院就曾在 2011 年的

Autoclenz 案件中以當事人的相對談判能力來進行判斷，以避免合同

的書面協議規避勞動保護的要求，無法反應真實的勞動關係。 

B.採用多種手段確定僱傭關係的存在 

有別於以雇主管理勞工的法律從屬性作為傳統僱傭關係的確定

方式，多數國家的立法機構往往採用基於經濟現實作為檢驗的標

準，這種檢驗方式不但超越了行使控制工作活動的權利，亦同時考

量到勞工對雇主的經濟依賴程度。62 

為了對經濟依賴程度有更加完整的檢驗，無論是英美法系或是

歐陸法系國家皆採用了多因素檢驗法，例如：  

                                                      
62《世界非標準就業》，國際勞動組織，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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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根據美國普通法的法則，以業者對於服務、產品、生產工具

與方式、流程的控制程度做為區分承攬與僱傭關係的判斷方

式。其他相關的衡量因素包含誰是生產工具、必要原料的提

供者，勞動者是否可以自由決定接受工作與否、工作時間調

配的決定權、工作是定期或是不定期等； 

b. 美國行政單位與法院實務為了確立僱傭關係，發展出六個判

斷因素： 

 該工作是否展現為雇主業務的一部分，若是，則傾向為勞

工。 

 勞動者的管理技巧是否會影響其損益之機會，若是，則傾

向為個人承攬。 

 勞動者的投資與業者的投資做比較，若勞動者的投資較

少，則指出了雙方並非在同一立足點，而勞動者在經濟上

對業者產生依賴性，則屬於勞工。 

 該工作是否需要特殊技能及主動性，例如營運與判斷技

能，能夠協助判斷勞動者的經濟獨立性。 

 雙方間關係是永久的或是不定期的，因為個人承攬者的工

作大多是特定計畫性質，因此無須長久為特定業者服務。  

 業者對於工作的控制程度：勞動者需對於工作層面中有意

義的主要內容，有著決定性控制力，才會被視為一個獨立

運作自己事業的個人承攬者。 

c. 德國出版商聯合會與多個地區出版商協會和兩家工會(DJV、

ver.di)簽署一份協議。該合約規定，自僱自由新聞撰稿人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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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以上的收入來自新聞業同一名雇主或客戶，該自僱自由

新聞撰稿人應被視為「員工」，此顯示德國出版業使用「收

入比重」來做為僱傭關係確立的因子； 

d. 德國工會聯盟為保障勞動權益，以勞工「是否接受指揮監督」

的從屬勞動關係來確認僱傭關係，如勞工有接受他方指揮監

督就必須納入最完整的勞動保障。  

整體而言，目前有較廣泛的途徑和多元的方法來檢驗僱傭關

係，並越來越常應用在零工經濟的案例當中。63 

(三)其他試驗性計畫 

1.基本收入政策試點計畫 

許多的研究指出，自動化與機器人將在未來造成勞工的「技術性

失業」，如牛津大學的兩位教授 Carl Benedikt Frey 及 Michael A. 

Osborne 曾在 2013 年的論文中指出，約有 47%的美國就業機會可能

因為自動化而消失。64亦有一些報告較為樂觀，如OCED考量到各國

工人任務的異質性，曾預測在 21 個國家中，平均僅有 9%的工作崗

位會因為自動化而受到大幅的影響65；此外，前述歐洲及 BCG 的預

測都顯示，雖然自動化會減少一些傳統的工作機會，但亦會增加不

少相應的職缺。 

儘管各方對於未來自動化造成的正反面影響有不同的看法，但

                                                      
63《世界非標準就業》，國際勞動組織，2017 年。 
64 C. B. Frey and M. A. Osborne (2013), ‘The Future of Employment: How susceptible are jobs to 

computerisation? ’, Oxford: University of Oxford. 
65 M. Arntz, T. Gregory and U. Zierahn (2016), ‘The Risk of Automation for Jobs in OECD Countri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ECD Social, Employment and Migration Working Papers No.189. Pari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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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庸置疑的是就業機會的本質將會產生前所未有的改變，而技術革

命亦可能會導致貧富差距進一步的擴大。為了防範自動化造成的失

業及貧富不均惡化的負面影響，全球最大的基本收入研究推廣組織

(Basic Income Earth Network, BEIN)積極的投入基本收入制度的推

廣，該組織認為，新科技時代下的技術革命所造成的最迫切問題並

非就業機會突然消失，而是所得的分配會更加不均。BEIN 的聯合創

辦人蓋伊•史坦丁(Guy Standing)更在其著作中引用了全球資訊網

(World Wide Web)的發明人提姆•伯納斯-李(Tim Berners-Lee)及國際

貨幣基金組織經濟學家 Andrew Berg 等人的研究和意見，確認了導

入基本收入制度將是個能夠確保所有人都受惠於技術進展所帶來的

經濟利益的最佳措施。66 

過去已有幾個國家進行了基本收入的試點計畫，如美國、加拿

大、印度、馬拉威及納米比亞等，其中最有名的案例為加拿大多芬

市(Dauphin, Manitoba)的「米糠計畫」(The Mincome program)實驗。

多芬市約有 1 萬人，大多在自家農場工作，其中三分之一人口，

1,000 多個家庭，收入低於保障標準。參與此計畫的人數大約是多芬

人口的五分之一，即超過兩千位多芬市民。此計畫資金是由聯邦與

省政府共同負擔，如果登記者的家戶收入基於任何原因低於全市家

戶收入中位數，即具有領取基本收入之資格，即”Mincome”款項。

該金額上限略低於多芬市家庭收入中位數的一半，其中沒有勞動收

入的市民可取得全額”Mincome”；但有勞動收入的人民，每賺一加

元的薪資可領取的 Mincome 金額就降低五十分，當薪資達到三萬九

千加元(約當當時的家庭收入中位數)就不能領取Mincome。該項試驗

                                                      
66 蓋伊•史坦丁(2018)，《寫給每個人的基本收入讀本》，臉譜出版社，2018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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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證實了「基本收入」能夠有效地減少貧窮人口，並緩解其他社會

的問題，最終該項計畫於施行 4 年後，因政黨輪替而宣告結束。67 

歐洲方面，德國 Dalia 的民調顯示出，在歐盟的 28 個會員國

中，平均有 64%的公民表態支持「無條件限制之基本收入」

(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 UBI)，僅有 4%的人表示會因此而停止

工作。68有了各國的經驗以及民意的支持，歐洲目前也有幾個國家正

進行基本收入創議和試點計畫，儘管尚未能得知成效，但確實已達

到提高大眾對基本收入的認識以及為試驗計畫實施各種替代設計的

目的(表 2-2-9)。 

表 2-2-9 歐洲基本收入創議和試點計畫 

國家 年份 行動 內容 

芬蘭 2017 
試點 

計畫 

根據民意調查，有近 70%的芬蘭人民支持基本收入概念，因

此芬蘭國家保險局在 2017 年從有登記參與的人中隨機選出

2,000 名年齡介於 25-58 歲的失業民眾，每人每月發放 560 歐

元的免稅收入進行實驗，並預計在兩年後與另外隨機選擇的

2000 民失業人士的行為決策與事後發展做對照。 

瑞士 2016 公投 

「無條件限制之基本收入」的公投總投票率為 46.4%，有 23%

的投票者支持該項提議(日內瓦及蘇黎世等城市的支持率分別

為 35%及 54%，農村地區則不到 20%)，儘管公投沒有過關，

卻讓更多人了解到基本收入的意義並加入討論。 

荷蘭 2016 
試點 

計畫 

在荷蘭烏得勒支市(Utrecht)進行試驗計畫，參與者必須為已經

在領救濟金的民眾，所有受試者分為四組，只有其中一組可

以無條件接受救濟金(每位成人約 900 歐元，有家庭者約為

1300 歐元)，其他三組則受到不同嚴格程度的規範，最後還會

有一組遵循現行福利法的控制組。 

資料來源: 1. 蓋伊•史坦丁(2018)，《寫給每個人的基本收入讀本》，臉譜出版社，2018 年 4 月。2. 

http://finance.technews.tw/2015/07/08/a-dutch-city-is-giving-money-away-to-test-the-basic-income-

theory/ 

                                                      
67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1388100  
68 http://www.seinsights.asia/article/3289/3280/4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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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日本 

一、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概況 

2015 年 6 月，日本政府以「投資未來‧生產性改革」做為帶動

產業發展、社會轉型的政策方針，積極推動物聯網(IoT)、大數據、

人工智慧等新科技的應用。隨著新科技的普及化，不僅將改變產業

的生產模式，亦將帶來新的商業模式、工作型態與生活方式，產生

新的經濟社會形態。 

(一)新科技發展概況 

2017 年 6 月，日本政府公布「未來投資戰略 2017」提出 Society 

5.0 的願景，從生產、流通、販賣、交通、健康醫療、金融、公共服

務等層面全面推動第 4 次產業革命，擴大新科技如 IoT、大數據、人

工智慧、機器人、以及共享經濟的創新應用。 

Gatner Japan 於 2015 年 3 月對日本 500 人以上的 515 家企業之調

查結果顯示，約有半數的企業(52.3%)在未來三年內，其生產模式將

受到 IoT的應用而產生變化，其中有 2 成的企業更成立與 IoT應用相

關的專屬部門。69此外，2017 年日本總務省亦針對日本企業朝向第 4

次產業革命推動階段進行調查，70結果顯示受訪的 292 家企業中，

48.3%的企業尚處於「評估階段」，41.1%的企業進入「導入階段」，

僅有 10.6%的企業已位於「應用階段」，其中又以大企業與 IT 產業

的進展較為迅速。以下針對日本較具發展成果之大數據、人工智

                                                      
69 「IoT の現状と展望―IoT と人工知能に関する調査を踏まえて」，みずほ産業調査，2015 No.3 
70 平成 29 年「第 4 次産業革命における産業構造分析と IoT・AI 等の進展に係る現状及び課題

に関する調査研究」，日本總務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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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IoT 以及服務型機器人進行說明。 

1.大數據 

大數據之收集與應用已逐漸成為主導經濟成長與實現社會變革

的重要依據，而大數據的建立與分析則高度仰賴新科技的發展。有

別於過去由人工建立數據庫，再交由專家進行分析的方式，科技的

進步使得數據的蒐集與分析可透過 IoT 與人工智慧的發展來產生初

步的成果。依此，搭配專家的決策判斷，可能產生製造流程的創新

與商業模式的變化，創造出新的經濟模式，並進一步影響整體社會

的生活型態。 

在應用方面，關於位置資訊數據之分享，NTT docomo 是日本國

內最大的行動通信業者，其掌握的行動用戶數據，透過該企業的「行

動空間統計」專案，分向給企業或地方自治團體等使用。在汽車行走

資訊上，豐田汽車與 Sony 損害保險合作提供汽車的位置與行走速度

等車況，供相關部門針對交通流量改善與防災等議題進行分析與討

論。在人體健康方面，NTT docomo 與歐姆龍(Omron)合作提供有關

使用人的身高、體重、行走距離、睡眠時間等數據，將健康與生活

習慣的數據可視化，供相關單位進行健康議題之研究。在金融數據

方面，由日立製作所的「金融 API 連攜服務」，提供網路銀行使用者

的相關使用數據，供個人資產管理服務提供者參考。71 

2.人工智慧(AI) 

近年來 AI 受到許多國家的高度重視，紛紛提出相關推動策略，

                                                      
71 平成 29 年版「情報通信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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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深化其 AI 技術發展與發展相關應用。其中，日本於 2015 年即提出

「機器人新戰略」；另亦整合產官學研單位，組織「人工知能技術戰

略會議」，推動研究開發、人才培育、產官學研環境整備、提升 AI

技術發展之認知等各層面的相關規劃，以解決少子化、高齡化及基礎

建設老舊等課題。 

人工智慧已廣泛應用於日本各產業的產品與服務。實際應用方

面，從事系統開發的公司 SunCreer 與北海道大學共同合作投入智慧

長照領域，利用AI技術能夠 24小時照護高齡者，透過感測器觀察與

及時了解高齡者一舉一動，並自動生成照護日誌，取代過去的人工

書寫；連鎖超市 TRIAL 已開設日本首家夜間無人超市，運用 AI 相機、

冷藏展示櫃、結帳購物車等技術，同時透過 AI 技術分析庫存狀態、

顧客資訊和消費行為，實現無人化營業。預計 2019 年將於九州人口

密集的地區陸續開設 10 家無人商店，以舒緩勞動力不足的困境。 

3.IoT 

在 IoT 技術的發展方面，日本總務省匯集 2008 至 2015 年 IoT 相

關產品的全球市佔率與出口市佔率資料，針對全球主要的 10 個 IoT

發展與應用國家如美國、德國、日本、中國大陸、韓國、臺灣、瑞

典、芬蘭、法國、荷蘭等編製 IoT 國際競爭力指標，整體而言，日

本次於美國與中國大陸排名第三。 

在市場應用上，IoT 的應用廣泛展現於各個產業與產品及服務。

如市場銷售服務方面，高級百貨公司(如銀座松屋百貨)結合智慧型

手機的傳輸功能，在入口處設置感應裝置，針對消費量大、經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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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店的顧客發送當期的促銷訊息。此外，在日本街頭林立的自動販

賣機雖然早已與 Suica 交通卡合作，可使用 Suica 扣款購買販賣機的

商品，但近期增加 IoT 的功能，透過讀取 Suica 內的消費屬性，針對

不同屬性的顧客推薦適合的飲料，雖然目前設置該等功能的自動販

賣機數量不多，但搭載該功能的機臺皆呈現銷售額增加的現象，同

時，自動販賣機亦加裝銷售量自動回報的感應裝置，大幅度減少人

工管理庫存與補貨需求，對於人手不足的日本企業而言，可有效降

低人力的需求。 

在交通運輸物流方面，日本國內最大的物流業者 UPS 在其物流

車輛加裝感應晶片，傳輸車輛行走路線、靜止時間與次數、引擎狀

態等數據，用以改善其物流配送路線的規劃，提高物流效率；此

外，在公車運輸為主要交通工具的京都，各路線巴士加裝感應裝

置，以便觀光客掌握巴士到站時間及其目前所在位置。而在航空與

鐵道運輸方面，目前亦可透過電腦或智慧型手機進行線上購票，並

持電子票券搭乘，除可降低企業的人力需求、協助企業掌握旅客的

消費習慣，並進一步推薦合適的旅遊方案。在計程車的叫車服務方

面，除可透過智慧型手機的應用軟體預約特定車行的車輛以外，亦

可透過簡單的手機 app設定，搭乘前僅需開啟該 app並搖晃手機，透

過 GPS 發送乘客所在位置至附近的計程車，以方便距離最近的車輛

前往該地點提供乘車服務。 

在居家照護與健康管理方面，有鑑於日本獨居的高齡者日漸增

加，象印(Zojirushi)開發加裝感測晶片的熱水瓶，將熱水瓶使用頻率

的資訊發送至其他家人的智慧型手機裝置，以隨時掌握高齡者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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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歐姆龍(Omron)與 NTT 合作，將健康測定儀器的數據如體溫、

體重、體脂肪、血壓等數據傳輸至行動裝置，除自動記錄保存供日

後做為健康管理與就醫的參考以外，亦可針對個別用戶的健康與飲

食管理提供適合的建議；Panasonic 則開發可透過手機遠端操控的家

電產品諸如電燈、炊飯器等，為忙碌的現代人生活提供便利的居家

環境。在藥品服用管理上，除可使用手機應用軟體管理與查看所有

就醫的用藥紀錄以外，日本 Oracle 企業開發出可溶解於體內的感應

裝置，藥物在體內溶解的瞬間發送電波，傳送用藥人的身體狀況與

服用後的變化。 

在農業發展上，日本的農業面臨從業人員高齡化與人口減少的

問題，IoT 的使用可大幅減輕農民的負擔，例如在和歌山縣的早和果

園設置的 IoT 監測裝置，透過感應晶片傳送氣溫、濕度、土壤狀態

等資訊，以利農民隨時掌握蜜柑的生長情形，不僅減輕農民農事的

負擔，同時維持農作物的產量與品質。 

4.服務型機器人 

服務型機器人目前最為人熟知當屬日本軟銀與臺灣鴻海集團合

作開發的 Pepper，自 2014 年 6 月由軟銀正式對外發表以來，日本各

式各樣居家照顧與陪伴型機器人陸續問市，2015 年可謂是「家用型

機器人」元年。此後，在實際應用方面，除如同 Pepper 一般導覽型

的機器人以外，家庭看護、物流業、服務業、金融業、觀光業等廣

泛地導入機器人設備。此外，製造業為有效提高勞動生產力與解決

人手不足的問題，亦於工廠設置產業用機器人，作為人力資源的輔

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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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際應用方面，三菱 UFJ 銀行引入人型交談型機器人，用以

協助接待外國顧客；2015 年 7 月發售名為 Bocco 的機器人，具有居

家照顧孩童的功能，透過手機連結，父母親可與機器人進行語音或

文字訊息的傳輸；由豐田汽車開發的生活支援型機器人則以輔助身

體障礙者與高齡者為主，具有從地板撿拾物品、高處櫥櫃拿取物品

的功能；由 Panasonic 研發的醫療輔助機器人，輸入醫療院所的地圖

資訊後，可協助在機構內運送藥劑與檢體，具備搭電梯跨樓層移動

的功能。 

綜合而言，新科技的技術日益成熟，其應用層面將不斷地擴大

與創新，除可進一步使現代人的生活更加便利，也可減輕日本社會

所面臨人手不足與高齡者照護所帶來的問題。 

(二)新經濟模式發展概況 

奠基於科技的快速發展，新的經濟模式如共享經濟在各行各業

陸續誕生。日本的共享經濟起源於觀光客的快速成長，合法的旅館

住宿業者成長的速度趕不上旅日遊客增加的幅度，透過無遠弗屆的

網路，一些民眾將手邊閒置的空房整理為民宿，在網路上以低廉的

價格提供住宿服務，為嚴重供需不均導致價格高昂的旅遊住宿市場

得以獲得舒緩的空間。 

如同 2008 年發源於美國的 Airbnb 住宿網站一般，Stay Japan 網

站供擁有空房的屋主與短期停留的旅客作為其供需配對的平台。整

體而言，日本人對於民宿共享概念的認知度約 72%，亦即 72%的民

眾知曉民宿共享經濟的概念，其中年齡層又以 40-49 歲者認知度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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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而在實際利用傾向方面，整體平均約 31.6%，其中以 20-29 歲者

利用傾向 39.5%為最高。然而，其他國家如美國、德國、韓國、中

國大陸對於民宿共享的認知度普遍達到 85%以上，利用傾向也達到

40%以上，其中韓國與中國大陸的利用傾向達 77.6%與 84.2%，認知

度更是高達九成，與該等國家相比，日本在民宿共享經濟方面的發

展尚有相當大的進展空間。72 

除民宿資源共享之外，在土地資源不充裕的日本，尤其是在都

會區如東京，空地資源的共享算是最為發達的共享資源。以東京為

例，雖然高樓林立，但由於鐵路與地鐵系統相當發達，地下樓層無

法開挖得很深，因而導致停車資源有限。大型企業如 Times、三井

repark 等作為空地資源共享的平台，擁有空地的地主可於該等企業

的網站進行登錄，不論土地大小，即便僅能停兩輛車，皆可做為停

車場出租，為地狹人稠的都會區增加停車的空間，也為地主帶來額

外的收益。 

其他的資源共享如自行車、閒置空間等資源亦有共享經濟的發

展。閒置空間如古老民家、寺廟、自治團體的公共設施、球場、電

影院等，皆可作為展覽或其他活動的場地，如曾經在電影院舉辦企

業的股東大會、在寺廟舉行企劃會議等，如有這方面的供需，可透

過 Space Market 網站進行媒合。此外，更有專業人員如 IT、行銷專

家、音樂家、料理家等，以 30 分鐘為單位，向有需要者提供其專業

諮詢服務，名為 Time Ticket，專業人員以此所獲得的收入須提供

10%給非營利機構(NPO)。 

                                                      
72 「平成 28 年情報通信白書」，第 144 頁，日本總務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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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對勞動市場及勞動權益造

成之影響 

(一)對勞動僱用之影響 

日本總人口已經處於減少的階段，日本政府估算將於 2055 年低

於 1 億人的關卡，並於 2065 年降至 8,800 萬人左右。在總人口減少

的同時，勞動人口同樣日益縮減，且由於日本高齡化速度的增加，

勞動人口遞減的速度將更加快速。因此，日本在 AI 與機器人的發展

上積極投入研究資源，期望藉由高科技的進步減緩勞動市場人手不

足的問題。 

雖然高科技發展的主要目的在於解決現有人手不足的困境，但

人力資源若不進行優化升級，亦可能產生進一步取代現有人力的可

能性。根據日本野村總合研究所的研究結果，732030 年日本勞動人

口中將有 49%的工作機會可能受到新科技如 AI 或是機器人的應用而

被取代，特別是技術性與創造性不高的工作與職業如一般性事務

員、接待櫃臺人員、工廠組裝員、配送人員、站務員、管理員、超

市店員、計程車與公車司機、結帳櫃臺人員、警衛人員等。相對

地，創造性高、服務性高、工作內容無法單一化的職業，其被取代

的可能性較低，例如設計師、社會工作者、攝影師、導演、教育人

員、研究學者、導遊、音樂家及相關創造人員、經營管理人員及顧

問、保母、演藝人員、醫生、程式設計人員等。 

此外，日本厚生勞動省進一步針對企業導入 IoT、AI 對企業的

                                                      
73「日本の労働人口の 49％が人工知能やロボット等で代替可能に」，2015 年 12 月 2 日，株式

會社野村總合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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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以及勞動僱用部門別的影響狀況進行了解，在 IoT 與 AI 對企業

帶來的效益方面，超過 5 成的企業認為在未來 5-10 年會為公司帶來

正面的效益，其中又以資訊通信產業認為獲益的比重最高，達

69.6%，其次是製造業與零售業。74 

整體而言，對企業來說，新科技如 IoT、AI 與大數據等的應用

對於解決企業人手不足、提升勞動生產力帶來正面的效益，雖然未

來的勞動僱用量會減少，但在勞動人口同時下降的趨勢下，並非直

接導致失業問題的產生。對個別員工而言，新科技的應用將取代部

份的工作，但並非奪去就業機會，而是在人力資源與新科技的相互

配合與輔助下，將使勞動生產力提升；因此，因應新科技的發展，

個別員工須培養新的技能，適應新的生產方式以及操作掌控新科技

的能力。 

舉例來說，在製造業方面，即使導入機器人自動化生產，生產

線上的員工需求人數大幅降低，但仍需要人員隨時掌握生產線運作

的順暢性；又如在運輸業方面，雖然自動駕駛功能在不久的將來可

能全面應用於運輸工具，但車輛上不可能完全沒有從業人員，只不

過從業人員從過去肩負駕駛與管理的責任，未來將著重在提供更加

完善的服務以及流程管理。在教育方面，教師目前的工作如準備教

材、製作教具等，未來也許可能透過 AI 或機器人協助處理，但教材

內容的編纂、個別學生的指導與關懷等，則仍需仰賴教師的智慧與

付出。 

                                                      
74 「IoT･ビッグデータ･AI 等が雇用・労働に与える影響に関する研究会」，2017 年 3 月，日

本厚生勞動省。2017 年初，厚勞省針對雇用人數前 10,000 名之民間企業進行問卷調查，有效

回收樣本 1,375 份，在地區分布上，以東京都的企業占比達 34.4%為最多，產業分布上則以製

造業占比 31.6%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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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業的部門別變化上，總務、人事、生產、採購等將是受到

新科技應用後影響較大的部門，而在新工作創造方面，則是集中在

開發與經營企劃單位(參考圖 2-3-1)。 

 
資料來源：「IoT･ビッグデータ･AI 等が雇用・労働に与える影響に関する研究会」，2017 年 3 月，

日本厚生勞動省。 

圖 2-3-1 新科技對勞動僱用的影響效果 

此外，現在企業內部 40歲左右的白領員工，到 2030年時仍處於

在職場上活躍之際，惟目前所作的日常工作內容將可能有一半會被

新科技取代。這個年齡層的員工到 2030 年時已累積相當深的經驗與

人脈，對企業而言是相當寶貴的資產，若能同時增進對於新科技的

應用與掌握能力，將可成為企業不可或缺的資產。75 

                                                      
75資料來源：「IoT･ビッグデータ･AI 等が雇用・労働に与える影響に関する研究会」，日本厚

生勞動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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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的勞動型態 

日本面臨少子高齡化所帶來勞動力不足的問題日益嚴重，在科

技發展之際，如何借助科技的方式提高勞動生產力與擴大勞動參

與，成為日本政府解決勞動力不足的方向之一。然而，新科技的誕

生，伴隨而來的勞動方式也與過去傳統朝九晚五的上下班型態存在

相當大的差異，例如透過雲端傳輸系統，使得人們的工作地點不再

侷限於辦公室，而產生遠距工作的型態；共享經濟與數位生產(如

3D 列印)的普及則將使人們可能以不屬於任何一個企業組織的形式

從事工作，將可能擴大勞動參與的年齡與型態。同時因日本社會男

性長期受僱於企業，使女性在新勞動型態的比例偏高，且多活躍於平

台經濟，並以此管道開發新的勞動力。 

1.遠距離工作 

拜科技發展之賜，越來越多的工作內容將不侷限於辦公室內，

帶著一臺能連上網的行動裝置如筆電、平板、手機等，咖啡廳也可

成為辦公室。新科技的發展使得人們的工作時間與場所更加靈活，

也使得工作與生活之間產生新的平衡方式，不僅有助於減輕往返住

家與辦公室的通勤時間與身體上的疲勞，更對於鄉鎮地區創造新的

就業型態與機會。對於企業而言，導入遠距工作的模式將有助於減

少人才的流失，提高勞動生產力，並在災害發生時產生分散風險的

效益。對於整體社會而言，則有助於降低因生育或高齡者照護而離

職的損失，並擴大高齡者就業的機會，減緩勞動人口縮減所帶來的

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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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日本總務省「平成 27 年通信利用動向調查」之結果顯示，

2015 年日本企業引進遠距工作的企業為 16.2%，已預定導入的企業

約為 3.4%，兩者合計占比為 2 成。實施遠距工作的企業比例雖不

高，但進一步了解該等企業引進遠距工作模式的效果，3成的企業認

為效益十分顯著，另有 51.9%的企業認為遠距工作模式產生一定程

度的效果，整體來說，八成以上實施遠距工作的企業認為更加靈活

的工作模式對於公司而言具有正面的效益。 

從就業者的立場而言，與歐美等國家員工對於遠距工作具有高

度意願的傾向相較，在 1,106 名日本就業人口的受訪者當中，僅有 3

成民眾對於遠距工作模式抱持期待，並且希望從事該類型的工作型

態，另外 7 成民眾則並未對遠距工作型態抱有特別的期望。76 

2.共享經濟 

如同前一節內容所提及，共享經濟雖非發源於日本，但其風潮

則已吹進日本，除誕生一些新型態的經濟模式，對於擴大日本就業

人口也產生一定程度的效果。然而，要能夠成為共享經濟之一環，

首先必須手邊有閒置的資產與時間，經由日本政府的實際調查，對

於共享經濟模式具有參與意願的勞動者僅占受訪勞動人口之

21.5%，比例並不高。值得注意的是，閒置資產多掌握在中高齡人口

之中，這個族群的人口對於共享經濟的接觸管道不如年輕族群瞭

解；然而受訪者多屬於仍在工作的受薪階段，雖對於共享經濟模式

的理解程度高，但手邊多不具備閒置資產。因此，訪問的結果存在

低估的可能性。 

                                                      
76 平成 28 年情報通信白書，日本總務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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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數位製程 

前述共享經濟的內容多屬於服務業的範圍，而製造業領域的共

享經濟模式則非數位製程莫屬，數位製程的共享經濟係指由特定企

業或機構設置一套少量多樣化的生產設備，如 3D 列印、雷射切割

機、電腦數位加工機(CNC 雕刻機等)，有別於過去的商品生產僅能

由企業完成，且一次即需達到最低限度數量，數位製程的設置則方

便民眾將其產品設計方面的創意與構思得以實際生產出來，且不需

要從屬於任何企業組織之下。如此一來，商品生產活動將不再局限

於企業之中，生產活動的形式與地點亦將更加靈活與彈性，隨之而

來的將產生就業活動型態的改變。 

然而，由於日本就業市場的型態較為封閉，民眾對於數位製程

及其相關的生產模式認知度尚低，高達 7 成的民眾未曾聽過此類新

興的生產方式，而僅有 2 成的民眾對於未來利用數位製程共享的服

務抱持正面的意向。 

整體而言，隨著科技的發展工作型態也日益寬廣，但是對就業

型態仍具有相當根深蒂固觀念的日本社會而言，新科技與新經濟模

式所帶來就業型態改變的現象及民眾對於未來就業模式意願的變化

並不大。對於正在積極推動女性與高齡者就業、以及擴大勞動人口

的日本政府而言，新興勞動模式的推廣與新就業觀念的傳遞將是未

來重要的課題之一。 

三、因應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之具體措施  

日本新科技與新經濟模式的發展在世界各國中屬於相當先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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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之一，其對勞動雇用的影響也成為日本國內矚目的焦點。雖然

一方面可成為解決日本勞動人口日益下降的處方箋，但若勞動市場

的勞動力結構未能隨之調整，仍將面臨失業增加的問題，此外，新

科技的應用與現有的法令亦可能存在相違背之處，各研究單位與相

關團體也廣泛提出對未來發展的建言。 

在勞動市場的改革之外，新科技與新經濟的發展也同時牽涉到

其他層面的問題，如大數據之建立關係到個人、企業、以及政府部

門的合作，其應用分析的發展則需仰賴政府與產業界的數據共享，

但於此同時，也可能影響消費者個人的隱私權保護議題。 

為促進大數據應用分析的發展，在政府部門方面，由於政府各

個單位掌握了全國相當多的資訊，如何透過公開數據的方式形成「開

放資料」(open data)，讓民眾自由取得與應用，是大數據發展之首要

因素。為此，日本政府通過「官民數據活用推進基本法」，做為政府

推動開放資料之依據。 

其次，企業方面(生產單位)掌握相當多的生產智慧與技術，若

能將這些智慧與技術進行數位化保存(如農業生產訣竅與技術)，以

及透過科技的應用產生機器之間數據的自動傳遞(Machine to Machine, 

M2M)，如在橋樑設置感測晶片與 IoT 傳輸設備，自動傳送該橋樑之

傾斜、震動、通行車輛型態與重量等資訊，則對於產業生產力與國

家競爭力之提升、公共安全之維護，將創造出莫大的效益。 

在個人方面，透過個人的屬性、移動、行動、消費行為等數

據，可供產業界掌握消費者的需求，開發出適合各地區消費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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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行為，如2018年6月1日的新聞報導77指出日本7-11集團與NTT 

docomo、ANA、三井住友金融集團、東急電鐵、三井不動產、東京

電力等 10 家企業建立數據共享的共識，將民眾的消費行為結合移動

與金融需求，將可能創造出新的消費模式、提昇服務與改善商品、

解決生活上的問題等效益，例如透過人口的移動與消費資訊，可供

企業掌握網路超市外送服務的範圍。 

然而，大數據之應用與個人資訊的保護將可能存在某一程度的

衝突，如大數據分析往往需要消費者的個別屬性、消費習慣、交通

頻率與距離、網路檢索內容、支付方式、理財內容等相當具有隱私

性的資訊，當掌握的資訊越完整，大數據分析的準確性越高，但相

對地，民眾的行動與行為將形同受到監視，一旦該等資訊外洩，將

對人民的人身與居家安全、金融資產等產生威脅。如何在不違反現

行個人情報保護法的情形下，確保兩者之間的平衡發展，將有賴政

府單位之立法規範。日本是相當重視個人隱私的社會，基於此，為

促進個人資料的應用，日本政府公布「改正個人情報保護法」，實施

匿名加工情報的制度，將個人識別資訊隱匿後，可應用於數據活用

與分析。 

以下針對日本勞動市場之改革進行進一步的探討。 

                                                      
77 「セブン＆アイ、異業種とビッグデータ共有 ANA、ドコモなど参加」，

http://www.itmedia.co.jp/news/articles/1806/01/news1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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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研究機構對國家、企業以及個人的建議 

1.對國家之建議 

(1)新科技如 AI 等之應用，對企業而言具有提高其生產力與生產

效率的效益，雖然新科技的導入並不會對就業市場產生立即性的衝

擊，但政府必須提供對相關人才培育之支援。 

(2)科技的發展日新月異，為提升整體產業之生產力，政府需要

對於個人及企業於相關能力之培養以及教育訓練等活動，包括針對

社會新鮮人的職業訓練以及在職者之在職訓練，給予經費上的支

援。 

(3)新科技的發展將會導致部分現有的工作內容被機器人或 AI 所

取代，但另一方面，為應用新科技的導入，同時也會創造出新的工

作機會，而使企業或產業產生組織結構上的調整。整體而言可能並

不會造成就業機會的減少，但卻可能造成就業型態更加兩極化，產

生結構性失業問題，因此，政府應特別注重中產階級的潛在性失業

問題，對於因新科技的應用而離職的員工，應針對產業發展之需求

協助給予再就業之職業訓練。 

(4)針對 2030 年企業所需的人才特質，如重視企劃能力、資訊蒐

集分析能力等，政府須思考對當時初入社會之新鮮人(亦即現今 7-11

歲兒童)在求學過程中的教育方向與內容，以確保這個世代的年輕人

在進入社會時能夠切合企業的需求。 

(5)新科技的發展創造出新的就業模式如遠距工作，此等就業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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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與傳統對於「上班時間」與「工作場所」的定義將有相當大的差異

性，一方面新工作型態的工作時間與場所的自由度提高，有利於從

業人員兼顧家庭照護與工作，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因工作時間的模糊

化而導致 24 小時待命的情形出現，如何平衡兩者之間的界線，避免

過度勞動的問題而產生健康風險的出現，需要有更加明確的定義與

規範。 

(6)共享經濟的發展創造出一批獨立工作者或自僱者，這些人員

不需要受僱於任何一個企業組織，仰賴共享資源平台即可獲得定期

的收入。該等工作者與遠距工作者相同擁有相當大的工作時間與地

點的彈性，但由於不屬於任何一個企業組織，該工作者及其家庭成

員將難以獲得健康保險與年金等社會福利的保障，而成為社會邊緣

者，形成不安定的就業型態。因此，政府單位應針對新經濟模式的

發展方向，完善社會保險制度的規範，以利新經濟模式的持續發展

與擴大勞動市場的參與率。 

2.對企業之建議 

(1)許多企業都相當期待 AI 之應用對企業所帶來的效益，為此，

企業亦須針對新科技之應用做出相對應的變革與投資，以促使新產

品、新服務及新商業模式的誕生，為產業發展創造新的價值。從另

一個觀點來說，人才是企業的資產，企業若不能與時俱進，即便是

處於對勞動力需求下降的時代，也將面臨人才缺乏的困境，在企業

競爭中，因無法留住人才而遭到淘汰。因此，企業應創造出對於優

秀人才的吸引力，使企業本身成為人才嚮往與匯聚的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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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科技的應用與新商品與服務模式的發展，皆與人才密不可

分。然而，目前對於相關人才的需求大於供給，透過挖角的方式獲

得契合企業發展所需人才的困難度較高，企業應有自行培育所需人

才的觀念。 

(3)新科技如 AI 等之應用，在不同企業所帶來之部門別勞動僱用

的影響將不同。企業針對本身發展之需求，對於新科技之應用而產

生勞動替代性較高的部門，應籌備企業內部的在職訓練。在國家整

體勞動力不足的狀態下，企業應以員工再教育的形式培養企業所需

人才，包括企業自行舉辦教育訓練或對於員工參加社外進修課程給

予支援，以充分達到活用人才、提升整體勞動力的目標。 

3.對個人之建議 

(1)針對 2030 年之企業所需人才特質，目前在學之小學生(約

7-11 歲)宜多加培養自身的相關能力，以因應未來企業對於社會新鮮

人之能力要求。 

(2)雖然現在無法準確預測 2030 年對於社會新鮮人所須具備的特

質為何，但從企業的角度而言，「資訊蒐集與分析能力」、「問題解

決能力」、「邏輯思考能力」、「積極進取之挑戰精神」、以及「敏

稅的觀察力與溝通能力」等，是企業認為未來的社會新鮮人所須具備

的基本特質，其次包括「因應變化的柔軟性」與「企劃案之創造力」

也有過半數企業認為相當重要。相對地，與新科技發展有關之「與

AI 相關的專業知識」以及「數據分析與處理能力」等與新科技相關

的技能，僅有一成不到的企業認為是新鮮人需要具備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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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科技的發展速度太快，現在所擁有的知識與技術無法預測

何時可能被 AI 取代，但不變的是需要持續保有開放的學習心態，從

求學時代即養成適應環境變化的能力，並快速學習掌握新科技的技

能。 

(二)日本政府因應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之相關作為 

為因應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而帶來的新型態勞動方式的產

生，日本於 2016 年以首相安倍晉三為首，成立「勞動人員改革會

議」，除作為推動安倍經濟學擴大女性與高齡者就業的輔助政策小組

之外，也同時針對新型態勞動方式的誕生研擬相關的完善政策。該

會議於 2017 年 3 月 28 日公布「勞動人員改革實行計畫」，並於 2018

年 6月 29日由國會通過，將從 2019年 4月開始逐步施行，這是日本

70 年來首次針對勞動基準法所做的修改。改革內容涵蓋「同工同

酬」、「薪資調漲」、「長時間工作罰則」、「彈性工作環境」、「女

性與年輕人之人才培育」、「疾病治療與工作」、「育兒/看護與工

作」、「轉職/再就業支援」、「高齡者就業」、「吸引外國人才」、

「未來 10 年之執行進度」等。本研究針對與新科技應用/新經濟模式

相關之「彈性工作環境」與「轉職/再就業支援」，以及日本近期放

寬外籍人士赴日本工作等，進行細部的說明。78 

1.彈性工作環境 

遠距工作型態將使工作時間與地點不受到傳統勤務模式的限

制，是得以兼顧育兒/看護與工作的一種彈性形式，也是多元化人才

                                                      
78 日本政府「働き方改革実行計画」，

https://www.kantei.go.jp/jp/headline/ichiokusoukatsuyaku/hatarakikat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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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透過兼職或副業發揮其能力的一種方式，為人生的第二春做準

備。現階段日本國內採行遠距工作模式的企業相當罕見，為使該等

工作型態普及化，因此納入國家的勞動政策改革方向之一。 

(1)僱用型遠距工作指導方針 

僱用型遠距工作係指勞動者與企業單位之間簽有勞動僱用契

約，但工作場所在自宅、企業的衛星辦公室或是不特定場所者。若

遠距工作者同時須兼顧育兒或是看護的工作，則工作的時數以每日

半天為基準，同時，為避免過時勞動，深夜或假日將不得收發電子

郵件。 

自 2018 年開始至 2020 年為止為試行與推廣期，2021 年至 2027

年將視試行期間所面臨的問題與困難進行檢討與細部修正。日本政

府將先從國家公務員先行試驗，初期每週至少一日採遠距的形式執

行工作內容，並鼓勵企業跟進。此外，日本於各地方政府將設置遠

距工作諮詢窗口，針對欲引進遠距工作型式的企業或勞動者提供工

作模式的諮詢，協助遠距工作模式的普及化。 

(2)非僱用型遠距工作指導方針 

非僱用型遠距工作係指勞動者透過仲介或是其他管道展開自宅

工作模式，而與企業單位之間並未實際簽署勞動僱用契約，屬於雲

端外包工作型態之一種。此種工作型態由於牽涉層面不只企業單位

與勞動者雙方，可能包含仲介(如果是網路平台，如 Uber 等，Uber

司機的權益如何保障?)等第三方人員，且由於實際執行業務的勞動

者與企業單位之間不具有契約關係，因此可能產生單方面變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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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過度勞動、過低報酬、延遲支付、著作權濫用等各式各樣的

問題。且目前此類型的工作者不受勞動基準法保護範圍之內，一旦

發生勞資糾紛將無所適從。 

基於此，未來針對企業單位與仲介之間以及仲介與勞動者之間

的權利義務，應訂定明確的規範，並將此類型工作者納入法律保護

的範圍之內，以保障雙方的工作內容與報酬條件。日本政府將於

2018-2022 年期間逐步訂定相關規則並廣為周知，2023-2027 年期間

則預定為檢討與改正期，針對推廣期間所發生的問題進行討論與修

正相關規範，期望為未來建立更加彈性與有保障的工作環境。 

(3)允許副業、兼職 

近年希望從事副業與兼職的人越來越多，但明文許可的企業仍

相當少。副業與兼職基本上對於勞動者的生涯規劃存在正面的意

義，除非該副業與兼職對於正職的公司會造成信用、名譽上的受

損，或是經營上的困難，否則政府將傾向原則上同意的立場，惟須

考量勞動者的健康狀態，避免長時間工作的情形產生。 

此外，在一個以上的企業就職時，可能產生僱用保險、社會保

險的投保問題，勞動時間管理、勞災保險給付之公平性與合理性等

將是未來須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2.轉職/再就業支援 

日本的職業生涯觀念向來以終生職為主，為使就業市場除了新

入社會的新鮮人以外，能夠容納轉職與再就業者(日本稱之為中途採

用)，讓企業的採用人員更加多元化，因而對於勞動者的轉職與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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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給予支援。 

就業市場的多元化對勞動者而言，可讓勞動者在工作的同時重

新檢視現有工作對本身職涯發展的適合程度，若有更好的工作機會

與職位，可即時轉換跑道，充分發揮自己本身的實力與專業技能，

轉換至附加價值更高的產業。另一方面，對企業而言，擴大中途採

用的管道也可在現今急速變化的經濟結構中，獲得切合企業發展所

需的專業人才。對整體勞動市場而言，中途採用市場的擴大可提升

國家全體的勞動參與率，有助於提升勞動生產力。因此，應官民共

同推動轉職/再就業市場之活絡化。 

(1)擴大轉職者的採用機會，對提供轉職者僱用機會的企業給予支

援 

根據過去的調查，採用過轉職者的企業，其未來對於繼續聘用

其他轉職者的意願較高。政府將對於採用轉職者的企業，在提高的

人事費用以及能力開發方面給予協助，並將企業目前以年資功過評

斷人員升遷的標準，逐漸改變為以受僱者能力昨為評價的基準。為

此，未來將與中小企業團體等機構合作，強化轉職者與企業的媒合

機制。此外，亦將與企業及大學合作，創設以轉職者/再就業者為主

的實習管道計畫。 

(2)職業能力需求與職場情報透明化，以擴大轉職/再就業市場 

因應當前新科技如 AI 的成長，其相關各式各樣工作內容、企業

所需的知識能力與技術、平均年收等資訊，由相關政府單位與民間

團體合作，定期揭露於專屬網站，創設日本版的 O-NET；同時，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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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將整合目前散布於各處就業資訊，如基於女性活躍推進法而設

置的對女性就業友善的職場情報、根據年輕人雇用促進法而設立的

對雇用年輕人較為友善的職場情報等，未來提供一站式的服務，於

同一個網站即可獲得所有的資訊。 

此外，對於技術能力要求較高的產業別之相關職業，提供年輕

人取得該等相關證照費用之減免優惠。 

3.放寬外籍勞動者赴日本工作限制 

日本近年來高齡少子化問題日益嚴重，日本自 2007 年起人口即

持續自然減少，2017年減少人數更達到 37.7萬人，是 1950年以來減

少數量最多的年度。因應嚴重的人力缺口與即將到來的東京奧運等

大型活動對於人力之需求，日本政府改變過去僅延攬國際專業人士

之政策，開放延攬以體力為主的外籍勞動者。相關措施包括： 

(1)放寬技能實習生研修結束後留在日本工作限制及招募特定領

域外籍勞動者 

針對以體力為主的外籍勞動者，日本現行制度為「技能實習制

度」，即外籍勞動者以實習生形式在日本研修，實際上即補充以體力

為主的勞動力缺口，期限 5 年，但研修期結束後必須回國。目前允

許招募外籍勞動者(實習生)的領域約有 70 餘項。因應企業勞動力短

缺，日本政府提出從 2019 年 4 月以後，研修生結束技能實習者得在

通過技能考試後，可獲得最長 5 年的工作資格，但眷屬不得隨行。 

其次，針對勞力短缺嚴重的建築、農業、住宿、看護、造船等

五項領域，則設置｢特定技能評價考試｣，外籍勞動者通過技能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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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即可獲得在日工作資格。另語言則要求須達一定程度日常會話的

「N4」(日本語能力測試 N4)水準；其中建築和農業，日語更差者也

將被允許來日本工作。預計到 2025 年，日本於建築、農業、住宿、

看護、造船等領域將引進超過 50 萬名外籍勞動者。後續日本可能進

一步評估開放製造業、食品加工業、渔業等，最终可能有 10 項領域

適用。 

(2)提供外籍與本國籍勞動者同等之薪資與相關待遇 

日本企業過去以較低薪資聘用外籍勞動者，加上語言能力等要

求以及社會文化相對保守，造成日本就業環境不利於外籍勞動者。

因應日益嚴重的勞動力短缺議題，日本調整過往的外國勞動者運用

方針與配套機制，例如禁止外籍勞動者與本國勞動者間的不當工資

差距；提供外國勞動者語言學習資源；同時允許外籍勞動者加入社

會保險，以打造日本成為外國勞動者優先選擇的工作地點。 

第四節 韓國 

一、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 

鑒於平台經濟與既有經濟主體之間存在著衝突，因此各國多從

放寬法規限制著手；中國大陸比較關注在平台經濟對於經濟成長和

就業的波及效果；美國主要著眼於市場養成和與保護既有經濟主體

之間的均衡發展；歐洲則更強調對既有經濟主體的保護。最具體的

案例為 Uber 在各國引起的適法性爭議，以及類似平台經濟模式對於

既有經濟主體所造成的衝擊和擴散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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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的平台經濟發展仍處於起步階段，不僅市場規模尚待形

成，社會上對於平台經濟的理解也還相當模糊。根據韓國經濟研究

所(Korea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KERI)的比較研究，韓國的平

台經濟發展情況與美國和中國大陸不同，而是和歐洲的情況較類

似，主要的差異在於前者是由本國的大型平台業者主導市場。準

此，韓國政府設定了「平台經濟與既有經濟發展模式及消費者保護之

調和」為政策主軸。 

2016 年 2 月召開的第 9 次貿易投資振興會議中，通過「平台經

濟活化支援方案」，設定住宿、車輛與空間為核心議題，針對各議題

的市場特性進行分析後，提出法規支援政策方向，主要為放寬各項

限制。該次會議中有關於住宿共享與車輛共享領域的爭議，前者為

促使住宿共享業制度化，後者則為計程車業的調適與 Uber 的非法化

現象。 

整體而言，在平台經濟日益蓬勃的潮流下，韓國政府正試圖針

對平台經濟的概念和政策的推動多所著墨。 

(一)新科技發展概況 

韓國政府於 2016 年提出新版之「2016 K-ICT 策略」，主要在於

因應全球經濟停滯及 ICT 成長鈍化，同時回應美國、日本、德國等

先進國家積極推動工業 4.0 行動等情勢，藉由進一步充實韓國的 ICT

策略，因應第四次產業革命時代之到來。新版的 K-ICT 策略與 2015

年版之最大差異在於：舊版的戰略產業有 9 個，包含；5G、UHD、

數位內容、智能設備、物聯網(IoT)、雲端、大數據、軟體(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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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和資訊安全，2016 年版則增加了智能信息，成為 10 個戰略產

業。韓國政府於 2017年 1月進一步擴大為 12大新產業，並且規劃第

四次產業革命因應對策，決定於 2018年針對新產業投資約 80兆韓元

(約 70 億 9,100 萬美元)，設定於 2025 年欲達成之目標(如表 2-4-1)。

該因應對策預估將創造 38 萬個工作機會，並擴大新產業出口占總製

造業出口比重的2倍(目前約4.6%)。新產業的主要出口對象國初步設

定為中國大陸、亞洲地區國家，其次為美國、日本等國；在進口方

面則為美國和歐洲。 

表 2-4-1 12 大新產業之 2025 年主要發展目標 

部 門 產 業 主要發展目標 

系統產業 

電機/自動車 
 電動車出口 35 萬臺 

 進入 LEVEL 4 自動車時代 

智慧船舶  LNG 動力親環境船舶佔有率達 70% 

IoT 家電  IoT 家電出口達 200 億美元 

機器人  產值 10 兆韓元、出口 40 億美元 

生物保健  透過醫療資訊大數據搶佔數位醫療照護先機 

航空/無人機  創造產業用、高性能、中大型無人機市場 30 億美元 

高端消費財 
 創造 15 個像「雪花秀」1在全球銷售額達 1 兆韓元的

品牌 

能源產業 能源新產業 
 新再生能源出口達 200 億美元 

 智能電表普及 2,200 萬戶(2020 年) 

零件材料

產業 

尖端新素材  碳素材、鈦等輕量、親環境尖端素材出口 230 億美元 

AR/VR 
 培養 100 家具備銷售額達 1,000 億韓元以上能力之專

業企業 

次世代顯示器  主力產品轉換為以 OLED 為主(銷售額比重占 75%) 

次世代半導體 
 達到在全球低電力、超輕量、超高速系統半導體市場

佔有率 10% 

註 1：為韓國行銷全球標榜原料完全為純韓方的保養品牌，是一個搭隨韓流行銷到全世界的成功案

例。 

資料來源：(韓)產業通商資源部內部資料。 

2016 -ICT 策略包含 10 大戰略產業培育策略，大致如下各項79： 

                                                      
79 (韓)韓國資訊放送通信聯合會(2016)，2016 K-ICT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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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W、資訊安全 

將 SW與資訊安全產業培養成所有產業的成長動力，擴大 SW融

合集群促進 SW 與其他領域進行融合；同時，在 2018 年時促使人工

智能、Deep View 等智能型 SW R&D 之成果產業化；此外，資訊安

全產業方面則透過在 4 個地區(中東、非洲、中南美、東南亞)建立據

點，形塑與韓國資訊安全產品的形象，拓展國際市場。 

2. IoT、雲端、大數據、智能信息 

因應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興起培養新成長產業，策略包括：(1)共

享 IoT 實證計畫(釜山智慧城市、大邱健康保健)之資料，追加成立

IoT 綜合實證園區，以活化 IoT 產業；(2)建立和開放國家 R&D、學

術資訊、教育資料等公共資料雲端系統，營造中小/新創企業能夠易

於利用之環境；(3)對於生物科技、能源、觀光等產業活用價值高的

資料，創造由民間主導的流通市場；(4)設立由民間主導的「智能資

訊技術研究所」，推動語言、視覺、空間智能等共同/核心技術之開

發。 

3. 5G、UHD 

選定全球次世代網路市場，透過推動展示 5G 技術與實現超高畫

質(Ultra High Definition, UHD)地上波技術，確保全球國際標準專利

及放送技術之領先地位。 

4. 數位內容、智能設備 

活化智能型服務與機器，將虛擬現實服務及健康照護機器等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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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資訊技術運用於國防、建築、安全和時尚等領域。 

(二)新經濟模式發展概況 

1.發展現況 

雖然目前對於平台經濟的內涵尚未完全掌握，但是在韓國國內

已有多種共用經濟平台出現，也提供相當多樣化的服務，其中大部

分是以小規模且在初期發展階段的新創企業為中心，例如 Rocket 

Punch80，因此尚未累積具體的成果。 

表 2-4-2 韓國國內各領域主要平台經濟業者一覽表 

領域  業者/服務  

車輛/運輸  

Uber、SoCar、Green Car、People Car、Poolus、

LUXI(共乘 )、 School Angel(上下學通勤共乘 )、

Carmony、學統(上下學通勤共乘，主打補習班接送 ) 

停車  大家的停車場、SellPARK 

空間  

個人住宿  

Airbnb、Tujia、ShareHows(WOOZOO)、STAYES(主

打外國客)、COMENSTAY(ShareHows 旗下另一品

牌，專營民宿)、CO.T.ABLE(專營房地產租賃)、

DAZAYO(濟州島知名民宿)、MINDA(主攻韓國

人)、KOZAZA、OSHARE HOUSE 

商務  

MyWorkspace(商務休憩)、SpaceCloud、MYCargo、

The Third space、StoreSharing(買場空間共用 )、

CO-OP(辦公室共用 )、ALIVE SPACE(買場空間共

用)、Alice(買場空間共用) 

其他  

PRIVAHOUR( 主 打 派 對 空 間 共 用 ) 、

INTERSTYLE(派對空間共用 )、BuskingTV(表演空

間共用) 

二手買賣  
Pixel(主打嬰兒用品)、Kiwimarket、Village(個人用

品租賃) 

                                                      
80 網址為 https://www.rocketpunch.com/，其乃韓國國內第一個也是最大的商業網絡平台，在此

平台中匯集了 40,000多家企業和 4.5萬個就業機會的資訊，其中以業務空間、住宿、停車等業

者的資訊最多；邇來人才共用、時尚(包包、服飾)等領域也日益增加。另一方面，該平台也

受到 Wi-fi 無線網路、樂高(LEGO)、旅遊、生活代理服務等業者的大量運用。該平台的用戶

量超過 12 萬個，這些用戶在平台上能夠輕鬆找到所需要的資訊和專業人員參與各個領域的業

務。 

https://www.rocketpun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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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2 韓國國內各領域主要平台經濟業者一覽表(續) 

領域  業者/服務  

知識共用  

CREBUGS、jaenungnet、Ediket(英語校對、諮詢)、

crosslesson、lightshare(商品與知識共用)、ins&ins、

makeus、londonbros(線上英語對話) 

就業媒合  comento (求職諮詢、獵人頭)、Wanted、timeman 

金融  
Rootenergy(綠色能源金融科技平台 )、Hanas(動産擔

保 P2P 金融)、CROWDY(CROWDY 基金) 

服飾  

WEARTRIP(背包客衣服租借 )、 theclozet(服裝出

租)、luxtyler(高級服裝)、Want to Wear(服裝出租)、

little-runway(兒童服 )、 theopencloset(正式服裝 )、

Kipeul(兒童服 )、Laxus(服裝出租 )、美麗的韓服、

Deep(服裝出租與販售) 

其他  

Anyfi(Wi-fi 無線網路)、Collz Dynamics(基礎合作

方案執行平台 )、LETZGO(以較低廉的價格租用

LEGO)、Mamcity(保母仲介 )、 Playplanet(旅遊服

務)、ZUPER (物流服務)、TIMEDEAL(生活代理服

務)、LYCLE(自行車共用)、TripAlice(旅遊服務) 
資料來源：(韓)KIEP(2017)，國際社會平台經濟推動現況與啟示。 

從各領域來看，在車輛/運輸方面是以 SoCar、Green Car 和

People Car 等車行主導市場，SoCar 目前的會員數已累積超過 200

萬，Green Car 擁有 5,900 臺車輛，分占市場鰲頭。共乘市場則以

Poolus和 LUXI最受歡迎，在 P2P市場上競爭激烈，此兩家可以說是

韓國的 Uber，經營模式高度類似。 

住宿共享可說是目前韓國平台經濟最熱門的話題，自 2013 年開

始即主導整個韓國空間共用市場。根據調查顯示，以 2017 年 8 月底

為基準，Airbnb 登記的宿主為 3,948 名，住宿出租登記件數為 1 萬

2,892件；韓國政府將國內業者的經營模式與Airbnb高度類似者，定

義為「空間共有」，並進一步區分為「個人生活空間」和「業務空間」

兩種，後者包含「業務空間」和「賣場空間」服務。「個人生活空間」

乃依據《觀光振興法》，鎖定外國人為對象，提供多樣化的住宿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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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例如都市民宿、韓屋體驗等，此種服務乃局限於一定空間的使

用權；另外，還有做為宴會空間的服務方式，例如出租頂樓舉辦派

對。 

此外，邇來也出現與服飾、包包等相關B2P、P2P型態的共用及

租賃服務，以及近來紛紛出現知識共用及旅遊服務相關的共用服務

業者。在服飾方面，不只有提供開放式衣櫃供個人將不穿的衣物之

保存服務，也有 B2P、P2P 型態的共用與租賃服務。 

2.法律規定 

在車輛共用領域方面，不僅包含車輛共用還包含運輸服務共

用，目前韓國在這方面的法規尚未完備，還沒有特定可適用的法律

規範供遵循，僅有一些零星的相關法律如《旅客汽車運輸事業法》中

有關「汽車出租」之規定(詳參表 2-4-3)。韓國政府為因應平台經濟時

代的到來，特於 2016 年修訂《旅客汽車運輸事業法》，針對汽車出

租登記標準進行規範，除放寬業務設備、通信設備條件之規定，還

著墨於無人自助式預約、調度、收費等方面。 

表 2-4-3 韓國國內車輛平台經濟相關法源依據 

項目  法源依據  內容  

汽車出租  
《旅客汽車運輸事業法》

第 2 條  

 車輛臺數及車庫數基本標準  

 租賃業者禁止安排駕駛員  

 禁止貨物運輸和租賃業務車

輛再重新租賃  

家用汽車  
《旅客汽車運輸事業法》

第 34 條、第 81 條  
禁止家用汽車運輸貨物及租賃  

資料來源：(韓)國家法令資訊中心(2017)，《旅客汽車運輸事業法》釋義。 

個人住宿空間共用領域和車輛共用領域一樣，法規尚未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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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還沒有特定可適用的法律規範供遵循。若以和 Airbnb 相同的住宿

共用服務模式來說，目前僅在《觀光振興法》中的「外國人觀光都市

民宿業」和「韓屋體驗業」，以及《農漁村整頓法》中的「農漁村民

宿事業」有相關的規定。換言之，「外國人觀光都市民宿業」只能出

租給外國觀光客；在都市中的其他住宿共用業可出租給本國人；至

於「韓屋體驗業」則可同時出租給外國和本國觀光客。目前韓國在野

黨擬透過修正《無限制區域特別法》，促進地方住宿共用業之發展，

惟在國會未獲通過81。 

表 2-4-4 韓國國內空間平台經濟相關法源依據 

項目  法源依據  內容  

外國人觀光都市

民宿業  

《觀光振興法》施行

令第 2 條第 1 項  

 限定外國觀光客適用  

 都市地區內獨棟住宅、660 平

方公尺以下的多戶型、連棟

住宅及公寓等  

韓屋體驗業  
《觀光振興法》施行

令第 2 條第 1 項  

 外國及本國觀光客  

 符合韓國住宿體驗之設施  

農漁村民宿事業  
《農漁村整頓法》第 2

條  

 外國及本國觀光客  

 農漁村地區及準農漁村地區居

民居住之獨棟住宅與多戶型住

宅  

共享民宿業(暫定) 
《 無 限 制 區 域 特 別

法》第 58 條  

 外國及本國觀光客  

 允許一年內住宿期間 180 天以

內  

 無限制區域內都市地區屋主居住

之 5 房以下之住宅 

資料來源：(韓)國家法令資訊中心(2017)，《觀光振興法》、《農漁村整頓法》、《無限制區域特別

法》修正案等釋義。 

除了上述個人住宿空間共享之外，其他住宿空間共用事業(例如

事務空間共享)的經濟規模尚未形成，且缺乏相關法源依據和規定，

                                                      
81 《無限制區特別法》之修正與執政黨提出的「法規改革 5 法」行動有所有所牽連，主要涉及

的是「地區特殊發展特區之限制特別法」。《無限制區特別法》目前僅首都圈允許住宿共用業，

在野黨提出的修正案乃是開放至全國 14 個地區可實施。然而，2018 年 6 月 27 日由於執政黨

的杯葛，導致修正案未通過。事實上，執政黨自在野黨期間即一直反對無限制區域的開放，

所持理由乃是認為開放可能對於國民生命健康與安全有所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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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大部分都是準用類似法規，可說是處於初期發展階段。因此，

目前有論者建議應積極研議如何降低行政負擔，以及促使交易活

絡，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個能夠賦予空間所有權人一定責任的制度82。 

二、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對勞動市場及勞動權益造

成之影響 

韓國發展平台經濟所關注的課題並非侷限在保護就業方面，而

是相對關心工作機會是否會遭到破壞。鑒於附加價值低的產業其工

作機會易受損，或是容易轉移到高附加價值的產業上，韓國政府認

為此與「因為怕馬伕的工作機會被取代，難道就不發展汽車產業嗎?」

的道理是一樣的，追根究柢還是必須從提高該產業的附加價值著

手。 

目前在勞動領域方面，平台經濟所引發的討論主要圍繞在兩個

方面，其一為稅金科負，另一則為新型態就業機會之產生。首先，

在稅金科負方面，平台經濟在各國的發展所引發的問題主要在於使

用者的課稅上。透過線上平台共享資源的情形與日俱增，但是人們

對於本身所負稅金義務尚未完全清楚，導致有許多人並未申報所

得。 

其次，在新型態就業機會產生方面，隨著網路演出(on line gig)

經濟型態日益擴散，不僅在各國迅速開展且重要性愈來愈高，特別

是部分國家尚增加獨立性自營業者的業別，還有許多國家允許臨時

僱用之政策性作法。關於新型態就業機會的產生所面臨的問題分述

                                                      
82 (韓)KIEP(2017)，空間共享領域利害關係人意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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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A.僱用：主要挑戰在於誘因和僱用法制等法律的適用上，此有

必要將僱用型態進行適當的分類。 

B.社會保障：大多數的非典型勞工脫離社會安全網體系，當新

型態的僱傭關係產生時，必須及早針對勞工社會保障檢討並

提出適當的措施。 

C.租稅：政府對於新型態商業模式之課稅無法掌握，在仍需仰

賴業主自動申報的情形下，必須盡早擬訂租稅課証相關的對

應之策。 

D.職業訓練：一般雇主不太會給予非典型勞工參加訓練課程的

機會，政府必須檢討非典型勞工職業訓練的情況，並提出相

應之政策及開發相關課程。 

自動化隨著智慧資訊技術的發達逐漸擴散，平台商的影響力也

日益增加，此不僅造成產業結構改變，也影響了僱用的型態與工作

的方式。換言之，平台經濟的發展對於勞動市場的影響，主要為工

作兩極化及自由工作者增加等現象。在各產業領域中，擁有市場支

配力的少數平台商之間的競爭普遍化，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如亞馬遜

(amazon)，隨著該公司在電子商務市場銷售額急速上升，美國百貨

商店從業人員數自 2012年以來已減少 25萬人83。此外，諸如 Uber、

Airbnb 等平台商在勞動市場上一般是以兼職人員為主，此也造成了

僱用型態的改變，也因此重視與加強保護勞工權利的呼聲四起。 

                                                      
83 (韓)未來創造科學部(2017)，智能資訊時代平台企業對於勞動市場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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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隨著市場環境急速改變，大部分企業的規模都有所

縮小，業務亦多精簡。在此情形下，非核心和一次性業務多透過自

由工作者，以外包的方式來解決，也因此形成一種趨勢。對於企業

來說，經由仲介找到適當的人來承接業務，將會愈來愈多，而使這

種僱用模式愈來愈不容忽視。 

隨著數位技術的發展，製造業和服務業的 IT 技術嫁接，導致產

業和僱用都受到相當程度的影響，特別是作業方式的轉變，形成與

以往全然不同的樣態。特別如行動應用程式(APP)等，因為 IT 產業

發達而形成的平台勞動問題，包括 O2O(Online to Offline)的電子商務

服務模式形成透過網絡從事各項勞務的現象(在網路上進行各種作

業，如 IT、會計；或是隨傳隨到型工作，如打掃、快遞)，已經廣泛

引起社會的注意。新的勞動形態結合智慧手機 APP 的發達，促使社

會經濟、產業結構發生變化，也使得僱傭關係趨於非標準化(自營

者)，此使得勞工的法律地位和組織性或以團體建立契約的效果均喪

失。 

換言之，平台勞動模式對於勞動權益所造成的影響和爭議主要

有二，其一為平台營運者及透過平台提供勞務者之間是否存在「從屬

關係」?其二則為「法源的準從屬性」。首先，若認定平台營運者及

透過平台提供勞務者之間存在「從屬關係」，那麼這些勞工都屬於有

薪勞工，則完全受到目前所有的勞動法和社會保障之保護，如美國

聯邦快遞(FedEx)司機的勞工身分認定訴訟案例、Uber 司機所提之集

體訴訟案84，以及法國對於 Uber 的社會保險徵收案85等。(詳細請見
                                                      
84 美國加州聯邦法院對於當地的 16 萬名 Uber 司機提起之集體訴訟作出裁決，要求 Uber 應提高

16 萬名司機的薪資水準和福利待遇，此一判決改變了 Uber 司機的身份，將使這些司機享受到

失業政策、工人報酬以及工會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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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其次，在「法源的準從屬性」方面，若從既有法律具備基本的獨

立性，或是在經濟上有所從屬的人來說，就必須賦予其一定程度的

保護。基本上，平台被視為具有「社會責任」，亦即平台勞動者欲加

入職災保險時必須由平台負擔此筆費用；營收達一定程度以上的平

台必須提供負擔勞工的職業訓練費用；平台勞動者為貫徹工作上的

要求事項而拒絕提供勞務時，若此非為契約上的責任，則平台不得

以此作為理由斷然實施對勞工不利之事；平台勞工得具有成立勞工

組織，或是透過代表爭取集團性利益的權力。 

另一方面，自動化與科技化的發展也導致工作模式的改變，工

廠自動化的結果導致愈來愈多的企業利用機器人取代人工，此使得

「勞動」86的定義被重新詮釋，從過去的「人力+工作」變成「工作」，

也因此產生了取代人力的機器人是否應課所得稅的爭論87。於是，韓

國政府重新整理「勞動倫理」認為，從「勞動」的整體角度出發，必

須課徵機器人稅、所得稅88。換言之，韓國的「勞動保護」是強調「從

屬性」並保護幾近於自營業者之特殊僱用方式的藍領勞工，以及法院

所認定的白領勞工。 

 

                                                                                                                                                        
85 即使 Uber 將公司設在外國，但因為提供服務的對象是在法國，因此被認定還是算「在法國境

內提供勞務」，還是有營業稅的納稅義務；另就所得稅而言，依據法國《租稅總法典》第 218-A

條第 1、2 項規定，Uber 仍得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86 韓文「勞動」指的是以體力工作為主的工作。 
87 2017 年 12 月已通過《稅法修正案》，內容即包含法人稅和所得稅的部分。 
88 並非直接向機器人徵收，而是以減少對機器人的稅收優惠，增加機器人應用的成本，例如若

企業以機器人取代原年薪達 5 萬美元勞工的工作，而是企業必須負擔失去這份工作的勞工職

業訓練費用；同時，也針對運用一定比例以上機器人的企業提高法人稅(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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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應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之具體措施  

韓國政府在因應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政策上，主要方向為

修訂相關法律以及改善產業體質、提高競爭力，在勞動領域方面則

是透過人力培養政策，提高勞動競爭力。以下分述各項： 

(一)修訂平台經濟相關法律 

事實上，韓國的平台經濟發展模式是從共享民宿制度及所謂的

「無限制區」制度發想，最初僅限於濟州島、江原道等觀光重鎮，後

來逐漸蔓延到車輛共享等，而此時仍僅限開放給特定地區或特定期

間(大規模國際盛事舉辦期間)。目前共享民宿業已經形成一套制

度，交易規模和相關制度已具基礎。 

在出租日方面，不似其他國家大致規定在 60-120 天，韓國基本

上為 180 天，但是由於此對於住宅市場造成衝擊而引起爭議；反

之，有論者認為限縮出租期間的規定對於閒置資產亦造成影響。另

外，各地方政府對於修改現行共享民宿業制度中的「無限制區」相關

法案也有意見，反對者主張適用對象應僅限於釜山、濟州和江原道

等起源地即可；贊成者則認為「無限制區」有利於培育地方戰略產

業，應放寬相關規定。 

鑒於住宿共享對於屋主和租借者均具有各種交易風險，特別是

韓國國內多為小規模的新創企業，因此韓國政府除了賦予業者單純

的義務之外，還特別強調平台有義務提供經營與管理資訊。 

在車輛共享方面，短期內主要以車輛共享與共乘等議題為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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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放寬相關規定與提出支援政策；中長期則著眼於提高包括計程

車服務在內的公平性。 

1.活化共乘服務等替代市場 

對於如 Uber 在歐洲或美國部分州別違法的經驗，韓國是以違反

《旅客汽車運輸事業法》來判定。事實上，由於這種個人運輸模式較

計程車服務的程度低，再加上價格相較低的條件，不僅提供了市場

發展誘因，並且從法理上判定不法的情況亦有其難度，因此短期內

如德國、比利時等國乃將之視為單純的車輛共享服務替代手段，尤

其是允許於上下班時間可利用之共乘服務。韓國也採取此一作法，

允許此類共乘服務的時間大約在上午 5-11 時、下午 5-凌晨 2 時；同

時，也逐漸從僅限於上下班時間可營業之外，擴及至國際盛事舉辦

期間等特殊情況亦可辦理。 

為降低對於計程車業者的衝擊，韓國政府從限制營業範圍著

手，強調共乘業者的非營利平台經濟活動特性，並且擴大共乘仲介

服務之外延效果；亦即，強調共乘業者之非營利平台經濟活動僅限

於共乘業務，而其服務外延效果則是指非計程車業者在尖峰時段以

外的時間也能營業。 

2.改善計程車及共享車輛市場的法規限制 

為防止引起如 Uber 不法性的爭議，英國不僅針對其服務設定法

律規定範圍，尚強化如加入商業保險、24 小時叫車中心等責任條

件；美國某些都市則是允許 Uber 代替計程車業擁有自主選拔司機的

權力、免除司機之教育及審查義務、減免大巴士服務的營業稅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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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公平性；或是放寬對既有計程車業的規定。 

鑒於韓國的計程車供需不一致情況日益嚴重，尤其是深夜時段

最為明顯，因此韓國政府正在根據其他國家的做法與韓國本身平台

經濟發展情況，研擬一套能夠調和計程車及共享車輛市場的政策。 

在空間共享方面，為同時解決創業與都市再生等問題，空間共

享議題逐漸成為韓國社會矚目的焦點，要求政府提出支援對策的呼

聲也絡繹不絕。除了個人住宿空間共享之外，會議室、產業合作空

間、宴會廳等各種目的之共享需求日益增加，也因此產生了許多提

供業務空間共享的新創企業，其中還包括公共服務設施共享及租金

低廉議題也相當受到重視。在此情勢之下，韓國政府也積極謀求空

間共享支援對策、創業支援與都市再生計畫，然目前尚在研議階

段，尚未提出具體的政策措施。 

(二)改善產業體質、提高競爭力 

1.擴大 ICT 融合投資 

首先，實現核心領域之融合；透過 ICT 各環節的融合持續革新

既有產業，並且將既有的 6 大融合領域(醫療、教育、交通、都市、

能源、觀光)擴大為 10 個(追加金融、家居、農畜水產、製造)。再

者，改善融合法規制度；以 IoT、雲端、大數據和持續發展中的離線

商務模式(O2O)等智能資訊技術核心領域為中心，透過政府相關部門

的合作，改革相關法規制度。最後，擴大公共需求；為了創造小企

業的需求，擴大 ICT 設備「需求預報制」89，允許 SW 大企業參與

                                                      
89 主要功能在於預知購買需求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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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大數據等新產業，藉此擴大市場需求。 

2.改善 ICT 產業體質 

重點方向包括：提升 ICT R&D 之投資生產力、透過發掘 SW 教

育革新模式及培養 ICT 創業樞紐改善以 HW/大企業為中心的產業體

質。進一步而言，首先，持續革新技術；實施符合個別研究機構(大

學、政府出資研究機構、中小企業)特性之 R&D 制度。投資智能資

訊技術、雙方資訊通信等 ICT 潛力領域，以提升 ICT R&D 投資生產

力。其次，培養創意人才；2018 年初中等學校全面實施 SW 教育必

修制度、指定SW專家、擴大SW核心大學等，以建構各階段教育體

系培養專業人才。最後，推動創業/創新全球化；為將韓國培養成全

球創業樞紐，積極改善海外人才延攬、多國籍創業活化政策及相關

制度，例如改善簽證條件及實施僱用邀請制度等。 

3.強化全球競爭力 

推動符合亞洲、歐洲、美國、中東等地區市場特性之客製化策

略，考量新成長、潛力和合作需求等因素，選定標的國家集中支援

推動時裝秀、展示會等海外行銷活動，並積極建立新市場據點。 

表 2-4-5 主要地區策略商品分析 

 ICT/SW 資訊安全 媒體/內容 

亞洲 中、日、越南、緬甸

等 

日本、印尼等 越南、泰國、緬甸 

歐洲、CIS 德、法、波蘭等 德國 英國、波蘭 

美洲 美、墨 美國 巴西、秘魯 

中東/非洲 伊朗 坦尚尼亞 伊朗 
資料來源：(韓)產業通商資源部內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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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確保領先產業之競爭力 

在半導體、顯示器、手機等領先產業中追加智能型半導體，以

確保核心技術，持續維持三大優勢產品的競爭力。同時，推動虛擬

實境與顯示器、次世代智慧手機之結合，確保領先技術之地位。 

(三)推動人力培養政策 

為了配合產業結構調整，韓國政府於 2016 年年初要求相關部門

開始研擬人力政策。2016 年 10 月，韓國僱用勞動部提出了新的職業

能力開發訓練方案，主要核心概念為針對新的工作機會及各種潛力

領域提供職業訓練課程，藉此因應日益嚴重的低出生和高齡化趨

勢，以及結構調整加速導致僱用萎縮的情勢，並且確保未來勞動市

場之人力供給無虞。該計畫預定每年投入 2兆 1,000億韓元，支援 25

萬名求職者及 290 萬名在職者接受相關職業訓練。此外，也在同年

12 月提出的「2017 年經濟政策方向」中，強調加強因應第四次產業

革命之立場；其中揭示新設「第四次產業革命戰略委員會」，建立公

私部門合作之第四次產業革命因應體系，確保數據、人工智慧等第

四次產業革命核心技術，以及以新產業為中心改善產業投資生態

圈。 

2017 年 1 月，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提出產業人力養成計畫，預

計投入 894 億 9,000 萬韓元，培養共 6,500 名人才。該計畫配合開發

人工智慧、IoT、雲端和大數據等第四次產業革命核心技術之政策，

強調將強化產學之間的合作，促進產業界擴大高級人力培養的投

資，培養符合產業結構調整所需要的人力，增加學生現場實習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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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與使之成為具有實務經驗的人力。該計畫著重於培養無人駕駛汽

車與飛機等新產業的高級人力，包括 IoT、無人機運用、生物藥品開

發、機器人開發、生物能源生產技術等領域，以及培養具有解決問

題能力的理工人才。 

其次，韓國教育部也在同年 1 月提出的 2017 年業務計畫中，提

及培養具有創意的人才，以因應第四次產業革命。值得注意的是，

其從國小的課程開始導入第四次產業革命相關知識，強調軟體(S/W)

教育之必要性，擴大 S/W 教育研究重點學校之數量，並透過 S/W 教

育研究重點學校開發教育模型，同時逐步加強 S/W 教師的任用與訓

練。 

此外，僱用勞動部、未來創造科學部和教育部自同年 3 月起共

同推動「在學生工作與學習並行制」，主要借用企業的力量協助培訓

青年的就業能力，從大學 3-4 年級開始即可在企業接受長時間(4-10

個月)的訓練90，4 年級學生可與企業簽訂「學習員工契約」後成為企

業的員工，並接受企業規劃的國家策略產業職種 (National 

Competency Standards, NCS)91訓練課程，當學生畢業之時即同時取

得 NCS 資格92。 

2017 年 5 月新政府上臺，新任總統文在寅在出席國家戰略論壇

時表示，政府將針對第四次產業革命造成就業機會減少與消失之現

象，建立相關再教育體制；同時也將促進新產業的產生，創造更多

                                                      
90 由於此一政策相當受到青年與企業主的肯定，韓國政府遂決定將在今年擴大實施，並且將適

用對象擴大至 2 年級學生。 
91 2015 年新加入如 3D 列印開發等 50 個新職業類別、2016 年又新加入專利工程等 50 個新職業

類別，至 2017 年下半年累積達 897 個職業類別。 
92 目前 NCS 已成為韓國社會求職時之能力證明，履歷上必須檢附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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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就業機會。並且，也將推動勞動法的修訂工作(此被稱為「勞動

4.0」)，包括四個層面：工作內容93、工作方式94、安全保健95與僱用型

態96等，藉此因應未來勞動型態的變化。 

進一步歸納職業訓練調整方案內容，其重點分述如下： 

1.國家策略產業職種訓練 

著重於 IoT、擴增實境(AR)、智慧農田(smart farm)等智能資訊技

術/新產業職種之支援，由國家提供全額補助接受長期訓練課程，每

年預算為 3,800 億韓元。每年由僱用勞動部召開「國家人力養成協議

會」，重新決定支援對象。 

2.培養高級人力 

2017 年投入 190 億韓元，培養新產業領域(包括 IoT、無人機運

用、生物藥品開發、機器人開發、生物能源生產技術等)之高級人

力。先由公部門開發新的訓練課程並試行，再逐漸擴散至民間優秀

訓練機構及大學。 

3.推動市場導向之訓練方式 

過去是以由政府從上至下(top-down)的訓練供給方式，未來要轉

變成為市場導向型(market orientation)的方式。換言之，過去各地區

                                                      
93 著重於職業和工作能力訓練。 
94 著重於工作時間與休息時間之調配等工時相關規定；其中，最受到矚目的是縮段每週工時為

52 小時，並且為了因應工時縮短，將針對企業新進僱用提供補助，以及勞工薪資減少提供補

助。 
95 著重於確保遠距工作之安全保健與精神健康相關安全保健議題；將修訂《產業安全保健法》，

將加強業者的安全保健責任，明確勞工之「緊急避難權」，特別如快遞從事員等職業。 
96 著重在對於特殊形態工作者之保護，例如非正職勞工。 



111 

及職種別的訓練課程和人員都是在事前配置好，未來將採取依據一

定的標準評估合適性，允許訓練機構無限制地開設訓練課程。並且

取消學費上限規定，由政府擬定一套單價標準後，訓練機構再在此

基礎上自行訂定學費標準，高階課程接受政府的補助更多。 

2017 年 2 月完成 HRD-net97的調整工作，除了既有的就業資訊之

外，還將提供就業者的薪資水準或工作場所的規模，以及訓練講師

的實績等資訊，使欲申請受訓者可以透過這些資訊選擇理想的訓練

課程。 

4.實施訓練機構評價制度 

改以就業率等客觀性指標做為評價訓練機構的標準，除了如訓

練成果之類的項目配置 50 分以外，還將加入就業率、結業率等指

標，特別是就業率的部分將是最重要的要素。同時，也將強化就業

成果與訓練費自負部分之間的連結，亦即就業成果好(就業率 70%以

上)的訓練職種的自負額將減少(就業率 35%以下者最高自負額比率為

80%)；反之，就業成果低的職種自負額則提高。此一做法主要的用

意在於誘導學員選擇訓練成果好的職種，同時也限制成果不佳的訓

練機構進入市場，並且也促使優秀的訓練機構可以實施 5 年期的訓

練課程，以提高經營的安定性和長期投資的意願。 

                                                      
97 HRD-net 為韓國產業人力公社設立的一個網站，主要功能在於提供職業能力建構、培訓機構

和課程等資訊，同時也提供免費的學習內容(包括 e-learning)，以提高求職者和勞工的就業能

力與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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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6 訓練費自負額比率 

    就業率 

區分 70%以上* 70-55% 55-45% 45-35% 35%以下** 

失業者訓練 
5-10% 

30% 50% 80% 

就業成功套案II1 20% 30% 50% 

就業成功套案I2 0% 10% 

註 1：就業成功套案 II 鎖定青壯年求職者，適用條件為：滿 18 歲-34 歲以下之高中畢業以下未再繼

續就學的青年、大學畢業未就業者、小商販(年營業額 8,000 萬韓幣以上、1 億 5,000 萬韓幣以

下者)、僱用促進特別區域與僱用災難區域之離職者(政府所指定的僱用管理地區、僱用危機地

區和僱用災難地區等)、學有專長役男(17-24 歲高中畢業以下/大學中輟生)等。 

註 2：就業成功套案 I 針對弱勢勞工，適用條件為：滿 18 歲-滿 64 歲之遊民、脫北者(逃離北韓者)、

信用不良者、新住民(結婚移民者)、中輟生、尼特族(Neet)、女性單親者、小商販(年營業額

8,000 萬韓幣以下)與特殊形態勞工(如貨車司機、高爾夫球桿弟、保險業務員等)、一日工、障

礙者、FTA 受害失業者、學有專長役男(17-24 歲現役軍人中之高中畢業以下/大學中輟生)、未

婚媽媽等。 

*就業率 70%以上職種：通信服務業、法務、資訊技術策略 /企劃、資訊技術運用 

**就業率 35%以下職種：餐飲服務、工藝、建築施工、出版等 

資料來源：(韓)韓國僱用勞動部(2016)，職業訓練調整方案。 

5.強化職業訓練講師能力 

首先，為提升職業訓練的品質，將針對扮演關鍵角色的講師建

立資料庫。再者，為提高講師的能力，將實施「教師進修教育義務

制」(每年必須進修 50 小時)，而「國家職務能力標準」中關於訓練

教師資格的修訂工作也已於 2017 年完成。 

6.擴大「勞工明日學習卡」98支援名額 

由現行的 30 萬名擴大至 38 萬名。 

7.全面調整地區/產業客製化訓練課程 

由「地區人力資源開發委員會」負責，建立地區/產業客製化訓

練課程指南，重點包含：(1)地區內供給不足的課程；(2)訓練與證照

                                                      
98 為一種支援求職制度，其主要是職業能力開發帳戶的概念，卡片裡所儲值的金額必須專門運

用在求職諮詢、職業能力訓練甚至是求職面試等事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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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融合之高級課程；(3)第四次產業革命相關新技術融合課程；(4)

中壯年層基礎 ICT 課程。 

第五節 中國大陸 

一、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概況  

中國大陸首次將創新理念納入五年規劃政策 (「十三五」

(2016-2020 年)規劃)，並強調智慧製造，企圖將中國大陸打造為世界

製造強國。2015年 5月 19日正式發布《中國製造 2025》等相關政策，

明確提出五大基本方針(創新驅動、品質為先、綠色發展、結構優

化、人才為本)及八大基本原則(市場主導、政府引導，立足當前、

著眼長遠，整體推進、重點突破，自主發展、開放合作)。在創新部

分，要促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開放創新資源，除了在科技領

域之發展有所創新外，亦積極發展平台經濟、共享經濟，形成線上

線下結合、產學研用協同、大中小企業融合的創新創業格局。 

以下分別說明： 

(一)新科技發展概況 

在新科技發展方面，中國大陸先後發布《中國製造 2025》、《國

務院關於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十三五”規劃綱

要》、《「網際網路+」人工智慧三年行動實施方案》、《“十三五”

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等相關政策，除了將人工智慧做為新

一代資訊技術產業五大發展方向之一，更細化了在培育人工智慧產

業生態和推動人工智慧技術在各領域應用等內容。《”十三五”國家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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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更提出，到 2020 年，新一代資訊技術、高

階裝備、新材料、生物、新能源汽車、新能源、節能環保、數位創

意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達到 15%，新一代

資訊技術產業總產值規模超過 12 兆人民幣。 

隨著相關政策的發佈及依序落實和政府當局對製造業的高度重

視，根據賽迪顧問的估計，在 2016 年中國大陸人工智慧市場規模已

達到 239 億元人民幣，其中智能硬體平台占比高於軟體集成平台，

達到了 63.8%。但隨著語音識別和圖像識別技術商業化的推廣，可

以預期軟體集成平台的市場份額將進一步成長。若從人工智慧產品

結構來看，各類產品分布較為均衡，占據前二位的是服務機器人和

智能工業機器人，2016年市場規模分別為 70.5億人民幣和 62億元人

民幣，占比為 29.6%和 26%。其中，服務機器人在減速器、伺服電

機等領域的技術門檻低於工業機器人，通過結合語言處理和機器視

覺等軟體技術，能快速普及應用到民生各領域，市場規模也迅速增

大(詳見表 2-5-1)。 

表 2-5-1 2016 年中國大陸人工智慧產品結構 

人工智慧產品類別 金額(單位：億人民幣) 占比(單位：%) 

服務機器人 70.5  29.56  

智能工業機器人 62.0  26.00  

機器視覺 54.1  22.68  

語音識別 44.5  18.66  

智能無人設備 7.4  3.10  

人工智慧產品合計 238.5  100.00  

資料來源：賽迪顧問，2016 



115 

在人工智慧行業區域發展分布來看，根據前瞻產業研究院之研

究顯示，2017 年中國大陸人工智慧企業註冊地主要集中於北京、廣

東及上海，占中國大陸人工智慧企業總數約 68%，北京遠遠超過其

他地區；另外，浙江、江蘇兩地人工智慧企業也較多。從省市發展

的情況上看，無論是企業數還是融資規模，北京均領先於全國，其

人工智慧企業融資規模占全國比重超過 50%。值得注意的是，儘管

上海的企業數占全國比重為 15%左右，但融資規模比重卻僅有 6%，

對比北京、廣東，上海平均每筆融資的規模並不大(詳見圖 2-5-1)。

根據相關次級資料，2017 年大陸 AI 核心技術職位平均公開月薪在

1.85 萬元人民幣至 3.26 萬元人民幣之間，最高達 8 萬元，顯著高於

大陸網路行業平均水準99。 

資料來源：前瞻產業研究院 

圖 2-5-1 中國大陸 AI 企業數量及融資規模占比 

在人工智慧行業投資規模來看，自 2010 年以來，中國大陸人工

智慧逐漸進入爆發期，除了企業大量增長，一系列人工智慧領域的

創業公司和投融資機構亦進入大眾視野。最近兩年來中國大陸在人

工智慧領域的投資明顯加快。根據前瞻產業研究院數據顯示，2017

                                                      
99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226000098-26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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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國大陸在人工智慧領域共涉及人民幣 528億元 353次的投資，

雖然投資事件較 2016 年有所減少，但平均每次交易額卻有明顯增加

(詳見圖 2-5-2)。前瞻產業研究院之報告亦發現，中國大陸人工智慧

行業投資事件主要集中在自然語言處理、電腦視覺與圖像、智能機

器人和數據管理平台四個細分領域，所占比重之和超過 57%。而投

資金額則主要集中在雲端運算設備、自動駕駛/輔助駕駛、自然語言

處理和電腦視覺與圖像四個細分領域。 

 
資料來源：前瞻產業研究院 

圖 2-5-2 2010-2017 年中國大陸人工智慧產業投資規模 

最後，隨著中國大陸相關人工智慧政策之發布與落實及中國大

陸「十三五規劃」的腦科學與類腦研究重大工程項目，將極大提升中

國大陸人工智慧市場的供給質量。同時，科技企業對開源技術和深

度學習等方面的推動，人工智慧技術不斷突破，舉例而言，百度、

阿里巴巴和騰訊等中國大陸之科技巨頭，紛紛通過自身研究、投資

併購等不斷加大對人工智慧領域的投入。同時，中國大陸內一大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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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型公司也積極投入人工智慧領域，持續的技術研發將進一步推

動人工智慧產業快速發展，進而刺激中國大陸人工智慧市場的活躍

度。根據前瞻產業研究院預估，預計到了 2023 年，中國大陸人工智

慧產業市場規模將達到 777 億元人民幣。 

(二)新經濟模式發展概況 

另外一方面，伴隨著互聯網技術的全面普及和快速進步，平台

經濟亦在中國大陸蓬勃發展，並不斷衍生出共享經濟、眾創、眾包

等新的業態。相比於傳統經濟模式，作為新經濟代表的平台經濟顛

覆性地改變了既往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對企業管理創新、政府

監管創新以及社會治理創新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具體來說，平

台經濟的發展對就業、勞動關係、社會保障等方面亦產生了全面的

影響。根據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大陸將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

工智慧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在中高階消費、創新引領、綠色低

碳、共享經濟、現代供應鏈、人力資本服務等領域培育新增長點、

形成新動能，並搭乘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快車，2017 年中國大陸

平台經濟，特別是共享經濟正從起步期逐步邁向成長期。 

在新經濟發展方面，2017 年 7 月，中國大陸國家發改委等八部

門聯合印發《關於促進共享經濟發展的指導性意見》，圍繞市場准

入、行業監管、營造發展環境等進行了全面部署，這是共享經濟發

展過程中一個里程碑式的文件。該文件的頒布表明，「鼓勵創新、包

容審慎」成為共享經濟監管主基調，「放寬准入、底線思維」成為共

享經濟監管新要求，「多方參與、協同治理」成為共享經濟監管大方

向。隨後重慶、浙江、天津、江蘇、甘肅等地區也相繼提出了鼓勵

共享經濟發展的指導性意見。為支持和鼓勵有條件的行業和地區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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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先試，充分發揮示範引領作用，促進共享經濟健康良性發展，

2017 年 12 月國家發改委啟動了首批共享經濟示範平台申報工作，圍

繞創新能力、生產能力兩大領域，瞄準科研儀器、知識技能、生產

設備、生產資源以及分散產能等五個方向，發展一批共享經濟示範

平台。旨在梳理總結共享經濟示範平台典型實踐和先進經驗，加大

宣傳推廣力度，增強共享經濟創新力和競爭力。 

根據《中國分享經濟發展報告 2018》之初步估計，2017 年中國

大陸共享經濟之市場交易額達到約 4 兆 9,205 億元人民幣，與 2016

年相比成長約 47%。其中，非金融共享領域(包括生活服務、生產能

力、交通出行、知識技能、房屋住宿等)市場交易額約為 2 兆 0,941

億元人民幣，比上年增長 67%。金融共享領域市場交易額約為 2 兆

8,264 億元人民幣，比上年增長 36%(詳見表 2-5-2)。在企業層面，根

據 CB Insights 提供的資料，截至 2017 年底，全球獨角獸企業共有

224家，中國大陸企業數量達到60家，占總數26.8%；具有典型共享

經濟屬性的中國大陸企業達 31 家，占中國大陸獨角獸企業總數的

51.7%。 

表 2-5-2 中國大陸 2017 年共享經濟重點領域交易金額及占比 

共享經濟領域 交易金額(單位：億人民幣) 占比(單位：%) 

共享金融 28,264  57.44  

生活服務 13,214  26.85  

生產能力 4,120  8.37  

交通出行 2,010  4.08  

知識技能 1,382  2.81  

房屋分享 145  0.29  

醫療分享 70  0.14  

共享經濟規模合計 49,205  100.00  

資料來源：2018 中國分享經濟發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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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大陸國民參與共享經濟的活躍度方面，根據中國分享經

濟發展報告預估，2017 年中國大陸參與共享經濟活動的人數超過 7

億人，比 2016 年增加 1 億人左右；其中參與提供服務者人數約為

7,000 萬人，比上年增加 1,000 萬人。在受僱員工方面，2017 年共享

經濟平台企業員工數約 716 萬人，比 2016 年增加 131 萬人，約佔當

年城鎮新增就業人數(1,354 萬)的 9.7%，意味著城鎮每 100 個新增就

業人員中，就有約 10 人是平台企業新僱用員工；而 2016 年共享經

濟平台企業新增員工數(85 萬)占當年城鎮新增就業人數(1,314 萬)的

比重約為 6.5%。由以上結果顯示，共享經濟對擴大就業的益處將進

一步顯現。 

另外一方面，目前中國大陸在某些產業(例如煤炭、鋼鐵及水泥

等產業)存在產能過剩之問題，導致企業虧損、失業和欠發工資人數

增加，但由於共享經濟之興起，亦緩解因去產能造成大量失業之問

題。舉例而言，著名之共享經濟企業滴滴出行平台已經為去產能行

業職工提供了約 393 萬個工作和收入機會，為複員、轉業軍人提供

了 178 萬個工作和收入機會，幫助 133 萬失業人員和 137 萬零就業

家庭在平台上實現再就業(其他例子請參見表 2-5-3)。由此可見，共

享經濟有力地促進了包容性增長，在解決產能過剩行業工人再就業

以及貧困地區勞動力就業等方面的作用開始顯現，對去產能和脫貧

攻堅起到積極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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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3 典型共享經濟企業促進包容性就業情況 

共享企業名稱 類型 促進就業概況 

滴滴出行 
運輸
服務 

 滴滴出行為去產能行業失業員工提供 393 萬個工作機會。
為複員、轉業軍人提供了 178 萬個工作和收入機會。並幫
助 133 萬失業人員和 137 萬零就業家庭在平台上實現再
就業。 

美團外賣 
生活
服務 

 截至 2017 年底，美團外賣配送活躍，騎手人數超過 50 萬
人，其中 15.6 萬人曾經是煤炭、鋼鐵等傳統產業工人，佔
比 31.2%；另外有 4.6 萬人來自貧困縣，佔比 9.2%。 

眾志好活 
勞務
分享 

 眾志好活是一家專注於打造勞務外包的雙創平台，成立兩
年時間已經累計擁有用戶數 72.1 萬，月活躍用戶數 12.1 萬
人，絕大多數分佈在勞動密集型產業。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目前，中國大陸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發展平台經濟成為培育

經濟發展新動力、打造經濟發展新引擎的重要舉措之一。特別是

2015 年以來，中國大陸政府為進一步推動平台經濟發展，亦頒布了

一系列政策文件，實施了一系列促進措施，加之中國大陸擁有 7.1億

網路用戶，6.56 億移動互聯網用戶的基礎條件，平台經濟尤其是分

享經濟將會持續保持快速增長的態勢。 

二、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對勞動市場及勞動權益造

成之影響 

(一)人工智慧之發展可能取代部分人力 

近年來由於電腦硬體效能高速化，演算法技術日益成熟、資料

數據開放、運算與儲存技術提升及物聯網的興起等因素，造就人工

智慧呈現突破性的進展。但不可諱言的是，隨著科技日新月異的進

步而發展，使得職業活動的內容和方式也會不斷發生變化，尤其在

Google 人工智慧圍棋程式 AlphaGo 與人類對弈後，再次讓人工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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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名大噪，但也使得社會瀰漫著一股害怕被人工智慧取代之氛圍。 

以中國大陸為例，臺資企業富士康在中國昆山的工廠引入機器

人作業，成功替代了約 6 萬名員工，成功減少人力成本，但也引發

輿論對工人失業潮的擔憂。昆山市政府表示，包括富士康在內，

2015 年有 35 家臺企在人工智能技術上投入了 40 億元人民幣。除此

之外，據崑山政府初步估計，約有 600 家企業正計劃效法富士康，

以機器人替代人力，此種現象隱含大量工人將被機器人所取代，可

能造成工人失業潮。以昆山為例，當地超過 250 萬人口當中，有三

分之二都是外來民工，一旦機器人替代的浪潮得以成功推廣，或將

改變這座小縣城的人口結構。 

(二)新經濟模式的影響 

相比新科技而言，中國大陸新經濟模式之發展對勞動市場及勞

動權益帶來影響既深且廣，以下將分為四個面向來說明，包含勞動

者本身、整體勞動運作環境、勞動關係運作實態以及勞動關係協調

機制。 

1.對勞動者本身之影響 

(1)對勞動者工作時間安排之影響 

隨著新經濟的不斷發展，平台經濟之崛起，以及企業推行靈活

工時制以適應市場需求的新變化，未來勞動者工作時間的安排形式

將呈現靈活化、自由化、碎片化的新特點。所謂的靈活化是指，若

勞動者選擇非正規就業、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的工作，他們可以

不再按照固定時間上下班，自由決定具體的工作時間、工作任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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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甚至工作日期及場所的安排。 

在自由化方面，在新經濟及新就業下，勞動者的工作時間是自

由的，絕大多數的工作時間安排都將基於工作任務的具體情況而

定。每個人合理支配自己的時間，不僅可以提高工作效率，還可以

為工作和生活帶來更多的便利。特別是一些共享經濟下的平台企

業，其員工既對平台的資源享有所有權，又同時是平台的使用者，

只要完成企業分配的任務，如銷售額度、超過固定成本創造了收益

等，勞動者就可以自由靈活地安排自己的工作時間。 

至於碎片化則是指新經濟下，勞動者工作時間的碎片化是工作

時間的靈活化和自由化帶來的必然發展，勞動者的工作時間不再是

完整的，而是根據工作內容和工作任務呈現碎片化特點，藉由利用

彈性化的工作時間，將工作任務進行更合理的安排。不同工作任務

的時間之間互相分開，但各工作時間內部仍然是完整的，這樣可以

更加專注且高效率地進行工作。 

(2)對勞動者工作時間長度之影響 

根據中國大陸相關法律和規定，一般用標準工時(40 小時)及最

高工時限制(44 小時)來作為衡量勞動者工作時間的標準(賴德勝、孟

大虎與王琦，2015)。目前，雖然已經明確制定了工作時間標準、工

時制度也實施多年，但是，中國大陸勞動者的工作時間仍普遍偏

長，且不同行業間勞動者的工作時間差距很大。 

根據相關次級資料顯示，從 2002至 2014年間，城鎮就業人員平

均每週工作時間約為 46.1 小時，超過了法定 44 小時的最高工時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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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根據謝倩芸(2017)的研究指出，中國大陸城鎮就業人員的週平

均工作時間變化有三個重要轉折點。第一個轉折點是 2005 年，城鎮

就業人員的平均工作時間升至近年來最高點，達到每週 47.8 小時；

第二個轉折點是 2008 年，城鎮就業人員平均工作時間降至最低點每

週 44.6 小時；第三個轉折點是 2010 年，從 2010 年之後週平均工作

時間略呈現下降趨勢且變化不大。整體來看，中國大陸勞動者的工

作時間呈現出不斷減少的趨勢，但是週平均工作時間目前仍然超過

40 個小時之法定工時，加班現象較為嚴重。 

(3)對勞動者工作方式之影響 

眾所周知，勞動者的工作方式內涵很豐富，本研究主要從工作

地點、場所、形式以及內容等方面來分析說明新經濟模式之崛起對

勞動者的工作方式變化情況。首先，從勞動者工作地點和工作場所

的變化來看，目前，中國大陸勞動者的工作還是以固定工作地點為

主，這是與固定的工作時間安排相對應。然而，隨著新經濟模式如

平台經濟之崛起，勞動者的工作地點的選擇會更加靈活。越來越多

以服務、智力產品為導向的企業，不再要求員工一定在固定的工作

地點和場所工作，而是允許員工隨時隨地可以利用高科技遠端技術

來完成企業交辦之任務。 

其次，從勞動者工作形式的變化來看。隨著經濟新形勢的不斷

發展，產業、就業結構的不斷改變，中國大陸非正規就業和靈活就

業的規模近年來發展十分迅速。新經濟模式下，勞動者的工作形式

將會更加多樣化，包括：沒有固定單位、從事打零工的靈活性工作

(如小時工)；有固定單位就業但沒有簽訂勞動合約、單位沒有給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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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繳納社會保險的工作；有穩定工作，但同時從事其他靈活性的兼

職工作(如滴滴司機)；不屬於任何組織、不向任何雇主作長期承諾

的自由職業者(如淘寶網路商店)等。 

最後，從勞動者工作內容的變化來看。由於科學技術的進步、

交易成本的降低，社會分工將呈現細緻化之趨勢，新興職業不斷湧

現、原有職業不斷分化，大量新形式、新內容的工作崗位被創造出

來，進而使勞動者的工作內容也產生改變。例如，互聯網環境下，

基於對大數據的共享和交換，針對消費者的特定需求新開發和提供

了一些創新服務，如叫醒服務、道歉服務、網絡攝影等，這也就創

造了新的工作內容可供勞動者選擇。同時，為了滿足消費者的新需

求、新體驗，細化的新職業也不斷湧現。例如，專門提供點對點同

城快遞服務的「閃送」，負責上門服務的家居衣櫥整理的「收納師」

等都是新出現的一些專業化職業。 

2. 對整體勞動運作環境產生的影響 

(1)用人單位的微小化 

在新經濟模式之發展下，平台經濟發展的基本格局和趨勢是平

台+小企業/個人化。一方面，互聯網平台型企業規模越來越大，但

平台上的經營主體卻有逐漸微小化之趨勢。以阿里巴巴的大淘寶系

統為例，截至 2015 年，平台上的經營主體已達到 1,100 多萬家，而

每個淘寶及天貓店家平均僱用員工分別僅為 1.6 人及 6.9 人。微型企

業由於規模小、人數少、員工流動快、企業平均存續期短、人力資

源管理專業水平低等原因，長期以來一直存在勞動保障違法之行

為。隨著新經濟模式發展，微型企業激增，如何結合微型企業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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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有針對性地推動和諧勞動關係，已經成為中國政府當下亟待解

決的問題。 

(2)用人單位的非正規化 

新經濟模式之發展為個人、家庭及合夥組織等非法人主體參與

經濟活動提供了條件和機遇，也對傳統的工商行政管理體制提出了

前所未有的挑戰。以平台經濟為例，按照現行規定，自然人從事網

絡商品交易不必辦理工商登記，只需要向依託的平台提交真實身份

資訊即可。因此導致身處監管體制外的非正規經濟組織大量出現，

給實施勞動合約制度，特別是開展勞動保障監察帶來了困難。 

(3)提高了靈活用工的頻率 

平台經濟發展亦擴大了兼職勞動、非全日制用工等靈活就業形

式的應用。以 Uber 中國之平台網約司機為例，根據國家統計局 2015

年對北京、廣州、深圳、杭州、武漢、成都 6 個城市 Uber 創業平台

吸納就業情況的抽樣調查，Uber 平台兼職司機佔比達 80.7%，專職

司機佔比僅為 19.3%。另據中國人民大學課題組對 9 個城市 Uber 司

機的調查，司機每周平均行駛 299.6 公里，每週平均工作時間僅為

19.9 小時。 

隨著互聯網平台大量湧現的兼職、非全時工作以及各類臨時用

工之趨勢不斷顯現，進而催化了零工經濟一詞。從勞動關係角度觀

察，所謂零工經濟實質上就是勞動關係的碎片化和去勞動關係化。

它在充分利用閒置資源、擴大就業乃至促進經濟發展方面發揮積極

作用的同時，也剝奪了部分靈活就業人員的勞動權利和職業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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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伴隨著靈活就業群體的不斷增加和靈活就業形式的不斷翻新，

靈活就業人員的勞動權益保障問題正日漸凸顯。綜觀中國大陸現行

勞動保障立法，對兼職和非全日制用工雖有規定，但都是建立在傳

統的企業內部輔助性用工的定位基礎之上，面對新型的、數量激增

的兼職和非全日制工作，其滯後性顯而易見，亟需完善。至於各類

臨時用工，當前立法上依然存在極大的改善空間。 

(4)降低了勞動關係的穩定性 

在平台企業激烈的市場競爭、難以為繼的資金投入和日漸完善

的法律規制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國大陸之平台經濟開始進

入大浪淘沙階段。以互聯網金融平台為例，截至 2016 年 6 月，全中

國大陸之互聯網金融平台累計有 4,127家，但其中累計停業及問題平

台總數就有 1,778家，占總數的 43%。另一方面，平台間的併購重組

亦時常發生。舉例而言，在網約車出行領域，短短一年多的時間

裡，滴滴出行、Uber 中國、快的三大龍頭公司完成了三合一整合。

平台型企業世代交替的現實狀況必然伴隨著勞動關係快速的建立、

變更、終止或解除，極易引發勞動爭議甚至群體性事件。 

(5)其他影響 

在新經濟模式下的勞動關係所帶來的靈活化趨勢對傳統企業勞

動關係形成了明顯對比。以出租車行業為例，中國大陸交通運輸部

於 2016 年 7 月發布的《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

允許網約車平台與司機以協議方式建立民事關係，必將影響傳統出

租車行業的單一勞動關係模式。此外，在對勞動者績效評估方面，

平台經濟模式下全新的績效評估方式可能帶給部分勞動法規一些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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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傳統經濟模式中，用人單位可以依據業績考核給予員工相關激

勵措施。但在平台經濟中，企業更多地從創新角度而非效益角度對

員工進行考核評估，而創新往往沒有客觀、具體的標準下，使得傳

統勞動法規中「無法勝任工作」等規則難以適用，進而引發出許多的

勞動糾紛。最後，異地服務的普及對勞動爭議處理制度帶來了新的

挑戰。平台經濟下，勞動提供地、服務接受地、勞動者社會保險繳

納地以及勞動報酬發放地往往分佈於不同地區，如何確定勞動合約

履行地和勞動爭議案件管轄地，已經成為一個問題。 

3.對勞動關係運行實態的影響 

(1)平台經濟活動主體呈現多元性 

傳統經濟模式下，勞動關係主體僅限於用人單位與勞動者雙

方，後來出現的勞務派遣用工雖然將利益相關方由雙方擴展至勞務

派遣單位、用工單位和勞動者三方，但立法已經明定彼此間的關係

和權利義務。在平台經濟下，活動主體更加多元，主體間的關係更

加複雜。當平台經營者為企業時，活動主體呈現為平台企業、平台

企業員工、平台經營企業、平台經營企業員工以及服務接受者五個

方面，所涉主體雖多，但相互間關係基本清晰。當平台經營者為個

人時，活動主體表現為平台企業、平台企業員工、平台從業人員以

及服務接受者四個方面。在後者情形下，如何認定服務接受者與平

台企業、平台從業人員之間的關係，涉及到消費者權益保障問題。

如何認定平台企業與平台從業人員之間的關係，涉及到勞動者權益

保障問題。近年來，中國大陸平台從業人員勞動關係認定爭議案件

急劇增多。以海淀區人民法院與勞動人事爭議仲裁院的統計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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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至 2017 年受理涉互聯網企業勞動爭議糾紛仲裁案件數量分別為

5,671 件、7,846 件、11,140 件，在 2017 年更達到 11,456 件的高峰。

從仲裁和訴訟案件受理數量變化分析，當前涉及互聯網企業勞動爭

議案件數量呈現穩步增長的趨勢。然值得注意的是，區法院從 2014

年至 2017 年審結的互聯網企業勞動爭議糾紛案件中，隨機抽樣選取

383件案件為樣本，其中在確認勞動關係之爭議案件約占抽取樣本數

的 20%。 

(2)平台企業與平台從業人員之間的關係界定對傳統勞動關係認

定標準提出了挑戰 

勞動關係認定標準，長期以來一直是勞動法理論和實務界的關

注焦點。相關之理論學說大致可以概括為從屬說和控制說兩類。大

陸法系偏向從屬說，英美法系總體則傾向控制說。相比於理論界的

探討，兩大法系在司法實務中可以歸納出一個共通點，即用人單位

對勞動者的指揮命令權是判定勞動關係最重要的標準之一。平台企

業與平台就業人員之間的關係認定，爭論主要聚焦在平台企業的指

揮控制權。反對認定為勞動關係的一方認為，平台就是一種中介，

平台企業提供的是信息服務，並不指揮控制平台從業人員。平台從

業人員可以自行決定是否接受平台提供的信息、是否提供勞動，也

可以自行安排工作時間，是典型的獨立合同工或者承包商。支持認

定為勞動關係的一方則認為，平台從業人員必須遵守平台公司製定

的規則，接受平台企業的過程監督和事後評價，符合指揮命令權的

特徵。 

2005 年，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發布了《關於確立勞動關係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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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的通知》，首次從立法上規定了勞動關係認定的三項標準：a. 

用人單位和勞動者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的主體資格；b. 用人單位依

法制定的各項勞動規章制度適用於勞動者，勞動者受用人單位的勞

動管理，從事用人單位安排的有報酬的勞動；c. 勞動者提供的勞動

系用人單位業務的組成部分。該通知兼採用從屬說和控制說的合理

因素，成為司法實踐中確認勞動關係的主要依據。 

但隨著新經濟模式的出現，2005 年所發布之通知的不適應性逐

漸顯現。王文珍與李文靜(2017)比較近年來爭議案件，歸納出凡單

純訴求確認勞動關係的案件，裁判結果通常支持非勞動關係主張；

倘若案件涉及工傷認定和賠償，裁決結果往往認定存在勞動關係，

從以上結果似乎隱含了勞動關係之認定與否和爭議案件本身之損害

結果存在高度相關性。該研究亦指出，除了裁判機關及裁判人員對

損害賠償責任承擔能力的統籌考慮之外，勞動關係認定標準本身存

在彈性，從而導致不同判決結果也是因素之一。 

4.新經濟模式對勞動關係協調機制的影響 

(1)新經濟模式對部分勞動適用基準提出挑戰 

以平台經濟為例，平台經濟主要以用戶需求為導向，從業者提

供勞動的時間可能高達一天 24 小時，而非如傳統經濟形態下相對集

中的連續勞動時間。此外，平台經濟中的大多數從業者能夠自主掌

握和控制工作時間，而非如傳統經濟形態下由用人單位決定。上述

特徵決定了現行工作時間基準適用的問題，例如等候時間是否納入

工作時間，超長工作是不是加班等問題依然有待去思考及釐清。另

外一方面，平台經濟打破了時間與空間的藩籬，使勞動的提供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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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在不同區域發生。由於中國大陸勞動基準地區間差異較大，同

一平台或者同類平台上提供同質勞動的勞動者，在最低工資和工資

支付標準上也可能存在較大差異。 

(2)新經濟模式對集體協商和民主參與制度提出挑戰 

集體協商、集體合同制度功能發揮的前提是勞動者的組織化，

而平台經濟的發展進一步推動了勞動用工的分散化，進而降低了勞

動關係的穩定性和勞動者的組織化程度。分散於各地的從業人員很

難真正集結起來形成可以與平台談判的對等力量，導致傳統集體協

商與集體合同制度很難在該領域發揮作用。而且，平台相對於分散

的從業人員擁有絕對的強勢地位，對平台規則具有絕對的話語權，

從業人員對平台規則只能選擇接受或者不接受，難以表達自己的意

見及立場，尤其當平台走向壟斷時，從業人員的境遇更加艱困。以

網約車平台為例，滴滴出行和 Uber 中國合併消息傳出幾天內，滴滴

對司機的獎勵額度下降，司機對於此規則的變化只能被動接受。在

缺乏前期的集體協商和民主參與程序之情況下，勢必增加後期平台

與勞動者爭議發生的可能性。雖然，平台從業人員較為分散，但從

業者規模已遠非傳統行業可以比擬，加之現代通訊技術的使用，一

旦發生群體性事件，影響將更加廣泛，性質可能更加嚴重。舉例而

言，在 2016 年 4 月，北京發生了滴滴出行、Uber 司機聯合發起的針

對平台單方面降低補貼的萬人大罷工。有鑑於此，如何實現平台從

業人員對平台規則制定的民主參與，將考驗中國大陸政府之監管智

慧。 

(3)新經濟模式對勞動關係領域的政府監管提出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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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前端企業的微小化增加了勞動保障監察的難度。平台經濟

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生產單元縮小，微型企業和個人從業者數量劇

增。微型企業分散化、隱蔽化的特點增加了勞動保障監察的難度，

而眾多未設置實體經營場所的微型企業，更使得政府對該領域的主

動監察行為難以實施。 

三、因應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之具體措施  

(一)國務院關於推行終身職業技能培訓制度的意見 

基於機器人可能存在取代部分人力之疑慮，因此學界及實務界

皆建議政府須採取相關措施來因應。美國富比士曾針對人工智慧是

否取代人力做出評論，根據其分析，大量的人工智慧將提高員工生

產力，在某些情況下，人工智慧亦會為每個人帶來新的工作。然

而，在某些產業，企業就不需要僱用這麼多人，而只有能夠理解新

技術的人，才有可能在人工智慧系統被採納後，繼續留在崗位上。

因此，既有勞工是否掌握新技術是相當關鍵的，但因為影響範圍牽

連甚廣，因此需要相關配套措施來因應。前百度人工智能主管吳恩

達建議政府在應對人工智慧可能導致的失業危機時，可以由政府出

資為失業工人培訓新工作技能。 

以中國大陸為例，目前在培訓勞工之相關措施主要為國務院於

2018 年頒佈之《關於推行終身職業技能培訓制度的意見》，該意見

主要目的在於建立並推行覆蓋城鄉全體勞動者、貫穿勞動者學習工

作終身、適應就業創業和人才成長需要以及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的終

身職業技能培訓制度，實現培訓對象普及化、培訓資源市場化、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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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載體多元化、培訓方式多樣化、培訓管理規範化，大規模開展高

質量的職業技能培訓，力爭 2020 年後基本滿足勞動者培訓需要，努

力培養造就規模宏大的高技能人才隊伍和數以億計的高素質勞動

者。《國務院關於推行終身職業技能培訓制度的意見》主要可以區分

為三個構面，涵蓋建構終身職業技能培訓體系、深化職業技能培訓

體制機制改革以及提升職業技能培訓基礎能力。詳細說明如表 2-5-4

所示： 

表 2-5-4 中國大陸因應新科技，對勞動者所提出之相關培訓措施 

具體措施 負責部會 措施內容 

建構終身職業技能培訓體系 

完善終身職業技能

培訓政策和組織實

施體系 

人力資源社會保障

部、教育部 
 面向城鄉全體勞動者，完善從勞動預備開始，到勞動者實

現就業創業並貫穿學習和職業生涯全過程的終身職業技

能培訓政策。 

 以政府補貼培訓、企業自主培訓、市場化培訓為主要供

給，以公共實訓機構、職業院校(含技工院校)、職業培訓

機構和行業企業為主要載體，以就業技能培訓、崗位技能

提升培訓和創業創新培訓為主要形式，構建資源充足、佈

局合理、結構優化、載體多元、方式科學的培訓組織實施

體系。  

圍繞就業創業重點

群體，廣泛開展就

業技能培訓 

人力資源社會保障

部、教育部、工業和

信息化部、民政部、

司法部、住房城鄉建

設部、農業農村部、

退役軍人事務部、國

務院國資委、國務院

扶貧辦、全國總工

會、共青團中央、全

國婦聯、中國殘聯 

 持續開展高校畢業生技能就業行動，增強高校畢業生適應

產業發展、崗位需求和基層就業工作能力。 

 深入實施農民工職業技能提升計劃春潮行動，將農村轉移

就業人員和新生代農民工培養成為高素質技能勞動者。 

 配合化解過剩產能職工安置工作，實施失業人員和轉崗職

工特別職業培訓計劃。 

 實施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工程和農村實用人才培訓計劃，全

面建立職業農民制度。 

 對城鄉未繼續升學的初、高中畢業生開展勞動預備製培

訓。 

 對即將退役的軍人開展退役前技能儲備培訓和職業指

導，對退役軍人開展就業技能培訓。 

 面向符合條件的建檔之貧困家庭、農村低保家庭、困難職

工家庭和殘疾人，開展技能脫貧攻堅行動，實施雨露計

劃、技能脫貧千校行動、殘疾人職業技能提升計劃。 

 對服刑人員、強制隔離戒毒人員，開展以順利回歸社會為

目的的就業技能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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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措施 負責部會 措施內容 

充分發揮企業主體

作用，全面加強企

業職工崗位技能提

升培訓 

人力資源社會保障

部、教育部、工業和

信息化部、住房城鄉

建設部、國務院國資

委、全國總工會 

 將企業職工培訓作為職業技能培訓工作的重點，明確企業

培訓主體地位，完善激勵政策，支持企業大規模開展職業

技能培訓，鼓勵規模以上企業建立職業培訓機構開展職工

培訓，並積極面向中小企業和社會承擔培訓任務，降低企

業興辦職業培訓機構成本，提高企業積極性。 

 對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適應高質量發展要

求，推動企業健全職工培訓制度，制定職工培訓規劃，採

取崗前培訓、學徒培訓、在崗培訓、脫產培訓、業務研修、

崗位練兵、技術比武、技能競賽等方式，大幅提升職工技

能水平。 

 全面推行企業新型學徒制度，對企業新招用和轉崗的技能

崗位人員，通過校企合作方式，進行職業技能培訓。 

 發揮失業保險促進就業作用，支持符合條件的參保職工提

升職業技能。 

 健全校企合作制度，探索推進產教融合試點。 

適應產業轉型升級

需要，著力加強高

技能人才培訓 

人力資源社會保障

部、教育部、工業和

信息化部、住房城鄉

建設部、國務院國資

委、全國總工會 

 面向經濟社會發展急需緊缺職業，大力開展高技能人才培

訓，增加高技能人才供給。 

 深入實施國家高技能人才振興計劃，緊密結合戰略性新興

產業、先進製造業、現代服務業等發展需求，開展技師、

高級技師培訓。 

 對重點關鍵崗位的高技能人才，通過開展新知識、新技

術、新工藝等方面培訓以及技術研修攻關等方式，進一步

提高他們的專業知識水平、解決實際問題能力和創新創造

能力。 

 支持高技能領軍人才更多參與國家科研項目。發揮高技能

領軍人才在帶徒傳技、技能推廣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大力推進創業創新

培訓 

人力資源社會保障

部、教育部、科技部、

工業和信息化部、住

房城鄉建設部、農業

農村部、退役軍人事

務部、國務院國資

委、國務院扶貧辦、

全國總工會、共青團

中央、全國婦聯、中

國殘聯 

 組織有創業意願和培訓需求的人員參加創業創新培訓。 

 以高等學校和職業院校畢業生、科技人員、留學回國人

員、退役軍人、失業人員和轉崗職工等群體為重點，依托

高等、職業院校及培訓機構等，開展創新創業相關教育，

進而提升創業創新能力。 

 健全以政策支持、項目評定、孵化實訓、科技金融、創業

服務為主要內容的創業創新支持體系，將高等學校、職業

院校學生在校期間開展的試創業實踐活動納入政策支持

範圍。 

 發揮技能大師工作室和職工創新工作室作用，開展集智創

新、技術攻關、技能研修、技藝傳承等群眾性技術創新活

動，加大對勞動者創業創新的扶持力度。 

強化工匠精神和職

業素質培育 

人力資源社會保障

部、教育部、科技部、

工業和信息化部、住

房城鄉建設部、國務

院國資委、國家市場

監督管理總局、全國

 大力弘揚和培育工匠精神，堅持工學結合、知行合一、德

技並修，完善激勵機制，增強勞動者對職業理念、責任和

使命的理解，提高勞動者實踐工匠精神的自覺性和主動

性。 

 廣泛開展大國工匠進校園活動。加強職業素質培育，將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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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措施 負責部會 措施內容 

總工會、共青團中央 業道德、質量意識、法律意識、安全環保和健康衛生等貫

穿職業培訓全過程。 

深化職業技能培訓體制機制改革 

建立職業技能培訓

市場化社會化發展

機制 

人力資源社會保障

部、教育部、工業和

信息化部、民政部、

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

局、全國總工會 

 加大政府、企業、社會等各類培訓資源優化整合力度，提

高培訓供給能力。 

 廣泛發動社會力量，大力發展民辦職業技能培訓。 

 鼓勵企業建設培訓中心、職業院校、企業大學，開展職業

訓練院試點工作，為社會培育更多高技能人才。 

 鼓勵支持社會組織積極參與行業人才需求發布、就業狀況

分析、培訓指導等工作。 

 政府補貼的職業技能培訓項目全部向具備資質的職業院

校和培訓機構開放。 

建立技能人才多元

評價機制 

人力資源社會保障

部、教育部、工業和

信息化部、住房城鄉

建設部、國務院國資

委、全國總工會、共

青團中央、中國殘聯 

 以職業能力為導向、以工作業績為重點、注重工匠精神培

育和職業道德養成的技能人才評價體系。 

 建立與國家職業資格制度相銜接、與終身職業技能培訓制

度相適應的職業技能等級制度。完善職業資格評價、職業

技能等級認定、專項職業能力考核等多元化評價方式，促

進評價結果有機銜接。 

 完善技能人才評價管理服務體系，加強評價質量的監管。 

 建立以企業崗位練兵和技術比武為基礎、以國家和行業競

賽為主體、國內競賽與國際競賽相銜接的職業技能競賽體

系，大力組織開展職業技能競賽活動，積極參與世界技能

大賽，拓展技能人才評價選拔渠道。 

建立職業技能培訓

質量評估監管機制 

人力資源社會保障

部、財政部 
 對職業技能培訓公共服務項目實施目錄清單管理，制定政

府補貼培訓目錄、培訓機構目錄、鑑定評價機構目錄、職

業資格目錄，及時向社會公開並實行動態調整。 

 建立以培訓合格率、就業創業成功率為重點的培訓績效評

估體系，對培訓機構、培訓過程進行全方位監管。 

 結合國家金保工程二期，建立基於互聯網的職業技能培訓

公共服務平台，提升技能培訓和鑑定評價信息化水平。 

 探索建立勞動者職業技能培訓電子檔案，實現培訓信息與

就業、社會保障信息聯通共享。 

建立技能提升多渠

道激勵機制 

人力資源社會保障

部、教育部、工業和

信息化部、公安部、

國務院國資委、國家

公務員局 

 支持勞動者憑技能提升待遇，建立健全技能人才培養、評

價、使用、待遇相統一的激勵機制。 

 指導企業不只參考學歷和資歷，建立基於崗位價值、能力

素質、業績貢獻的工資分配機制，強化技能價值激勵導向。 

 制定企業技術工人技能要素和創新成果按貢獻參與分配

的辦法，推動技術工人享受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有關政

策，鼓勵企業對高技能人才實行技術創新成果入股、崗位

分紅和股權期權等激勵方式，鼓勵憑技能創造財富、增加

收入。 

 落實技能人才積分落戶、崗位聘任、職務職級晉升、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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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措施 負責部會 措施內容 

職稱評審、學習進修等政策。 

 支持用人單位對聘用的高級工、技師、高級技師，比照相

應層級工程技術人員確定其待遇。 

 完善以國家獎勵為導向、用人單位獎勵為主體、社會獎勵

為補充的技能人才表彰獎勵制度。 

提升職業技能培訓基礎能力 

加強職業技能培訓

服務能力建設 

人力資源社會保障

部、國家發展改革委

員會 

 推進職業技能培訓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為勞動者提供市場

供求信息諮詢服務，引導培訓機構按市場和產業發展需求

設立培訓項目，引導勞動者按需求自主選擇培訓項目。 

 推進培訓內容和方式創新，鼓勵開展新產業、新技術、新

業態培訓，大力推廣互聯網+職業培訓模式，推動雲計算、

大數據、移動智能終端等信息網絡技術在職業技能培訓領

域的應用，提高培訓便利度。 

加強職業技能培訓

教學資源建設 

人力資源社會保障

部、教育部 
 緊跟新技術、新職業發展變化，建立職業分類動態調整機

制，加快職業標准開發工作。 

 建立國家基本職業培訓包製度，促進職業技能培訓規範化

發展。 

 支持彈性學習，建立學習成果積累和轉換制度，促進職業

技能培訓與學歷教育溝通銜接。 

 實行專兼職教師制度，完善教師在職培訓和企業實踐制

度，職業院校和培訓機構可根據需要和條件自主招用企業

技能人才任教。 

 發揮院校、行業企業作用，加強職業技能培訓教材開發，

提高教材質量，規範教材使用。 

加強職業技能培訓

基礎平台建設 

人力資源社會保障

部、國家發展改革

委、教育部、科技部、

工業和信息化部、財

政部、農業農村部、

商務部、國務院國資

委、國家國際發展合

作署 

 推進高技能人才培訓基地、技能大師工作室建設，建成一

批高技能人才培養培訓、技能交流傳承基地。 

 加強公共實訓基地、職業農民培育基地和創業孵化基地建

設，逐步形成覆蓋全國的技能實訓和創業實訓網絡。 

 對接世界技能大賽標準，加強競賽集訓基地建設，提升我

國職業技能競賽整體水平和青年技能人才培養質量。 

 積極參與走出去戰略和一帶一路建設中的技能合作與交

流。 

資料來源：中國大陸國務院於 2018 年頒布之《關於推行終身職業技能培訓制度的意見》 

(二)國務院關於大力發展電子商務加快培育經濟新動力的

意見 

近年來中國大陸在新經濟模式，例如平台經濟之蓬勃發展，不

僅創造了新的消費需求，引發了新的投資熱潮，開闢了就業增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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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提供了新空間。然而，新經濟模式卻

也對勞動者及勞動整體環境產生了影響與衝擊。有鑑於此，中國大

陸國務院於 2015 年頒布了《關於大力發展電子商務加快培育經濟新

動力的意見》，希望藉由改革推動科學發展，主動適應和引領經濟發

展新常態，著力解決電子商務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和重大問題，大

力推進政策創新、管理創新和服務創新，加快建立開放、規範、誠

信、安全的電子商務發展環境。該意見之整體目標則是希望在 2020

年以前，可以完整建構出統一開放、競爭有序、誠信守法、安全可

靠的電子商務大市場，且電子商務與其他產業深度融合，成為促進

創業、穩定就業、改善民生服務的重要平台，對工業化、資訊化、

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起到關鍵性作用。 

國務院頒布之《關於大力發展電子商務加快培育經濟新動力的意

見》，主要可區分為七大面向，包含營造寬鬆發展環境、促進就業創

業、推動轉型升級、提升對外開放水準、構築安全保障防線以及健

全支撐體系。基於本研究主要是聚焦在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對勞動

市場之影響，因此本文僅列舉該意見與勞動權益相關之部分，也就

是促進就業創業這一面向來進行討論。在促進就業創業的措施方

面，則是比較偏向因應新經濟模式興起，對勞動者能力之培養及整

體勞動法規環境之維護與補強，主要措施涵蓋三個面向，包含鼓勵

電子商務領域就業創業、加強人才培養培訓以及保障從業人員勞動

權益，詳細說明如表 2-5-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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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5 中國大陸因應新經濟模式，對勞動權益方面所提出之具體措施 

具體措施 負責部會 措施內容 

鼓勵電子商務

領域就業創業 

人力資源社會保障

部、工業和資訊化

部、商務部、統計

局，地方各級人民政

府 

 把發展電子商務促進就業納入各地就業發展規劃和電

子商務發展整體規劃。  

 建立電子商務就業和社會保障指標統計制度。  

 經工商登記註冊的網路商戶從業人員，同等享受各項

就業創業扶持政策。未進行工商登記註冊的網路商戶

從業人員，可認定為靈活就業人員，享受靈活就業人

員扶持政策，其中在網路平台實名註冊、穩定經營且

信譽良好的網路商戶創業者，可按規定享受小額擔保

貸款及貼息政策。  

 支援中小微型企業應用電子商務、拓展業務領域，鼓

勵有條件的地區建設電子商務創業園區，指導各類創

業孵化基地為電子商務創業人員提供場地支援和創業

孵化服務。  

 加強電子商務企業用工服務，完善電子商務人才供求

資訊對接機制。 

加強人才培養

培訓 

人力資源社會保障

部、商務部、教育

部、財政部 

 支援學校、企業及社會組織合作辦學，探索實訓式電

子商務人才培養與培訓機制。  

 推進國家電子商務專業技術人才知識更新工程，指導

各類培訓機構增加電子商務技能培訓專案，支援電子

商務企業開展崗前培訓、技能提升培訓和高技能人才

培訓，加快培養電子商務領域的高素質專門人才和技

術技能人才。  

 參加職業培訓和職業技能鑒定的人員，以及組織職工

培訓的電子商務企業，可按規定享受職業培訓補貼和

職業技能鑒定補貼政策。  

 鼓勵有條件的職業院校、社會培訓機構和電子商務企

業開展網路創業培訓。 

保障從業人員

勞動權益 

人力資源社會保障

部 

 規範電子商務企業特別是網路商戶勞動用工，經工商

登記註冊取得營業執照的，應與招用的勞動者依法簽

訂勞動契約；未進行工商登記註冊的，也可參照勞動

合同法相關規定與勞動者簽訂民事協定，明確雙方的

權利、責任和義務。 

 按規定將網路從業人員納入各項社會保險，對未進行

工商登記註冊的網路商戶，其從業人員可按靈活就業

人員參保繳費辦法參加社會保險。 

 符合條件的就業困難人員和高校畢業生，可享受靈活

就業人員社會保險補貼政策。  

 長期雇用 5 人及以上的網路商戶，可在工商註冊地進

行社會保險登記，參加企業職工的各項社會保險。  

 滿足統籌地區社會保險優惠政策條件的網路商戶，可

享受社會保險優惠政策。 

資料來源：中國大陸國務院於 2015 年頒布之《關於大力發展電子商務加快培育經濟新動力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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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而言，目前中國大陸對於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之因應策

略，主要仍聚焦在健全相關外在環境及培植相關企業採納新科技(智

慧製造)及應用所謂新經濟模式(平台經濟)，對於勞動者及整體環境

之保障仍存在許多改善空間。儘管國務院頒布的《關於大力發展電子

商務加快培育經濟新動力的意見》作出了創新性的規定，即未進行工

商登記註冊的(電子商務企業)，也可參照勞動合同法相關規定與勞

動者簽訂民事協議，明確雙方的權利、責任和義務，但這種嫁接式

要求在實踐中由誰監督落實、如何救濟等實務問題，仍然有待進一

步配套和觀察。同時，部分地區正在進行工商登記制度改革，通過

放寬經營場所條件擴大工商登記範圍。然而，中國大陸政府目前藉

由簡化公司註冊資本及登記程序，目的主要是放寬市場主體進入之

門檻，優化營商環境，但對於監督保障相關人員之勞動環境，仍存

有相當大之改善空間。 

第六節 綜合分析 

第二章主要是介紹主要國家目前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包

含美國、歐洲、日本、韓國以及中國大陸。其次，在新經濟模式與

新科技發展下，本研究彙整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對此五國勞動市場

造成的影響以及衝擊。最後，藉由分析及整理此五國目前已經提出

的因應策略及具體措施，來做為本研究後續研提政策建議之基礎。 

為因應新興科技之發展潮流，各國紛紛頒布許多政策，除了推

動的時間與目的有所不同外，其各國的共通點大多把創新及新科技

視為強化國家競爭優勢的政策之一，並期望藉由新科技之推動能促

進整體經濟發展。其中，歐美等國推動新科技的時間最早，美國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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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新科技相關政策如《美國國家創新戰略》，其主要目的在於藉由自

動化及數位化之潮流，將過去外包出去的製造業逐漸回收至國內，

以改善美國日漸低迷的就業率及經濟情勢。歐洲國家則是把握資通

訊網路之進步及普及，積極推動工業 4.0，其主要目的在於解決全球

競爭下所面臨之製造危機和人口老化等問題。 

在亞洲國家方面，日本為了因應人口老化日益嚴重之問題，在

2017 年 6 月頒布《未來投資戰略 2017》，進而提出 Society 5.0 之願

景，從生產、流通及販賣等層面，擴大新科技之創新應用。韓國則

是提出《2016 K-ICT》策略，除了回應歐美等國積極推動工業 4.0 之

情勢，亦充實韓國發展 ICT 之策略，希望在全世界的競爭中能不落

人後。中國大陸亦頒布《中國製造 2025》，企圖將其打造成世界製

造強國。截至目前為止，新科技所帶動之智慧化風潮已由歐美國家

逐漸往各國蔓延，且各國皆已有企業針對工業 4.0的設備及模式進行

開發，並已經有相當不錯之成果。 

另外一方面，在科技日新月異之發展下，亦催化各國新經濟模

式之蓬勃發展。以美國為首，目前已有眾多之平台業者，其中較知

名的有 Uber(乘車服務)、Airbnb(短居服務)以及 Upwork(短期派遣服

務)等平台商，其中Uber更是全球估值最高的非上市企業之一。基於

Uber 等平台商成功之典範，亦催化其餘各國當地之平台商之發展，

例如英國、法國及義大利等 9國目前已成立了 275個共享經濟平台。

若以亞洲國家來看，其新經濟模式之發展雖不如歐美等國盛行，但

亦有些成功之案例。舉例而言，日本及韓國之平台商在短居服務領

域之發展較佳，中國大陸則主要聚焦在共享金融領域，其平台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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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亦緩解中國大陸當地因產能過剩導致之失業問題。 

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對各國影響深遠，除了導致國家、企

業、產業及整體社會體系之變革，此經濟轉型之趨勢亦對各國勞動

市場及勞動權益造成重大影響(參考表 2-6-1)。在對勞動市場影響方

面，大部分國家皆認知到部分標準化以及例行性之工作可能被新科

技取代，進而導致嚴重的失業問題。日本則是面臨因少子高齡化所

帶來勞動力不足的困境。因此，日本正積極投入研發資源在 AI 與機

器人之發展，希望藉由新科技來舒緩勞動力不足的情況，勞動力被

取代的問題反而並不嚴重。另外一方面，受惠於科技日新月異之發

展，進而促使勞動者工作型態呈現多元化之趨勢。舉例而言，各國

的自由工作者的數量以及型態更為多元，勞動者亦可藉由遠端等技

術來完成工作任務，使得工作地點不一定侷限在某個固定地點。值

得一提的是，韓國甚至出現取代人力的機器人是否該被課徵所得稅

之爭論。 

在對勞動權益之影響方面，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催化許多

非典型工作者，進而對傳統的僱傭關係產生衝擊，特別在平台經濟

之模式中，很多平台業者並無明確規範僱傭契約，使得許多勞動者

之權益受損。此外，各國目前法規之發展並無法隨著新經濟模式之

發展與時俱進，使得非典型工作者缺乏福利措施、保障津貼、健康

安全保險以及最低工資等相關保障。另外一方面，歐洲及韓國亦正

視到目前國內既有的職業訓練不足，使得勞動者缺乏足夠能力因應

自動化與數位化之轉變。中國大陸則意識到平台經濟之發展可能導

致勞動者之分散化，使得勞動者無法真正團結起來形成與平台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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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對等力量，導致傳統集體協商與集體合約制度難以發揮真正作

用。 

為了緩解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帶來之影響，各國也各自頒

布相關政策及措施。基於大部分國家意識到部分勞動者可能被人工

智慧等新科技取代，因此各國皆頒布勞動者技能提升之相關規劃，

例如美國提出《TechHire Initiative》方案、歐洲則由教育及企業端來

提供勞動者相關培訓、韓國實施《新的職業能力開發訓練方案》等政

策及中國大陸提出《關於推行終身職業技能培訓的意見》，希望能培

養高科技及高素質之勞動者，協助其與新科技對接，進而降低被取

代之可能性。其次，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之發展使得各國非典型工

作者之數量急遽增加，但由於法規面上無法與新經濟模式之發展與

時俱進，導致僱傭關係不明以及缺乏對勞動者社會福利之保障。因

此，各國除了由法制面來確定僱傭關係外，亦修正平台經濟等相關

法律來強化對非典型工作者的保障。 

在社會福利方面，各國提出的措施略有不同，例如美國提出《患

者保護與平價醫療法案》，主要是保障非典型之工作者在沒有雇主的

情況下來獲得健康保險；歐洲則是提出「基本收入政策試點計畫」，

希望可以改善因新科技所導致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之問題；中國大

陸則規定須將網路從業人員納入社會保險，以保障其勞動權益。在

其他因應措施方面，韓國政府則是從改善 ICT 產業體質著手，進而

提高其競爭力。此外，韓國政府也針對運用一定比例以上機器人的

企業提高法人稅。 

綜觀而言，美國、歐洲、韓國以及中國大陸皆意識到新經濟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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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與新科技發展對勞動市場及勞動權益造成影響，並已頒布許多因

應對策。日本則在五國當中較為特別，因該國目前人口老化之問題

已經成為經濟成長之一大隱憂，因此與其他四國不同的是，日本政

府關注的議題並不在勞動者是否被取代以及社福保障是否完善等面

向，反而大多是針對新型態勞動方式研擬相關之完善政策，例如頒

布「僱用型及非僱用型遠距工作指導方針」，並對兼職及副業採取原

則同意之立場。其次，日本政府亦擴大轉職者的採用機會，對提供

轉職者僱用機會的企業給予支援外，亦將職場情報透明化，以擴大

轉職及再就業市場。另一方面，日本近期亦檢討放寬針對以體力為

主的外籍勞動者赴日本工作限制，包括放寬技能實習生研修結束後

留在日本工作限制及招募特定領域外籍勞動者、提供外籍與本國籍

勞動者同等之薪資與相關待遇等，以紓解人口規模減少趨勢下，日

益嚴重的勞動力短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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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1 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之興起對各國之影響與比較 

 美國 歐洲 中國大陸 韓國 日本 

對

勞

動

市

場

之

影

響 

部分勞動者恐

被新科技取代 
 部分例行性、重複性及標準化之工作，將可能被人工智慧取代。 

 因人口老化導致勞動力

下降，新科技對其的衝

擊不大。 

勞動者工作型

態呈現多元化 

 非典型勞動者之型態與數量將逐漸提高。 

 自由工作者興起，預計

到了 2027 年，大部分

勞動人口都將成為自

由工作者。 

 自由工作者的數量及型

態漸趨多元，根據麥肯

錫之報告，可區分為積

極型、消遣型、勉強型

及財務緊張型 4 類。 

 工作時間呈現靈活化、

碎片化及自由化。 

 工作地點及方式之選擇

更為靈活。 

 新工作類型激增，例如

叫醒服務、道歉服務

等。 

 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導

致工作兩極化以及自由

工作者增加等現象。 

 新型勞動型態出現，例

如遠距離工作。 

 共享經濟及數位製程之

普及，使得勞動者可以

不屬於特定企業或組織

的形式從事工作。 

機器人以及平

台業者是否應

被課稅之爭議 

   

 取代人力之機器人是否

應該被課稅。 

 平台共享資源之興起，使

得平台業者是否需要申

報所得稅產生爭議。 

 

對

勞

動

權

益

之

影

響 

僱傭關係不明

導致權益糾紛 

 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之興起導致非典型工作者數量以及類型激增，除了影響傳統的僱傭關係，許多平台業者

亦無明定僱傭契約之內容，導致勞動者之法律地位及團體建立契約之效果喪失，進而使其權益受損，爭議案

件也逐漸增加。 

 

缺乏勞動法規

及社會福利等

相關保障 

 自由工作者不受勞動

和就業法之保障，對於

福利措施及保障津貼

等方面處於弱勢。 

 新經濟模式發展使勞動

者工作型態漸趨多元，

但雇主對於所需負擔對

勞動者之相關權益與保

障仍有改善空間。 

 非典型工作者之興起導

致勞動適用基準產生變

化，例如最低工資和工

資支付標準。 

 平台業者興起增加監察

保障之難度。 

 平台業者與平台提供勞

務者是否存在從屬關

係，會影響到勞動者是否

受勞動法及社會保障之

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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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1 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之興起對各國之影響與比較(續) 

 美國 歐洲 中國大陸 韓國 日本 

對

勞

動

權

益

之

影

響 

相關職業訓練

無法隨新經濟

模式之發展與

時俱進 

 

 新科技發展雖替代部分人

力，但也產生對數位相關

人才需求，但目前勞動者

仍缺乏足夠能力因應自動

化和數位化的轉變。 

 

 目前雇主提供非典型

工作者之職業訓練仍

有改善空間。 

 

集體協商及民

主參與制度難

以成形 

  

 平台經濟之發展可能導

致勞動者之分散化，使

得勞動者無法真正團結

起來形成與平台談判的

對等力量，導致傳統集

體協商與集體合約制度

難以發揮真正作用。 

  

具

體

因

應

措

施 

勞動者技能提

升相關政策及

規劃 

 推出數位技能提升方

案-TechHire Initiative。 

 由教育端與企業端提供職

業培訓措施 

 實施關於推行終身職業

技能培訓的意見，主要

目的在於培養高素質之

科技人才。 

 為配合產業調整，各相

關部會皆實施新的職

業能力開發訓練方案

等政策，希望能強化勞

動者之就業能力。 

 

由法制面確定

僱傭關係 

 考慮在傳統僱員與獨

立承包商中新增一個

勞動者類別。 

 實施「非全日制工作的指

令」，對非標準就業員工

採取一視同仁的原則。 

 在參考《關於僱傭關係的

建議書》之基礎下，採取

相對應之措施，來釐清僱

傭分類之界定。 

 規範電子商務企業應與

勞動者簽訂契約，以免

勞動者之權益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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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1 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之興起對各國之影響與比較(續) 

 美國 歐洲 中國大陸 韓國 日本 

具

體

因

應

措

施 

修訂平台經濟

相關法律 
 

 英國修訂相關法律，避免

引起如 Uber 之爭議 
 

 實施相關法律修訂，保

障傳統模式經營的產

業。 

 

強化社會福利

等相關保障 

 實施《患者保護與平價

醫療法案》，是目前美

國勞動者在沒有雇主

的情況下獲得健康保

險之最佳保障。 

 進行「基本收入政策試點

計畫」，主要目的在於緩

解因新科技導致貧富差距

擴大之情況。 

 規定須將網路從業人員

納入社會保險。 
  

營造彈性工作

環境相關措施 
    

 實施僱用型及非僱用

型遠距工作指導方

針，亦針對副業及兼職

採取原則同意之立場。 

其他因應措施    

 改善與強化 ICT 產業

體質。 

 針對採用一定比例之

機器人企業，課徵機器

人稅、所得稅。 

 擴大轉職者採用機會

及強化職場訊息之透

明度。 

 放寬針對以體力為主

的外籍勞動者赴日本

工作限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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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國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及

其對我國企業人力資源運用與勞資關係之

影響 

我國推動新科技發展的背景為，尋求自傳統代工製造模式，即

以成本為導向的經濟成長模式轉型；基於此，自 2016 年起政府積極

推動以創新、就業及分配為核心的經濟發展新模式，以期提高企業

營利、增加勞工薪資，實現臺灣經濟永續發展之目標。為實現上述

目標，政府擬定「5+2 產業創新計畫」，扮演旗艦角色；期盼藉由中

央與地方密切合作，整合技術、人才、資金與市場，以創新帶動既

有產業升級，全面性地連結在地、全球及未來。 

其次，新經濟模式方面，因應數位經濟浪潮，行政院自 2017 年

度推動「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簡稱 DIGI+方案)」，為我國

推動數位經濟之重點政策。該方案目標為 2025 年時，我國數位經濟

規模成長至新臺幣 6.5 兆元、民眾數位生活服務使用普及率達到

80%、寬頻服務可達 2Gbps、保證國民 25Mbps 寬頻上網基本權利、

我國資訊國力排名能夠躍進到前 10 名。 

在前述背景下，本章第一節將首先回顧我國以「5+2 產業創新」

計畫為核心之新科技發展政策與趨勢；第二節則透過彙整相關資

料，呈現我國發展平台經濟之相關政策與趨勢；第三節則綜整呈現

三則個案研究之重點內容，進而分析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對我國產

業與企業之影響，最後則為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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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我國新科技之發展政策、發展趨勢

與未來人力資源需求之分析 

一、我國新科技之發展政策 

臺灣經濟成長潛力呈趨勢性下滑，反映國內產業升級等結構性

問題亟待解決。臺灣廠商普遍以代工出口模式為主，但隨著歐美國

家再工業化及中國大陸自主供應鏈興起，臺灣現有產業成長空間已

被嚴重壓縮，亟需因應突破；另一方面，數位經濟崛起，物聯網及

人工智慧(AI)時代的來臨，將改變未來產業圖像，產業創新與轉型

升級成為推動經濟成長的重要驅動因素，同時也是中小企業提升競

爭力及發展現代化與科技化服務業的關鍵。為提升臺灣廠商研發實

力，切入新的技術領域與營運模式，進而維持臺灣經濟及產業的永

續發展，政府推動諸多政策，以營造有利於新科技與數位經濟發展

之環境。以下針對「5+2 產業創新計畫」、「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畫」

及「臺灣 AI 行動計畫」進行說明： 

(一)5+2 產業創新計畫 

為加速臺灣產業轉型升級，政府打造以「創新、就業、分配」為

核心價值，追求永續發展的經濟成長新模式，並透過「連結未來、連

結全球、連結在地」三大策略，激發產業創新風氣與能量。政府進一

步提出「亞洲‧矽谷」、「智慧機械」、「綠能科技」、「生醫產業」、

「國防產業」、「新農業」及「循環經濟」等 5+2 產業創新計畫，作

為驅動臺灣下世代產業成長的核心，為經濟成長注入新動能。藉由

與國際團隊及地方政府的合作，以及高階人才、技術的引進，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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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業創新群聚、系統整合的量能，吸引國內外投資，進而連結

全球創新能量，強化臺灣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期實現數位國家、智

慧島嶼、服務業高值化、非核家園及節能減碳願景，並提升技術水

平、平衡區域發展、創造就業機會之效益。 

「5+2 產業創新計畫」是在既有的 ICT 產業基礎上，開展應用服

務，希望藉由點燃創新的火苗，來帶動產業創新的風潮。「5+2 產業

創新計畫」惠及的行業非常廣泛，並可結合地區優勢及發展條件，打

造創新研發產業聚落。其中與新經濟模式及新科技發展最為相關的

項目為「亞洲·矽谷」及「智慧機械」，可視為臺灣未來新經濟模式

與新科技發展的基磐項目，相關成果可廣泛應用於「綠能科技」、「生

醫產業」、「國防產業」、「新農業」及「循環經濟」等領域。例如

「新農業」可利用物聯網、AI、機器人及智慧機械等技術與設備，提

供重複性農作的必要體能協助，像除草、施肥；同時開發環境及作

物監測管理系統，進而連結自動化管理操作系統；提升農、漁、牧

產品保鮮技術。而「生技醫療」的精準醫學、「綠能科技」的智慧電

表、「國防產業」的資安防護等也都需要新科技的支持。 

有關「5+2 產業創新計畫」之推動架構請參考表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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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5+2 產業創新計畫」推動架構 

1.亞洲‧矽谷 

願景 

推動以物聯網與智慧應用產業為核心，設定以創新創業驅動經濟成

長之「亞洲‧矽谷」計畫，期盼能讓臺灣連結矽谷等全球科技核心

聚落，成為亞太青年創新創業發展基地。 

推動策略 
透過活絡創新人才、完善資金協助、完備創新法規及提供創新場域，

以建構並完善創新創業生態體系。 

未來應用

發展方向 
智慧物聯網、資訊安全、人工智慧、大數據與雲端運算。 

2.智慧機械 

願景 
藉由智慧機械產業化及產業智機化讓臺灣成為全球智慧機械及高階

設備關鍵零組件的研發製造中心。 

推動策略 

推動精密機械產業導入智慧化科技，建立智慧機械生態體系，並推

動金屬機電、民生化工、電子資訊、資訊服務等重點產業導入智慧

製造，強調連結在地、連結未來及連結國際。 

未來應用

發展方向 

未來在物聯網、大數據資料及雲端技術與機器間相互聯網的發展

下，將可有效收集大量數據並進行研析，以達到智慧化生產。 

3.綠能科技 

願景 

以節能、儲能、創能及智慧系統整合為四大發展主軸，達到降低進口

能源的依賴程度、推動節能產業發展、有效儲存能源及讓臺灣綠能產

業成為系統品牌的目標。 

推動策略 

第一階段為連結資訊與通信科技、材料、機械產業和法人、學校的研

究資源，引進國外廠商技術轉移或資源共享；第二階段主要以國內需

求扶持產業，逐步提升綠能的比重，帶動國內相關產業投資；第三階

段則以系統整合能力培植為主，從零件製造走向系統整合，並以「整

廠輸出＋Total Solution」出口，進軍國際市場。 

未來應用

發展方向 
太陽光電、資訊安全、人工智慧、大數據與雲端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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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5+2 產業創新計畫」推動架構(續) 

4.生醫產業 

願景 
透過全球聯結及整合在地創新群聚成果，形塑臺灣成為「亞太生技醫

藥研發產業中心」。 

推動策略 

設置投資獎勵措施以鼓勵國內外廠商在臺投資，推出租稅優惠、研發

補助、低利貸款及上市上櫃推薦、聚焦於具發展潛力之產業、營造友

善資本市場、健全法規環境面等政策工具。 

未來應用

發展方向 

精準醫療、生物相似性藥品(大分子製藥)、免疫療法、遠距照護與行

動智慧醫療、3D 列印技術。 

5.國防產業 

願景 

提升國防產業自主程度、運用國內需求鼓勵產業技術升級與建立系

統整合能量、強化產業聚落效應及增加就業機會、發展我國資安科

技與應用服務。 

推動策略 

運用國防需求，結合產業力量建立完整設計、製造、組裝及關鍵技

術等自主能量，建構軍機與船艦自主供應鏈，並拓展應用至民用市

場。其次，推動以服務為重心之資安產業結構優化，並以資安加值

臺灣優勢產業，擴大整體市場發展，打造資安產業創新創業生態系。 

未來應用

發展方向 
資安防護、整機研製、航太發展及周邊產業升級轉型。 

6.循環經濟 

願景 
將廢棄物資源進行運用，以替代開採自然資源，達成物質全循環、

零廢棄的願景。 

推動策略 增加資源使用效率、降低浪費、減少廢棄、增加循環度。 

未來應用

發展方向 

循環資源供應模式、資源回收再造模式、產品生命延長模式、共享

平台模式、產品即服務模式。 

7.新農業 

願景 
透過建立農業新典範、建構農業安全體系及提升農業行銷能力等三大

主軸，打造幸福農民、安全農業與富裕農村的新農業願景。 

推動策略 
建立保障農民、農業發展及環境永續之新典範、建構農業安全體系、

強化農業行銷推廣能力。 

未來應用

發展方向 
衛星圖像分析、精進監測系統、農業機器人、預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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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畫 

科技創新已成為國家競爭力的關鍵，世界各國政府無不大力扶

持，以提振經濟發展。為善用臺灣擁有的競爭優勢，加速科學技術

研發、應用與創新，科技部因應環境變化，依照《科學技術基本法》

第十條，每四年訂定「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畫」，作為擬訂科技政策

與推動研究發展之依據。本期「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畫(2017-2020)」

涵蓋「經濟發展」、「智慧生活」、「基礎環境」三大主軸，及「創

新再造經濟動能」、「堅實智慧生活科技與產業」、「育才競才與多

元進路」與「強化科研創新生態體系」等四大目標，是政府實現產業

創新轉型之基石，內容重點分述如下： 

1.創新再造經濟動能：隨著數位經濟時代來臨，我國將掌握人

工智慧契機，發展數位經濟創新模式，同時建構跨域資料交換標準

及運算主機，活化跨域大數據應用。為發展區域創新系統，政府將

結合產學研及區域資源，打造「園區智慧機器人創新自造基地」，修

訂設管條例，鼓勵多元產業進駐；並應用資訊科技連結海內外資

源，促進科研成果之交流與應用，提高創新創業成功的機會。 

2.堅實智慧生活科技與產業：面對高齡、少子化社會，全球化

傳染疾病、極端氣候及問題食品擴散等，智慧科技的應用可協助解

決相關問題並帶動產業發展。因此，政府將運用大數據發展精準醫

療，提高醫療保健服務的品質與效率；發展智慧農業強化農產品安

全管理，源頭管控民眾食的安全。為邁向綠能永續社會，落實循環

經濟理念，政府將加強綠能技術與資源循環之發展，並推行「智慧電

網總體規劃方案」，以提供穩定電源，目標再生能源的發電占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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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提高到 20%。開發具防災耐候型之晶片儀器系統，提升災害

感測及預警能量；研發高效能感測元件，分區布設感測點，建構環

境物聯網。面對數位時代，深耕資安核心技術，確保優質生活。 

3.育才競才與多元進路：鑑於優秀人才是促進產業升級與轉型

的基礎，政府將全力營造國際人才在臺之友善留用環境，並強化產

業實務人才的培訓機制。為活絡高階科研人才的多元出路，政府將

依產業需求培訓博士級人才，以及選派優秀人才赴美國矽谷研習，

拓展年輕研究人員的國際視野及影響力。 

4.強化科研創新生態體系：因應內外環境快速變化，啟動「行政

院科技顧問會議」，隨時回饋科技政策方向，並組成評議專家室，強

化決策支援系統。修改「科學技術基本法」及相關法令，俾與時俱

進，如放寬兼職適用範圍，以及研發成果股票收入處分規定，擴大

投入衍生新創事業之效益。為提升國際學術競爭力，政府將持續優

化研究設施與學術環境，同時鼓勵學研創新能量鏈結社會發展與產

業需求，促進科研成果產業化，推動產業升級轉型，進而提升國家

競爭力。有關「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畫(2017-2020)」之目標架構請參

考圖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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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畫(2017-2020)」目標架構說明 

(三)臺灣 AI 行動計畫 

AI 不僅是科學技術的革新，也將全面性改變人類的生活與產

業。舉凡零售、金融服務、生技醫療、自動駕駛、機器人、智慧生

活等，都是 AI 應用的領域，衍生的商機將龐大且驚人，因此全球各

國正興起發展 AI 之風潮，臺灣也不例外。 

為掌握 AI 發展的契機，政府宣示 2017 年為臺灣 AI 元年，除了

於 2017 年 8 月推動「AI 科研戰略」，再於 2018 年 1 月 18 日提出 4

年期的「臺灣 AI 行動計畫」(2018-2021) ，期望以 AI 加速「5+2」

產業創新，讓 AI 與產業需求接軌。「臺灣 AI 行動計畫」是以強化臺

灣既有的優勢，創新體驗為先，軟硬攜手發展的方式，激發產業最

大動能；以鬆綁、開放及投資的精神，全力推動 AI 發展，促使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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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化，期許臺灣邁向尖端智慧國家，其內容包含「AI 領航推動」、

「AI 人才衝刺」、「建構國際 AI 創新樞紐」、「創新法規、實證場

域與資料開放」及「產業 AI 化」等五大重點，以期可以吸引更多尖

端技術企業來臺投資，如 Google 公司近 2 年在臺設置的雲端資料運

算中心，而微軟公司亦於 2018年 1月在臺設立AI研發中心，目標在

5 年內招募並培育超過 200 人的 AI 研發團隊。 

微軟選中臺灣的主因，除因臺灣有世界級的人才外，另即是臺

灣在資訊硬體製造居世界第一。臺灣不僅在半導體代工服務居全球

龍頭，也是資通訊產品的主要生產國，生產數量全球市占第一；另

外在垂直應用領域科技化程度亦高，包含醫療照護、智慧城市、數

位政府服務、智慧製造及精緻農業等，所以具有完整的硬體供應鏈

並有建構完整智慧系統的能力；加上業者積極切入應用領域研發，

已逐漸形成創新智慧應用的生態體系。此外，能量充沛的中小企

業，以及開放資料指標全球第一的成果，都讓臺灣極具研發 AI 的基

礎實力。 

未來「臺灣 AI 行動計畫」將整合 5+2 產業創新計畫，由 5+2 產

業創新推動中心提出產業發展需求，再由相關部會協助發展 100 個

以上的 AI 應用解決方案，透過鏈結 AI 人才認證機制，以 5+2 產業

創新為實作主題，打造以 5+2 創新需求導向的人才培育與媒合機

制，讓人才培育與產業需求能在第一時間接軌。此外，再透過推動

國際旗艦公司設立AI研發中心，與臺灣本土AI產業鏈結，促成國際

合作，並推動中小企業參與，完善 AI 應用發展的支援環境，塑造臺

灣成為全球智慧科技創新的重要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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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臺灣 AI 行動計畫」之推動策略請參考表 3-1-2。 

表 3-1-2 「臺灣 AI 行動計畫」重點說明 

AI 領航推動 

聚焦研發主題，找到利基優勢發展項目 發展國家級 AI 前瞻研究網絡 

透過專家及業界討論，擬定研發主題與目

標，開放企業、法人、大學及專業社群組成

團隊，同時也開放國際團隊參與計畫遴選，

並確實追蹤執行效益與階段目標。 

結合前瞻研究、人才培育與科研計畫，建立

資訊共享的整合機制，形塑我國 AI 前瞻研

究網絡。 

AI 人才衝刺 

千人智慧科技菁英 萬人智慧應用先鋒 吸引全球 AI 人才 

由大學及法人培育

智慧科技高階科研

人才，目標在 2021

年培育千名 AI 菁

英。 

每年培育智慧科技實

務 應 用 人 才 至 少

5,000 人，包含大學、

企業及第二專長養

成。 

1.實施《外籍專業人才延攬及雇用法》，透過

法規鬆綁、建立友善環境，讓臺灣更具攬

才留才的優勢； 

2.放寬「海外人才歸國橋接方案」規定，並

辦理「產業人才海外網絡鏈結暨延攬計

畫」，以持續擴大延攬海外 AI 人才； 

3.推動 AI 創新聚落，提供友善生活及教育

環境。 

建構國際 AI 創新樞紐 

扶植百家 AI 新創事業 發展國際 AI 創新聚落 

結合國家級投資，並導入國內、外輔導機

構，幫助 AI 新創在不同事業階段的發展。 

透過「全球研發創新夥伴計畫」，吸引國際

級旗艦公司來臺設立 AI 研發基地，並與臺

灣本土 AI 產業鏈結，共構我國產業生態系

統。 

創新法規、實證場域與資料開放 

提供實證場域 創新法規 

提供實證場域，並建立高資安防護及親善

介面之資料開放與介接平台。 

研析、推動相關創新法規鬆綁，例如無人載

具科技、創新實證/監理沙盒法制、頻譜資

源運用、涉及 AI 委外之政府採購等。 

產業 AI 化 

創造 AI 應用解決方案 完善產業 AI 化環境 

以產業創新需求為導向，由 5+2 產業出題，

透過鏈結 AI 人才媒合，將創造超過 100 個

AI 應用解決方案。 

提供中小企業從晶片研發、物聯網、大數

據、到 AI 應用發展的完善支援環境，完善

產業 AI 化環境，帶動中小企業 AI 創新。 

資料來源：整理自行政院，

https://www.ey.gov.tw/Page/5A8A0CB5B41DA11E/a8ec407c-6154-4c14-8f1e-d494ec2dbf23。 

 

https://www.ey.gov.tw/Page/5A8A0CB5B41DA11E/a8ec407c-6154-4c14-8f1e-d494ec2dbf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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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新科技發展概況及趨勢 

(一)數位競爭力評比 

2017 年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發布「世界數位競爭力評比

(World Digital Competitiveness Ranking)」報告，探討各國採用數位

化能力、網路技術的水平，以及帶動政策落實、商業模式創新和社

會轉型的程度。評比內容主要有 3 大要素：(1)知識要素(knowledge 

factor)、(2)技術要素(Technology factor)與(3)未來準備度要素(Future 

readiness factor)。每個要素又含 3 個次項要素(sub–factors)共計 9

個，而每個次項要素下再分別由 5-6 個細項指標構成(見表 3-1-3)。 

表 3-1-3 IMD 世界數位競爭力細項指標項目 

知識 

人才 訓練與教育 科學集中度 

數學教育評量(PISA) 員工訓練 研發經費總額 

經理人國際經驗 
政府教育經費總額占GDP比

率 

全國平均每千人研發人力總

數 

國外高階技術人才 高等教育成就 女性研究人員 

城市管理 高等教育生師比 研發出版生產力 

數位技術能力 科學領域畢業生 科學技術人才雇用 

國際學生淨流量 高等教育女性畢業生比率 高科技專利授權 

技術 

法規框架 資本 技術框架 

創業 
資訊技術與媒體股票資本市

場 
通訊技術 

執行契約 技術發展基金 行動寬頻用戶比率 

移民法 銀行及金融服務 

無線寬頻用戶

占總人口百分

比 

技術法規 投資風險 網際網路使用人數 

科學研究之立法 創業投資 網際網路頻寬速度 

智慧財產權 電信投資 高科技產品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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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 IMD 世界數位競爭力細項指標項目(續) 

未來準備度 

 適應態度 企業敏捷度 IT整合度 

電子化參與 機會與威脅 電子化政府 

網路零售 創新型企業 公私部門之夥伴合作關係 

家戶擁有平板電腦的所占比率 企業的敏捷度 網路安全 

家戶擁有智慧型手機的所占

比率 

使用大數據分析 軟體盜版 

對全球化的態度 知識移轉  
資料來源：IMD World Digital Competitiveness Ranking 2017 

觀察我國近五年在數位競爭力的總體排名變化(見表 3-1-4)，

2017 年是臺灣近五年在全球排名表現最佳的一年，在全球 63 個主要

經濟體中，排名第 12 名；但 2018 年又回落至第 16 名，惟在亞太地

區仍維持在第 5 名，次於新加坡、香港、澳洲、韓國，但優於日本

及中國大陸。若觀察 3 大要素歷年變化，臺灣不論是在知識要素、

技術要素或是未來準備度要素，2018 年的排名皆較 2017 年呈退步情

況，分別由 2017 年的第 16 名、第 7 名及第 16 名退步至第 19 名、第

11 名及第 22 名。 

特別要關注的是，「人才」、「資本」、「技術框架」及「適應

態度」等次項要素在 2018 年的排名皆為歷史新低，其中「人才」在

2014-2017 年的排名多在 17-19 名之間起伏，但 2018 年卻下滑至第

25 名，退步了 7 名；「資本」過去排名多在 5-8 名，但 2018 年下滑

至第 13 名；「技術框架」過去排名多在 4-6 名，但 2018 年下滑至第

10 名；「適應態度」過去排名多在 19-20 名，但 2018 年下滑至第 28

名。然而國發會指出，這次評比主要指標「適應態度」中的細部指標

「擁有智慧手機」，其取用數字 70.2%，為民間智庫 Euromonitor 資

料，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調查的 89.48%出入甚大，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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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適應態度」排名退步的原因。100 

排名進步的次項要素則有「科學集中度」及「法規框架」，其中

「科學集中度」次項要素近五年呈現逐年進步的趨勢，2018 年名列

第 13 名，較 2017 年進步 4 名；「法規框架」過去排名多在 22-26 名， 

2018 年則略上升至第 21 名。另外，臺灣有 5 項細項指標高居全球前

3 名，其中「全國平均總研發人力」拿下全球之冠，而「行動寬頻訂

閱」和「IT 與媒體股票市值占總股票市值的百分比」均為全球第 2

名；「學生在數學上的表現」和「高科技出口」則排名第 3。101 

整體而言，臺灣由於過去在資通訊技術發展及技術人才養成上

奠定相當良好的基礎，在現階段全球數位競爭力排名上屬於前段

班。惟全球資訊科技趨勢及市場與商業型態變化快速，各國無不傾

全力投入資源以發展相關產業，若臺灣稍有懈怠，則很容易就被超

越，而錯失數位發展契機。瑞士洛桑管理學院世界競爭力中心主任

阿圖羅．布理斯(Arturo Bris)認為，臺灣數位競爭力的弱點，並不在

研發創新的投入與產出不夠突出，而是在教育訓練、人才、法令架

構等指標上出現落後，而這些數位指標弱項也是近年阻礙臺灣整體

競爭力提升的項目。全球經濟的成長愈來愈依賴創新，「產品」不再

是價值創造的核心，「商業模式」才是，而數位科技恰好能提供全新

的價值創造模式，其重要性愈來愈高。如過去音樂產業的營收仰賴

CD 產品，但現在則靠數位串流與平台創造出的消費體驗來收費。類

似的變化已經普遍出現在各個行業，改變了競爭遊戲規則，也將進

一步影響各國的整體競爭力。未來臺灣在政府治理效能、法令監管

                                                      
100 http://ec.ltn.com.tw/article/paper/1210564. 
101 http://ec.ltn.com.tw/article/paper/1210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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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及創新生態圈營造方面，都需要積極提升，才能維持全球數位

競爭力。102 

表 3-1-4 我國 2014-2018 年數位競爭力排名歷年變化 

項目名稱/年度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總體競爭力 16 15 16 12 16 

1.知識 22 19 19 16 19 

(1)人才 17 19 19 18 25 

(2)訓練與教育 23 22 23 28 25 

(3)科學集中度 20 19 19 17 13 

2.技術 10 4 8 7 11 

(1)法規框架 26 22 25 24 21 

(2)資本 5 6 6 8 13 

(3)技術框架 4 4 6 4 10 

3.未來準備度 20 20 22 16 22 

(1)適應態度 20 19 19 19 28 

(2)企業敏捷度 20 19 24 6 13 

(3)IT 整合度 22 23 24 22 23 
資料來源：IMD World Digital Competitiveness Ranking 2018；本研究整理 

(二)自動化程度 

根據國際機器人聯合會(IFR)發布的「2017 年世界機器人統計」

資料顯示，世界各地的生產自動化正在加速，全球工業機器人平均

密度由2015年的每1萬名員工中有66臺機器人上升至74臺機器人。

按地區劃分，歐洲機器人的平均密度為 99臺，美洲為 84臺，而亞洲

為 63臺。全球自動化程度最高的前十個國家/地區依序是韓國、新加

坡、德國、日本、瑞典、丹麥、美國、義大利、比利時和臺灣(詳圖

3-1-2)，其中亞洲國家有 4 個，歐洲國家有 5 個，美洲國家僅美國進

入前十大。就亞洲國家來看，自 2010 年以來韓國一直是工業機器人

密度最高的國家，該國的機器人密度足足超過全球平均水準的 8 倍
                                                      
102 https://www.hbrtaiwan.com/article_content_AR00072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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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臺)，主要大量安裝在電子電機業和汽車業。新加坡排名全球第

2 位，機器人密度為 488 臺，90%安裝於電子業。日本則排名全球第

四，2016 年製造業每 1 萬名員工中安裝有 303 臺機器人。此外，日

本也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工業機器人製造國，全球供貨市占率高達

52%。103至於臺灣則排名全球第十，2016 年之機器人密度為 177

臺。 

資料來源：https://ifr.org/ifr-press-releases/news/robot-density-rises-globally. 

圖 3-1-2 2016 年全球工業機器人密度排名 

若就工業機器人的銷售情況來看，自 2010 年起，在自動化及科

技創新趨勢下，全球對工業機器人的需求快增加。相較於 2005-2008

年的年平均銷量 (115,000 臺 )，2011-2016 年成長 84%，平均達

212,000臺。2016年全球工業機器人的銷量達 294,312臺，較 2015年

成長 15%，主要之成長驅動力來自於汽車業和電子電機業，分別占

總銷量的 35%及 31%。就地區別來看，亞洲國家對於工業機器人的

                                                      
103 https://ifr.org/ifr-press-releases/news/robot-density-rises-glob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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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最多且成長最快，2016 年全球約有 65%的工業機器人銷往亞

洲，主要需求源自於電子產業。歐洲及美洲則分別占總銷量的 20%

及 14%左右。若就個別國家觀察，全球 74%的工業機器人銷售集中

於中國大陸、韓國、日本、美國及德國等 5 個國家，占比依序為

30%(87,000臺)、14%(41,400臺)、13%(38,600臺)、11%(31,400臺)、

6.8%(20,039 臺)。臺灣則排名第 6 位，但需求量與排名第 5 名的德國

已有明顯的差距(2.6%，7,600 臺)。104 

比較各國工業機器人的需求量及安裝密度可以發現，中國大陸

是全球工業機器人需求量最大的國家，但其每 1 萬名員工中的安裝

比例只有 68臺，低於全球平均，排名全球第 23名，顯示中國大陸大

部分的廠商還是偏向於勞力密集型的生產模式。與中國大陸呈現相

反趨勢的例子是新加坡。新加坡雖然整體的需求量相對較少，銷量

遠低於其他國家，但其工業機器人密度高達 488 臺，位居全球第 2，

顯示新加坡的自動化程度非常高。至於臺灣方面，現階段臺灣不論

是在工業機器人的需求量或安裝密度上皆位於全球前十大，前者為

第 6 名，後者為第 10 名，整體而言，在自動化生產上已有不錯的基

礎，惟相對於新加坡及瑞典、丹麥、義大利及比利時等國，臺灣之

自動化程度仍有提升的空間。 

根據顧問諮詢、保險經紀及風險管理解決方案公司韋萊韜悅

(Willis Towers Watson, NASDAQ：WLTW)2018 年 3 月發布的「工作

未來式」全球趨勢研究調查結果顯示，臺灣雇主認為目前以自動化完

成工作的比例只有 16%，較過去三年的 11%上升 5 個百分點，並預

                                                      
104 https://ifr.org/downloads/press/Executive_Summary_WR_2017_Industrial_Robot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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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未來三年將有 26%的工作改由自動化完成。對於現今已在使用 AI

及機器人的企業而言，85%認為自動化程度在未來三年會持續增

加。此外，有 44%的臺灣雇主表示採用自動化的主要目的在於協助

提升人力產值與工作表現；各有 23%是為了降低成本及避免犯錯，

顯示企業已跳脫早期以工業自動化來取代人力的思維，逐漸演變到

更智能的人機協同階段。105 

(三)數位轉型概況 

1.微軟「亞洲數位轉型調查」 

2016 年微軟針對澳洲、中國大陸、香港、印尼、印度、日本、

韓國、馬來西亞、紐西蘭、菲律賓、新加坡、臺灣及泰國等 13 個亞

洲太平洋市場的 1,494 位企業領導者進行「亞洲數位轉型調查」106，

其中包括了 105 位來自臺灣百大企業主，橫跨金融業、零售業、醫

療照護產業、製造業及教育界等五大產業。調查結果顯示，亞太地

區 80%的受訪企業領導者認為組織需要轉型成為數位企業，以帶動

未來持續成長；而臺灣則有高達 83%的企業認為數位轉型是當務之

急。 

然而，雖然大多數臺灣企業領導者一致認同「必須盡快進行數位

轉型才跟得上商業景氣轉變」，但該調查也發現，臺灣大部份企業的

轉型仍停留在極初始階段。澳洲及印度有 40%的受訪者表示有完整

                                                      
105 

https://www.willistowerswatson.com/zh-TW/insights/2018/02/infographic-five-myths-about-the-futu

re-of-work-busted-asia-pacific. 
106 

https://news.microsoft.com/zh-tw/2017-03-15_%E4%BA%9E%E6%B4%B2%E6%95%B8%E4%B

D%8D%E8%BD%89%E5%9E%8B%E7%A0%94%E7%A9%B6%E8%AA%BF%E6%9F%A5%E5

%A0%B1%E5%91%8A%EF%BC%9A%E9%80%BE%E5%85%AB%E6%88%90%E4%BC%81%

E6%A5%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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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數位轉型策略，位居亞洲市場第一位，但臺灣卻僅有 23%的企業

領導者有完整的數位轉型策略，比例低於亞太地區平均(29%)。不

過，有 54%的企業領導者表示，會針對企業的某些領域擬定特定數

位轉型方針。 

調查亦指出，臺灣企業的數位轉型方式多數採漸進式模式，其

優先順序依序為(1)耕耘客戶，即提供與客戶情況契合且更具個人化

的新服務；(2)激勵員工，讓員工隨時隨地、透過任何裝置使用所需

的資訊與應用程式，並進行協同合作；(3)運作優化，利用新科技即

時做出反應、甚至是事前預測並解決客戶問題；(4)產品轉型，利用

新科技改變企業提供之價值，實施新商業模式及破壞既有市場的方

式。不過，臺灣微軟總經理邵光華對於臺灣企業採取上述漸進式的

數位轉型方式感到擔憂。他認為日新月異的科技正逐漸對亞洲各產

業帶來遽變並持續造成競爭壓力，企業必須透過產品及新收益模式

的轉型才有機會成為領導先趨、而非被動的受影響者。 

調查同時顯示，85%的受訪企業領導者表示，雲端運算技術革

新及日益降低的裝置成本，讓各種規模的企業都能夠進行數位轉

型，並有 80%的受訪企業領導者認為「雲端運算」是他們數位轉型策

略中不可或缺的技術。若進一步詢問在接下來的 12到 18個月中，臺

灣企業領導者願意嘗試哪些新興技術以加速達成數位轉型，臺灣企

業領導者最有興趣的五項新興科技如下： 

(1)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可以獨立學習並完成指令的

智慧機器或軟體。例如：機器人、聊天機器人、自動駕駛車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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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物聯網(IoT)：裝置中內建互相連接的感應器，此物聯網絡可

以蒐集數據資訊或由遠端遙控。例：智慧建築、汽車(車聯網)

及家電用品等。 

(3)量子電腦運算(Quantum computing)：下一代電腦因運用不同

的運算系統，可以比傳統電腦更快地計算出數據方程式。 

(4)穿戴式科技(Wearable technologies)：衣物、裝置或身上可內

嵌進階的運算與電子科技。例：智慧手錶及智慧手環。 

(5)下一代電腦運算(Next Generation Computing)：可以處理自然

語言、手勢及視覺資訊的電腦與軟體。例：微軟的 Skype 翻

譯(Skype Translator)及聊天機器人。 

微軟資深副總裁暨大中華區董事長兼首席執行長柯睿杰則提及

員工在企業數位轉型中的重要性。他認為雖然新興科技賦予企業更

多轉型的能力，但企業必須讓員工也能共同參與，否則無法達到真

正的轉型。另一重點則是要提供員工正確的工具，讓他們也成為解

決方案的其中一員，讓他們工作時有更多反饋，以數據為主並以客

戶為中心。 

最後是在臺灣數位轉型過程進展較緩慢的原因方面，受訪業界

領導人表示，當前數位轉型所面臨的主要挑戰依序為(1)網路威脅及

安全顧慮；(2)組織欠缺構思、計畫、執行數位轉型的領導力量；(3)

缺乏政府政策支持及資通訊基礎設施，無法提供企業一個良好的數

位轉型平台；(4)經濟大環境不確定；(5)沒有找到合適的技術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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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技新報「2017 個人/企業科技大趨勢調查」 

為了探討科技關注者對趨勢的掌握，以及數位化應用如何落實

在企業工作流程上，協助進行轉型升級或是改善商業模式，《科技新

報》進行「2017 個人/企業科技大趨勢調查」107，以了解數位轉型帶

來的影響。 

在企業應用方面，59% 的受訪者認為大數據分析是最具潛力的

技術；另有 57.6%及 44.8%則表示物聯網及人工智慧具有發展潛力

(圖 3-1-3)。調查進一步發現，目前主要的數位化應用中，以數位/社

群行銷平台普及度最高，61%的受訪者表示其所屬的企業組織已有

採用。目前使用行動支付/第三方支付、行動辦公、ERP 企業資源規

劃的企業約占 40%；已使用大數據分析與決策、商業流程自動化、

雲端客戶關係管理的企業僅 30%；而表示已使用人工智慧者更只有

15.9%。與上述認為大數據分析、物聯網及人工智慧在企業數位轉型

上最具潛力的調查結果相比較，代表著這些數位化應用已被廣泛關

注，但目前尚未能落實。若詢問企業未來三年之內將使用的技術或

系統方面，各類數位化應用皆有超過 50%的企業表示三年內將導

入，其中超過七成的人認為大數據分析與決策、商業流程自動化、

雲端客戶關係管理會在所屬企業中被廣泛使用，更有將近九成的人

認為人工智慧將導入企業應用，是未來三年發展最快的領域。(圖

3-1-4) 

                                                      
107 http://technews.tw/2017/01/08/2017-it-trend-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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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企業數位轉型潛力領域調查 

圖 3-1-4 企業數位化應用情況 

就受訪者任職企業在數位化應用上的情形來看，有 49%的受訪

者認為自己目前工作崗位所屬的組織效率不彰；表示組織非常有效

率的僅有 4%。有高達 62.6%的受訪者認為，企業部門要導入相應的

數位化應用，最重要的仍是靠領導階層的推動支持；其次才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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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供足夠的軟硬體支援，占 49.3%。可見現階段企業數位化應用

最大的阻礙，依舊在於主事者的觀念與考量方面。至於在導入數位

化應用後，對於企業所屬部門的幫助方面，最多受訪者選擇內部資

訊即時更新(48%)，其次是工作流程標準化(40.5%)，以及降低成本

(38.8%)、幫助決策更果斷準確(38.8%)、可實現遠距工作(38.3%)。 

值得注意的是，有 65%的受訪者認為未來十年內，自己目前的

工作就會被機器人取代。在這股人類即將遭到汰換的趨勢下，約

30%的受訪者將改選擇程式設計或軟體開發；20%選擇資料探勘與

數據分析；15%認為創意、設計、藝術等人文素養不會被機器取

代；另有 10%決定投入機器學習領域；其他抉擇則包含跨領域整

合、領導溝通、心理諮商等等。 

整體而言，根據「2017 個人/企業科技大趨勢調查」結果顯示，

臺灣企業數位轉型速度仍較緩慢，近一半的受訪者認為目前組織效

率不彰，且現階段除數位/社群行銷平台外，各類採取數位化應用的

程度幾乎均不及 50%。然企業表示，未來三年各類數位化應用程度

都會大幅提高，尤以人工智慧最受重視。 

三、「5+2 產業創新計畫」工作及技能需求 

為配合「5+2 產業創新計畫」，掌握我國產業數位創新發展所需

之科技人才類型，2017 年國發會辦理「106-108 年重點產業人才供需

調查及推估彙整報告」，並彙整與「5+2 產業創新計畫」相關產業(包

括智慧機械產業、綠能科技產業、亞洲‧矽谷、生技醫藥產業、國

防科技產業、循環經濟產業、新農業、數位經濟等)所需之職務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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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項目。調查結果顯示(表 3-1-5)，與「5+2 產業創新計畫」相關之產

業包括機械、通訊設備、雲端巨量、生技、IC 設計及面板等 6 項重

點產業，其中，最多產業需要的職務為資訊軟體及機械工程，均有 4

項重點產業需要此職務，而半導體電子、製程規劃、品管安規及廣

告行銷則亦有 3 項重點產業需要此職務。面對數位新經濟的崛起，

帶動跨領域職務需求增加，與「5+2 產業創新計畫」相關之產業中，

需要跨領域之職務包括：機械產業之資訊軟體職務，需同時具備機

械工程專業；生技產業之生技醫藥職務，需同時具備品管安規及法

務智財專業。 

表 3-1-5 「5+2 產業創新計畫」所需職務調查表 

職務類別及項目 

「5+2 產業創新計畫」及其相關之重點產業 

智慧機械產業 亞洲矽谷 生技醫藥產業 數位經濟 

機械 通訊設備 雲端巨量 生技 IC 設計 面板 

資訊

科技 

資訊軟體 ○v  v v  v  

MIS 網管   v    

工程

研發 

光電光學      v 

通訊電信  v     

半導體電子 v    v v 

機械工程 v v   v v 

化工材料    v  v 

生技醫藥    ○v    

製造

品管 

生產管理 v      

製程規劃    v v v 

品管安規 v v  v   

環境衛生    v   

管理

財經 

經營幕僚    v   

專案管理   v v   

法務智財    v   

行銷

業務 

廣告行銷 v  v v   

業務銷售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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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5 「5+2 產業創新計畫」所需職務調查表(續) 

職務類別及項目 

「5+2 產業創新計畫」及其相關之重點產業 

智慧機械產業 亞洲矽谷 生技醫藥產業 數位經濟 

機械 通訊設備 雲端巨量 生技 IC 設計 面板 

其他

專業 

傳播藝術       

旅遊休閒       

餐飲專業       

操作技術 v      

維修服務 v  v    

醫療專業    v   

醫療保健    v   

農林漁牧       

其他       

註：1.「5+2 產業創新計畫」包括智慧機械產業、綠能科技產業、亞洲‧矽谷、生技醫藥產業、國防

科技產業、循環經濟產業、新農業、數位經濟等，本表僅列出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 105

年所辦理之 23 項重點產業中，與其相關的產業，並非全面之「5+2 產業」所需職務。 

2.「v」代表該產業需某職務之人才，「○v」則代表該產業需某職務之人才仍同時具備其他跨領域專

業。表中機械產業之資訊軟體職務，需同時具備機械工程專業；生技產業之生技醫藥職務，同

時需具備品管安規及法務智財專業。 

資料來源：由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供 106-108 年重點產業人才供需調查及推估結果整理。 

2018 年國發會續針對「創新趨勢下『5+2 產業』未來 10 年工作

及技能需求分析」進行研究，結果指出，物聯網、大數據、AI 發揮

綜效下，對製造業之效益主要在於提高生產力/效率且具有小量客製

化生產及風險預測功能；對服務業主要是提供創新服務模式；對農

業主要是觀測監控自動化及機器人/無人機發展，除提升生產效率、

取代部份低階人力外，未來人機協作技能需求將會明顯提升。此

外，在資訊開放與全面連結之下，網絡資訊安全對各產業皆具重要

性(詳表 3-1-6)。在技能需求方面，隨著產業發展趨於跨域創新經

營，產業範疇界線逐漸模糊，未來勞動者需具備軟技能與跨領域技

能的重要性增加，資訊使用能力及市場分析能力需求會明顯提升，

我國未來產業發展需要 5 大重要技能族群包括溝通能力、創造力、

問題解決能力、技術能力及資訊使用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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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6 數位科技趨勢發展對我國產業影響 

發展業別 主要影響科技 發展影響 我國發展樣
貌/面向 

新興工作 

新農業 Big data、
Clouding、IoT、
自動化、無人機 

監控作物生長 
資源有效管理 

農業創新研發
實力提升 

提供生產技術開發與流
程優化及市場分析的相
關人才 

智慧機械 Big data、
Clouding、IoT、
機器人 

自動化、機器人 
人機協作 

智機產業化、產
業智機化 

專業工程師、管理分析
人員、數位化管理人
才、數位化物流分析人
才 

綠能科技 Big data、
Clouding 

開創新能源(風
力) 

智慧電網、太陽
光電、離岸風電 

太陽光電與離岸風電的
技術及系統工程師、銷
售評估人員、營運及財
務專業人員 

生計醫藥 AI、Big data、
IoT、3D 列印 

智慧醫療診斷、
智慧照護、精準
醫療 

新藥開發、精準
醫療 

製藥以新藥開發與臨床
前等製造前端相關職務
為主；醫療器材以製造
生展等屬製造後端之職
務為主 

金融科技 AI、Big data、網
絡安全、區塊
鏈、機器人 

支付服務、投資
管理、存貸款及
保險、市場資訊
價值化 

金融控管模
式、消費金融
(存放款、保險)
模式改變 

分析 AI 及大數據資料
市場概況趨勢，強化金
融機構與消費者溝通連
結、市場資訊架構串流
與分析能力、運用區塊
鏈分析有助於銀行風控
管理/交易管理之相關
人才 

新零售/
物流 

AI、IoT、Big 
data、行動支付 

全通路零售 
體驗經濟 
消費者需求客製
化 
新數位經營型態 
物流控制系統 

供應鏈管理、網
絡行銷、社群經
濟、物流設備智
能化 

運用 AI 及大數據資料
分析消費市場趨勢與所
需產品客群與顧客偏好
的前端服務及後端支援
人員 

資料來源：臺灣經濟研究院(2018)，「創新趨勢下『5+2 產業』未來 10 年工作及技能需求分析」，

國發會委託研究。 

第二節 我國新經濟模式之發展政策、發展

趨勢及人力資源需求分析 

一、我國新經濟模式之發展政策 

因應數位經濟浪潮，我國於 2017 年頒布「數位國家・創新經濟

發展方案(又可稱 DIGI+方案)」，以建構有利數位創新之基礎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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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完善技術、人才、法規等配套措施。但隨著新經濟模式興起，已

對傳統營運模式產生影響，政府相關單位亦採取相關措施降低對既

有業者之衝擊。為降低新舊經濟模式間的衝突，並進一步支持數位

經濟發展，立委已提出「數位經濟基本法」草案。以下簡要說明上述

方案及法案之主要內容： 

(一)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 

1.願景與策略 

願景：該方案規劃積極建構有利數位創新之基礎環境，並營造

友善法制環境、培育跨域數位人才、研發先進數位科技，做為鞏固

數位國家基磐之配套措施，進而打造優質的數位經濟、數位政府、

網路社會、智慧城鄉等數位國家創新生態環境，以期達成「發展活躍

網路社會、推進高值創新經濟、開拓富裕數位國家」之政策願景。 

架構：「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期以全程 9 年時間，積

極提升寬頻數位匯流基礎建設，建構有利數位創新之基礎環境，並推

動鞏固數位國家之基磐配套措施，包含營造友善法治環境、研發先進

數位科技、培育跨域數位人才，進而激勵創新創業、發展數位經濟、

拓展數位商務，支持亞洲‧矽谷等產業創新之高值化發展；同時，透

過打造數位政府、建構智慧城鄉、發展活耀網路社會，落實參與式民

主以及區域平衡發發展，打造優質之數位國家創新生態，以達到保障

數位人權、開拓安康富裕數位國土、孕育創新活耀數位國立之目的。 

重點發展策略包括以下 9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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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構有利數位創新之基礎環境(DIGI+Infrastructure)； 

2.深耕前沿科技研發，掌握自主技術解決方案(DIGI+Innovation)； 

3.營造跨域數位人才發展舞臺(DIGI+Talents)； 

4.研析調適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相關法規(DIGI+Regulations)； 

5.數位創新支持跨產業轉型升級(DIGI+Industry)； 

6.軟硬攜手提升我國數位經濟發展動能(DIGI+Globalization)； 

7.鼓勵青年創業及中小企業再創業((DIGI+Incubation)； 

8.落實寬頻人權、開放政府，激發網路社會活力(DIGI+Governance)； 

9.中央與地方協力建設智慧城鄉，強化區域創新(DIGI+Cities)。 

2.主軸行動計畫 

為配合各項重點工作之推動，並達成總體目標，本方案規劃以 7

項主軸行動計畫，完整涵蓋不同構面。其中與新經濟直接相關的主

要有「數位創新基礎環境」、「數位經濟躍升」、「培育跨域數位人

才」與「數位創新基礎環境」、「研發先進數位科技」等 5 大主軸；

另兩項主軸則為「網路社會數位政府」與「智慧城鄉區域創新」。 

(1)五大主要主軸行動計畫 

主軸一、數位創新基礎環境 

為持續推升我國數位基礎建設，政府將強化布建寬頻與規劃下

世代之頻譜，並加速法規調和，以促進數位匯流市場之公平競爭，

與建構安心安全之創新應用環境。主要推動策略為(1)持續推動通訊

傳播基礎網路建設、(2)推動數位經濟所需之創新服務、(3)完備數位

人權法治環境。在有利於創新的基礎環境被完善建構，且數位人權

亦被充分保護下，我國民眾將會有更高的意願投入在新經濟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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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發展。 

主軸二、數位經濟躍升 

為協助產業導入數位創新，並提升數位經濟價值，數位經濟躍

升計畫將匯集跨部會資源，以「數位文創」、「資料經濟」、「數位

商務」、「軟硬整合」、「數位基磐」作為 5 大推動方向。在「數位

文創」部分將協助產業運用文化創意、結合虛擬實境(VR)、擴增實境

(AR)及智慧聯網科技(IoT)等技術，發展虛實整合新興應用，加速內

容創新及數位創意產業發展；「資料經濟」部分將推動跨領域資料交

換，輔導企業運用數據資料發展衍生加值服務；「數位商務」部分將

推動電子化支付暨行動支付、強化產業國際拓銷機制，以健全數位

商務產業發展環境；「軟硬整合」強調加速國內新創團隊與國際的交

流，以催生具備國際輸出能力的軟硬整合服務旗艦團隊為目標；「數

位基磐」則規劃以國家級雲端運算研發服務平台，導入介接雲端、資

料聯網、人工智慧及巨量資料等技術，以推動邁入數位 4.0智慧生活

為目標。 

為順利地達到目標，上述五大方向的主要推動策略為(1)透過科

技工具，促進文化產業健全發展，並發展多元數位內容創新應用、

(2)凝聚資料應用氛圍，發展資料經濟加值服務，並輔導既有業者轉

型提供資料服務、(3)推動跨境電商發展，拓展國際商機，並提供便

捷金融科技服務及推升中小企業行動支付、(4)加速國內新創團隊與

國際交流，推動數位創新服務實證及催生具備國際輸出能力的軟硬

整合服務旗艦團隊、(5)建置國家級 AI 研發與雲端服務基礎建設，發

展前瞻智能應用之軟硬體技術與服務，及橋接 AI 生態體系至產業應

用與培育人才(圖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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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行政院數位國家創新經濟推動小組: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2017-2025 年)。 

圖 3-2-1 「數位經濟躍升行動計畫」推動策略 

主軸三、培育跨域數位人才 

新經濟時代下的知識工作者習慣以共享群作與集體智慧解決各

式各樣問題，而數據分析、人工智慧、區塊鏈、晶片設計、雲端運

算、虛擬實境、擴增實境、電子商務等，亦已讓數位經濟的生態體

系漸趨完整。由於數位經濟不僅改變了人類生活的型態與翻轉工作

的方式，更被視為形塑國家產業經濟競爭力的源泉，因此如何培育

跨域數位人才將是影響國家競爭力的關鍵。 

「培育跨域數位人才」行動計畫將規劃從五個面向進行人才培

育，從中小學、大學、在職人員、以及引進國外軟體技術加速培育

軟硬智慧科技整合人才，以支援 5+2 產業創新發展。主要推動策略

包括(1)建設中小學智慧學習環境，培養學生成為具備深度學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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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數位公民、(2)推動扎根國民教育，推動深化十二年國教之資訊科

技教育，培養學生運算思維與數位素養、(3)推動擴大大學培育跨域

數位人才、(4)支援數位經濟跨域人才職能養成、(5)鏈結國際開放創

新資源，加速設計開發能力。 

主軸四、研發先進數位科技 

「研發先進數位科技」主軸行動計畫之目的在於為產業與社會提

供技術解決方案，推升數位經濟發展動能。時值新型態的數位經濟

崛起，亟需及早建構相關前瞻技術及應用，並落實學術及產業密切

合作之目標，以國家層級全面扶植國內相關產業，後續推動科技自

主化，打造產業技術服務輸出業務新模式，創造經濟新動能。 

本項主軸與新科技、新經濟有關的推動策略，主要包含 3 大

項，分別與技術、文化及人才培養有關：(1)針對「智慧創新應用」

面向推動包括大數據、人工智慧(含 AI on chip)、金融科技、虛擬實

境與擴增實境(VR/AR)等，以創新思惟與前瞻技術帶來有別於傳統

的應用、(2)針對文化科技與內容創新應用進行研發，打造文化內容

科技應用創新生態系，發展文資科技創新應用、(3)成立科研級自造

基地，鏈結產官學研技術及國際專家資源，除了培育跨領域人才

外，也提供讓創客聚集的友善環境，提升創意實現的速度。 

主軸五、營造友善法治環境行動計畫 

由於建置數位匯流基礎環境，以及推動數位經濟之政策措施，面

臨當前許多法規限制，使得「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在推動

過程中無法跳脫傳統的框架，走出新的格局。在前述六個主軸計畫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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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已有部分法規被盤點出來須立即處理，將由相關主責部會積極

推動立/修法工作。未來推動方案所面臨到的法規障礙排除與調適工

作，將透過常設性的 DIGI+小組進行動態檢討，並透過國發會所主

責之財經法制溝通平台機動處理。 

在上述與新經濟直接相關之主軸行動計畫之外，尚有「網路社會

數位政府」、「智慧城鄉區域創新」兩項主軸行動計畫。前者主要目

標為利用社群媒體及網際網路提供便民服務，並且完整的保障民眾

的資安及隱私；後者則是於發展數位經濟時，將運用數位創新打造

永續宜居的城鄉，促進城鄉聯合生態系發展。 

(二)數位經濟基本法(草案) 

1.緣起 

隨著數位科技的蓬勃發展，電子商務、物聯網(IOT)、大數據、

人工智慧(AI)、擴增實境(AR)及虛擬實境(VR)的漸趨成熟，數位經

濟革命浪潮正大量的席捲而來，除了影響了人民的生活習慣外，亦

改變了傳統企業的組織結構及營運模式，甚至有部分產業已開始進

入了破壞式創新的階段。 

然而這種破壞式創新對傳統的社會經濟帶來了難以避免的產業

數位革命，讓臺灣產業再次被迫面對轉型的陣痛期。舉例來說，當

UBER 在全球進行營運時，臺灣的法規卻限制了政府只能選擇顧及

計程車司機的公平權益，而忽略新型態數位經濟在臺灣萌芽的可能

性。有鑑於此，TEDxTaipei 共同創辦人暨現任立法委員許毓仁先

生，從 2016年 10月開始即開始各相關產業人士請益，並舉辦了多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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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聽會、修法討論會及行政部會協調會，希望能夠藉由「數位經濟

基本法」，讓新舊產業能有雙贏的機制，並讓各行政部會面對數位經

濟浪潮時，有得以依循的原則。108 

2.法案重點 

根據許毓仁立委於「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上提出的「數位經

濟基本法草案」內容，該法案的目標為(1)促進新型態經濟行為與商

業模式及(2)協助現有產業數位轉型。法案的重點則有以下幾點： 

(1)鼓勵應用數位科技進行之經濟行為。 

(2)引入新創創新實驗場域與平台經濟等模式，協助數位經濟行為

得實現。 

(3)作為未來數位相關業務的法規參考原則。 

(4)實行跨部會協調事項，故本法主管機關將交由行政院指定，調

適現有法規以符合未來數位經濟發展，要求每年提出普及率進

展報告與發布數位經濟白皮書、加強有關網際網路及數位經濟

對國家經濟影響之研究，作為政策監督之依據。 

(5)保障數位消費者資訊安全。109 

3.修法後的影響 

「數位經濟基本法」帶來的最大影響是用「負面表列」的思維看

待新興科技，以及把「創新沙盒」機制擴大到各種新興網路科技領

域，凡是平台經濟、數位醫療或金融科技等任何應用數位科技之創

新經濟業者，都能夠依此法案作為在臺灣發展數位經濟的基本原

                                                      
108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70406/1091584/  
109 https://join.gov.tw/idea/detail/d8103d37-93e3-4ef8-bea8-3e18ae13d2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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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110 

此外，在全球網路創新創業結合數位網路發展，以及傳統產業

面臨數位的轉型時期，這些與數位技術、網路服務結合的新商業模

式多屬於跨部會業務，現有法規與組織架構難處理；故此法案另一

個重大的影響即是作為政府單位在未來處理相關業務的依據。 

 產業影響方面，考量創新往往會對傳統業者造成衝擊，依據

「數位經濟基本法」的負面表列精神，各部會先列出禁止項目後，其

餘領域可讓新創業者嘗試進行開發，若新創業務違反現行法律，則

可比照沙盒機制，讓業者進入創新實驗場，有「6+6 個月」的試驗時

間。由此可知，法案將以開放的角度鼓勵業者在多種領域進行創

新。然而，在開放的同時，仍有部分領域需要在一開始就納入禁止

或是監管沙盒機制，如「遠端醫療機器人」這類會產生較大風險的產

品。此外，新創企業也應盡所有一般公司的義務如繳稅、公司登記

等。111 

二、我國新經濟模式之發展趨勢 

與本研究回顧的主要國家發展經驗類似，臺灣近年面臨的新經濟

模式主要為「共享經濟」與「平台經濟」。兩者概念近似但著重角度

有所差異，共享經濟強調「使用而非擁有」概念，以交換、分享、交

易或租借等方式，集結眾人資源，重新活化其價值之商業模式。目前

共享經濟主要應用領域包括交通、物品、服務、空間、金融等，包括

                                                      
110 數位經濟基本法草案新版  
111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43926/digital-economy-bill-will-be-first-reading-legislator-jason- 

  hsu-provides-innovation-sandox-for-start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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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 Uber, Airbnb 等業者也已經進入臺灣市場，但由於涉及到與既

有法規之衝突以及對現有產業造成的衝擊，我國政府對這類平台的管

制較為嚴格。例如 Uber 所引發的的公路法修法，及 Airbnb 衍生之「發

展觀光條例」修正案等。除了國際共享經濟業者，近年臺灣發展出的

共享經濟，以「產品共享」、「服務共享」及「群眾募資」等平台為主

(表 3-2-1)，另外亦有眾多「共享辦公空間」興起，為自由接案者提供

低成本又容易協同合作的開放式工作場所。 

表 3-2-1 臺灣自創共享經濟業者 

商品或服務類別 業者 

汽車共乘 Airpopo, Carpo 

機車共乘 LetsRide 

人力資源 鐘點大師、Saihu 

清潔服務 潔客幫 

食物 搭伙網 

租衣服務 AMAZE 

二手衣 GetMore 

洗衣收送 潔衣達人 

電動機車 WeMo Scooter(威摩科技) 

共享單車 Sharing Wheels(分享輪) 

家電 電電租 

場地租借 Pickone(挑場地) 

停車空間 USPACE 、易停網(Space4car) 

音樂 樂手村(YSOVIBE) 

共生公寓 角隅共生空間、玖樓 

共同工作空間 未來產房 

金融 
flying(群眾募資平台)、SOS(新聞募資平台)、嘖嘖(文

創取向的群眾募資平台) 

資料來源：整理自文獻及網路資料 

至於平台經濟則強調為以「平台」為載體，顛覆傳統價值鏈結構，

透過去中間化、去中心化、去邊界化等特性，整合原本零散、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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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充分使用的資源，創造以平台為基礎的新產業生態，但不一定涉及

所有權。而平台經濟的主要特點之一，即為其網路效應將造成使用者

黏性(stickiness)獲得強化，塑造贏者全拿、大者恆大的領先地位。以

網路為基礎的平台經濟模式，對仍依循傳統線性價值鏈模式，或所謂

管道(pipeline)企業造成衝擊。 

與共享經濟強調的眾人資源交換、分享，或集結資源共同完成特

定提案；平台經濟亦包括了單純的商業交易如電子商務，以及傳統租

賃或媒合行為，受惠於行動科技、物聯網等資通訊技術普及而快速地

以平台形式快速崛起，或擴大服務範疇。如觀察臺灣發展平台經濟的

歷程，則以 2000 年 PC Home 線上購物網站正式上線為重要起點；除

了較早出現的電子商務平台，近年較活躍的平台多集中在「自由接案」

等形式 (表 3-2-2)。 

表 3-2-2 臺灣自由接案平台 

名稱 平台特色 

518 外包網 

協助有外包需求的企業，透過網路的資訊交換平台，找到

合適的承包個體戶、工作室或公司。客戶的案件預算會先

托管至 518 外包網的代收付帳戶內進行監管，待案件完成

後才放款。 

1111 外包網 

由 1111 人力銀行成立，協助企業將短期、非核心工作，或

需要專業技能之事務委外，以期節省人事成本，並有效掌

控時程。 

104 外包網 

由 104 人力銀行成立，協助有外包需求的企業，透過網路

的資訊交換平台，找到合適的承包個人、工作室或公司；

另外並提供個人接案．專職 SOHO 族、工作室及公司行號

最新案件資訊。 

99Job 外包網 

為新創的微型創業平台，採用分段式收費的加價服務機

制，針對需求不同的客戶提供差異化的服務，並取消傳統

外包網的預先收取服務費機制。該平台完全不針對接案者

收費，僅針對每筆交易成交的金額進行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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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臺灣自由接案平台(續) 

名稱 平台特色 

Slasify 

企業以項目為單位在平台發佈任務，平台上的專案經理和

行業專家會對自由職業者進行篩選，選擇與項目匹配度最

高的成員組隊完成項目。每個團隊都會有項目經理負責管

理，平台會在扣除傭金後，將酬勞分配給項目經理、行業

專家和自由職業者。 

PRO36 達人網 

涵蓋食衣住行各行業，將市場上供需雙方聚集在同一個平

台上。 

消費者在平台中輸入想要的服務後，系統會為發案者篩選

合適的配對商家。消費者收到商家報價後，能清楚看見商

家的公司資訊及過往案例，亦可以選擇直接和商家聯繫。 

資料來源：整理自文獻及網路資料 

「平台經濟」與「共享經濟」已是國際趨勢，我國平台經濟的使

用者與服務提供者數量不斷增加，產生業者依附平台之現象。其中

為數眾多的中小企業則以運用電子商務平台最為普遍。根據聯邦快

遞委託進行的中小企業研究報告顯示112，2017 年電子商務所帶來的

出口營收，占臺灣中小企業整體出口營收的 38%，在過去兩年間成

長 58%，扮演重要的成長動能。另受訪中小企業中有 9 成預計其電

子商務業務在未來的一年內將會維持穩定亦或成長，其中更有 8%的

中小企業預期有顯著成長。 

但目前我國平台業者多以國內市場為經營導向，較少有將事業

擴展至海外的案例。預計隨著平台經濟趨於成熟與激烈競爭，加上

以年輕世代為主體，許多工作者將逐步擴展至國際平台，此將影響

我國青年勞動市場之變化，及平台經濟就業機會之國際化程度。基

於此，後續應持續關注平台經濟之發展及其對勞動市場之影響，特

                                                      
112 工商時報，2018/8/22，跨境電商撐腰 中小企業 7 成對外貿樂觀，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822000392-260204，最後瀏覽日期：2018/12/27。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822000392-26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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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是跨國平台對於我國工作者之機會與衝擊，並進行語言能力、經

營管理等職業訓練內容調整，以利平台業者與工作者拓展國際市

場。 

第三節 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對我國產

業及企業之影響－個案研究 

本計畫共計完成製造業與服務業三則企業個案研究(參考附件

一)，本節綜整個案研究之主要發現如下： 

一、產業及企業受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影響之主要

面向  

(一)對產業的影響 

1.商業模式轉向市場驅動與需求主導 

工業化時代的思維是利用技術將產品大量製作出來，再透過完

善的行銷策略銷售給客戶，而在標準化生產下，只有少數客戶才能

享受到量身訂製之客製化服務。但隨著數位經濟興起，透過資訊與

通訊科技，業者可以將本身的產品或服務，彈性進行搭配或結合其

他業者強項，轉型為提供客戶完整之解決方案。換言之，在數位經

濟時代，客製化服務可惠及到所有客戶，即市場驅動力量則已居於

主導地位，只要市場有需求便可量身打造。 

2.從單一產品或服務轉向智慧化解決方案 

新科技目標在於解決產業痛點、協助產業升級或轉型，帶給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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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生態圈的影響則是，結合眾多業者形成垂直領域應用服務的生態

圈。以物聯網為例，物聯網的應用範圍非常多元，單一廠商難以建

構完整的物聯網解決方案，國際大廠多轉為虛擬垂直整合之創新模

式，打破不同企業間合作的藩籬。除此之外，國際大廠不管是為了

技術布局或異業合作，可觀察到併購案不斷。其目的是想透過整合

或合作，加入第三方或更多的企業以形成生態圈，才能掌握創新產

品或服務商機，其中又以智慧化應用最受關注。 

例如臺灣在 IC 設計、晶圓製造及安控產業領域於國際上已具備

規模與技術優勢，搭配先進人工智慧技術，將能提供更完善的解決

方案，並應用到消費者有感的領域或生活服務產業中。目前臺灣人

工智慧的專長技術領域聚焦於自然語言處理、電腦視覺、影像辨

識，自然語言處理可應用於廣告投放、智能客服等；電腦視覺則可

應用於無人機駕駛、工業機器人及情緒分析等；影像辨識技術應用

領域廣，例如醫療影像分析、身分認證、安控產業等。 

3.產業生態系中之連結與競合更趨動態 

傳統產業鏈強調獨創獨享，生態體系較趨於封閉，但隨著共享

經濟的發展，共創共享將是未來商業模式創新的主流。而這股開放

的趨勢，逐漸從單向的從外部吸收資源，轉移到對外提供資源共享

的雙向互動，例如寶僑(P&G)的研發創意有超過 50%來自外部，該

公司將傳統的研究與發展(Research and Develop; R&D)轉變為連結與

發展(Connect and Develop; C&D)，用以解決公司內部研發的低生產

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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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新科技與新經濟模式興起所帶來的另一股趨勢則是

從各自獨有的專利與商業秘密之競爭對立關係轉向在開放平台上結

夥搭配合作的生態圈。舉例而言，搜尋引擎龍頭 Google 即採用開放

之商業模式來吸引更多使用者直接或間接採用其產品。Google 在

2007 年宣布向硬體製造商與軟體開發商開放其智慧型手機作業系統

Android 並組成開放手持設備聯盟(Open Handset Alliance)來共同研發

與改良 Android 系統，隨後亦公布 Android 的原始碼，讓任何手機製

造商都能免費使用Android系統。由上述例子可知，相比過往較為封

閉之商業生態圈，在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興起下，產業趨勢已朝向

藉由集體智慧的經營模式，讓企業間能各取所需，進而能提供更多

元化的商品與服務，產業生態間並不一定全然是競爭或合作關係。 

4.產業界線趨於模糊 

隨著科技日新月異之發展與普及，電子商務、人工智慧、物聯

網與大數據等技術逐漸成熟，近年來各種嶄新型態的商業模式正襲

捲全球，進而改變民眾的生活習慣與企業的經營模式。舉例而言，

Airbnb 是一個讓大眾出租住宿民宿的網站，提供短期出租房屋或房

間的服務。讓旅行者可以透過網站或手機，發掘和預訂各地的各種

獨特房源，為近年來共享經濟發展的代表之一。Airbnb 在 2012 年進

入臺灣，從該年在臺僅有的 450 間房源蓬勃發展到 2015 年之 16,000

間。雖然該網站本身並無擁有任何旅館以及飯店員工，但因其崛

起，除了衝擊傳統的飯店業，也直接影響了在線旅行服務公司

(OTAs)之營運績效。 

另一個共享經濟著名的例子則是 Uber，Uber 主要是以開發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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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程式連結乘客和司機，提供載客服務。Uber 於 2013 年進入臺灣

時，對我國之計程車業產生不小之衝擊，在 2016 年的 6 月以及 9 月

甚至爆發大規模的抗爭活動 。從以上例子可以得知，雖然Airbnb與

Uber 各自旗下都沒有擁有旅館與車輛，卻分別能對傳統旅館業及運

輸業產生衝擊與威脅，這隱含著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之崛起下，已

經使得產業間的界線越來越模糊。 

(二)對企業的影響 

1.人力結構改變 

(1)新科技之發展可能替代部分人力 

由於透過大數據與人工智慧，機器之模擬、學習能力大增，使

得部分標準化或是例行性之工作能夠被人工智慧與智能化設計取

代。此外，由於新科技還在持續發展演變，一項工作的標準化或是

例行性程度並非固定不變。例如機器學習可以促成許多心智工作的

自動化，而行動機器人則可以促成許多體力工作之自動化。有些不

久前還被視為非例行性的工作，不久之後可能就會變成例行性的工

作，例如：無人駕駛之自動車，可能在數年後便可被商業化，進而

取代某些人力駕駛。由此可見，人工智慧等新科技之發展可能影響

有些人的就業機會。 

(2)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催生新職務與新職業 

根據相關次級資料，以目前之趨勢來看，軟體結合硬體設備、

人工智慧軟體服務的硬整合機器人前景看好。特別是服務型機器人

在這幾年更是迅速發展，服務型機器人主要目的是提供特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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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不同的業種、業態提供經營管理服務、以及消費者服務。因

此，一些具有例行性及標準化之工作將可由機器人代勞，除了部分

人力可能會被取代外，在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下，亦衍生一些

新興職業、原有職業不斷更替分化，大量新形式、新內容的職位被

創造出來，進而使勞動者的工作內容也產生改變。 

在新的科技趨勢下，部分新職業的出現，除了可能是過去傳統

產業人才的演化版，另外一種可能便是因應新科技發展所設立的新

職位。例如以前者而言，目前在就業市場炙手可熱的「資料科學

家」，正是過去的資料分析人才擁抱新技術、新方法所衍生的新職

位；近兩年最具話題的虛擬實境(VR)產業，則連帶衍生出了產製內

容的「VR 導播」角色；而以臺灣近期最具話題性之機器人餐廳來看，

由於機器人廚師已經負責調理食物之過程，因此原有廚師便可負責

研發新菜色 ，從而衍伸出「菜色創作師」這個新職業或是「餐點品

管師」的新職務。 

2.員工工作內容改變與調適 

在企業導入新科技後，對於勞動者而言，因為部分例行性或是

標準化之工作內容可由新科技取代，所以員工勢必要適應其他因新

科技衍生的新工作內容。此外，企業引入新科技與智慧化設施可能

造成大多數員工無法在短時間內接受與消化，尤其是資深員工對於

以往的工作方式早已經習以為常，因此在接受新科技方面，要多點

時間心理建設，來建立起員工本身的自信心，來接受新的工作模式

與環境。另外一方面，早期的資深員工對科技資訊素養的不足，可

能造成對於引進新的科技資訊產生排斥，增加其學習的負擔，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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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抗拒心理，將導致他們無法與新科技順利對接的情況發生。 

3.工作地點與形式趨於多元 

(1)新科技之發展，人機合作出現新契機 

近幾年來在機器深度學習、大數據到 GPU 硬體等技術升級，讓

人工智慧科技之發展，出現了爆炸性的成長。人工智慧的技術也使

機器人等自動化設備朝向更為精細且精緻的方向發展，除了以更低

的勞動成本和自動化取代人力，增加企業產值與效能外，另外更有

機會促成人機合作的新契機。 

企業受惠於自動化技術與人工智慧發展，有機會透過人機合

作，完成更多過去無法達到的工作效能。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對

此就曾提出「MIT 觀點」(MIT Approach)，以知名科學家李伯曼(Henry 

Lieberman)、《第二次機器時代》作者麥克費(Andrew McAfee)、布林

優夫森(Drik Brynjolfsson)等人為首，認為未來的工作場域將是「人機

合作」的天下。人類與機器會是最好的夥伴，人機之間可以各司其

職，因此並不全然是相互競爭的敵對關係。 

根據麻省理工學院研究團隊在 BMW 車廠進行的一項實驗結果

顯示，人類協同機器的工作效率，將比單一人類或純機器人組成的

團隊效率都要來得更高。機器人善於處理例行性高的重複工作，且

勞動力大，可分擔容易造成職業傷害的危險性工作。相反地，人類

可以因此從大量勞動中釋放出來，專心處理變動性高、需要臨場判

斷、下決策的非例行性任務。 

(2)新經濟模式下，勞動者工作型態與地點趨於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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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新經濟模式如平台經濟之蓬勃發展，除了降低工作媒合成

本，亦使得工作細分化，隨選隨求(on-demand job)、非典型勞動、

多重職業與自雇者等新型態就業逐漸成為趨勢。根據歐洲促進生活

與工作條件基金會之分析，新型態就業可以區分為九種，包含員工

分享、工作分享、臨時管理、臨時雇員、終點工作、資通訊基礎的

機動工作、工作組合、眾包以及協作。 

在數位趨勢下，產業與技術環境快速變動，對企業而言，維持

最小企業規模，依需求透過與外部勞動者合作將是對企業最有利且

最彈性的方式；尤其在多數國家對解聘員工與工時多有一定的限制

與規定時，非典型的雇用對企業而言更具吸引力。但同時，企業也

可能面臨勞動者分散、外部高度競爭的勞動市場、無法提供適合的

職業訓練並累積自身的人力資本等缺點。 

對勞動者而言，新科技之發展讓其擁有相對彈性自由的工作時

間、工作方式及環境，例如員工不一定在固定的時間及工作地點工

作，而是可以隨時隨地利用高科技遠端技術來完成企業交辦之任

務。然而，雖然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之發展讓勞動者工作型態之選

擇變多，但同時也面臨工作穩定性、就業與社會保險的保障弱化等

隱憂。 

4.培訓需求提高 

技術創新與全球化加劇人才發展需求的變化。根據 Oxford 

Economics 之研究，影響組織人才發展需求變化的五大關鍵因素包含

技術創新、全球化、勞動人口結構、客戶需求與產業競爭，其中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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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創新與全球化，將加劇人才發展的需求變化。新經濟模式與新科

技之發展雖然創造大量相關領域之就業需求，但同時亦引發一些勞

動問題，其問題根源主要是自動化機器代替部分勞動者之工作，使

得勞工技能和職場工作銜接不良，以及新型勞雇關係對無雇主自營

就業者就業安全的威脅。 

以新科技對勞動者的影響來看，美國富比士曾針對人工智慧是

否取代人力做出評論，根據其分析，大量的人工智慧將提高員工生

產力，在某些情況下，人工智慧亦會為每個人帶來新的工作。然

而，在某些產業，企業就不需要雇用這麼多人，而只有能夠理解新

技術的人，才有可能在人工智慧系統被採納後，繼續留在崗位上。

因此，既有的勞工是否能夠與時俱進，掌握新技術之脈絡是相當關

鍵的。以對企業的影響來看，發展新科技與新經濟明顯需要大量優

秀數位人才(例如：APP使用者經驗設計師、人工智慧工程師等)。企

業求才的管道除了從社群網絡或是求職網站招募高科技人才外，企

業另外一個作法則是培訓既有的勞動者，使其能夠和企業引入的新

科技順利對接，讓勞動者技能和新科技引進後之工作需要更加契

合。 

邁入數位經濟時代，如果臺灣欲翻轉產業，一定要提升各行業

及各年齡層的數位能力，來因應產業變遷和勞動市場結構轉變的問

題。目前各國都在加強數位人才培育，例如矽谷有不少創新育成組

織與開設線上課程，包括編寫程式或大數據分析，協助非資訊科系

人才投入新經濟，其中提供一對一線上程式協助的 Codementor 網

站，更是臺灣團隊所開發，證明臺灣其實擁有優秀數位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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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綜合分析 

(一)企業導入新科技發展之實務與成效 

1.企業導入新科技發展之內涵與程度 

本研究選定的三則案例企業，其所導入的新科技分別為智慧製

造以及金融科技。而從個案企業導入新科技的過程，可以觀察到新

科技已對產業營運模式造成影響。對製造業而言，工業 4.0與市場轉

向大量客製化(mass customization)的趨勢，加上中國大陸與其他新興

國家產業之快速發展，促使臺灣業者必須加速推動製程智慧化，具

體例如受訪企業 A 選擇馬達固定子打造自動化示範產線，受訪企業

B 則選擇以染整開始進行智慧製造轉型。服務業方面，受訪企業 C

改變過去以客戶為主的思維；而以用戶體驗的角度出發，設計使用

者介面，並強化各項服務之數位化，以開拓年輕世代金融商機。 

2.企業導入新科技發展之規模 

但在導入新科技的規模方面，業者因考量成本效益與業務屬

性，皆採取階段性作法，優先從重複性高、風險低或基礎性的項目

導入，但仍有許多製程或業務於成本或技術可行性的觀點而言，皆

難以由新科技取代。例如受訪企業 A 馬達製程中的入線，或是受訪

企業 C 之債權、法遵業務等，皆仍需由人工完成。 

其次，從企業 A 訪談中也可以了解，國內眾多製造業者多數仍

以中小企業為主，但推動智慧製造的基礎條件仍有所不足。具體例

如機器設備的連網與掌握數據，才可能進一步推動製程智慧化，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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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工業 4.0。因此綜合而言，我國產業導入新科技程度仍以大型企

業程度較高，並多數以傳統製程或服務模式，搭配部分新科技應用

的做法為主；中小企業則仍在評估或初步導入階段。 

3.企業導入新科技發展之成效 

從企業營運的角度而言，三則案例企業導入新科技皆呈現相當

正面的效益。具體包括減少人員投入與成本、降低錯誤發生率、縮

短反應時間甚至及時監控、提升品質穩定度、優化製程速度與效率

等。另宏遠由於原本即面臨人力不足的議題，新科技亦有紓解其人

力短缺之效益。 

(二)對人力資源管理與勞動關係之影響 

1.組織變革、人力結構調整及招募 

首先從人力資源管理的角度而言，三家個案企業皆面臨人力與

組織結構的調整，包括東元設置智動化暨生技(生產技術)中心；受

訪企業 B 成立智慧工廠功能團隊；玉山銀行設置數位金融事業處，

整體規劃企業數位化策略，另亦籌組高達千人之數位科技聯隊等。

其次，因應新科技導入，企業亦設立新的職位或職系，具體案例包

括受訪企業 C 新設科技長，以及商業分析師(BA)職系，以其具備的

資訊科技背景，協助業務部門導入數位科技，並扮演與技術部門溝

通之重要介面。 

人力需求與招募方面，三家個案企業皆未有人力遭到科技取代

的現象，而是凸顯新科技與應用面人才的強烈需求；另外對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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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而言，推動智慧製造則適度紓解人力不足的壓力。因應人力需求

缺口，除了內部輪調，企業積極透過校園徵才、產學合作等管道進

行招募。但由於目前國內資訊科技相關科系畢業生以進入高科技大

廠為主，特別是半導體業，以致其他製造業者，特別是傳統產業如

紡織業等面臨徵才不易的挑戰。 

2.人員培訓需求增加 

與招募人才類似，此議題於三家個案企業皆呈現相當高的需

求，顯示企業組織能力與新科技間仍有相當一定程度的落差。其

次，培訓需求可分為不同層次，包括生產線員工熟悉電腦介面管理

操作方式等基礎訓練，中高階管理幹部則對數位能力與應用相關訓

練需求高。另一方面，從個案企業的培訓管道也可以觀察出，企業

內部訓練能量並不足因應新科技之導入，而需尋求外部資源。例如

受訪企業 B 選派優秀人才到中研院人工智慧學校的經理人周末研修

班進行培訓；受訪企業 C 與 Google 合作進行「Google Ignite 數位火

星計畫」，以及邀請國際學者交流或海外參訪等。 

3.工作內容、工作型態調整與調適 

因應新科技的導入，目前受訪的個案企業並未出現人力遭取代

或裁員的情形，但員工工作內容有所調整，具體包括(1)新工作介

面：例如受訪企業 A 馬達示範產線導入電腦介面，或是受訪企業 C

強化網路銀行功能，皆擴大員工、用戶與新科技之接觸程度；(2)既

有製程/流程與新科技的調適：由於生產線並未全面智慧化，因此面

臨人工與智慧化製程交錯的情形，進而衍生需透過輪調以協助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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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的員工了解不同的工作環境。服務業方面，由於部分重複性工

作已移由數位系統處理，員工得以聚焦於需要人員投入之諮詢服務

角色，例如貴賓理財客戶業務等；(3)資深員工角色調整：過去諸多

製程細節須仰賴資深員工之經驗，但隨著新科技的導入，相關經驗

得以轉化為系統操作，新手訓練的時間因此可大幅縮短；資深員工

的角色則轉為協助既有製程與新科技的調適，以提升智慧化系統運

作效益。整體而言，個案企業所呈現工作內容的調整，多屬於協同

作業議題，包括如何推動新科技與人工之間，以及不同世代員工之

間共同作業，以提升導入新科技之效益。 

其次，新科技也帶給個案企業(服務業為主)如彈性工時、遠距

工作等新的工作型態，以提供員工更多的工作彈性，同時並未發生

過勞或職災等爭議案件。另一方面，據了解工會較關切企業是否持

續在臺灣加大投資，至於針對工作內容因導入新科技而調整，並未

有明顯的反對意見。 

4.績效評估制度調整 

此議題似與服務業相關程度較高，根據受訪企業 C 表示，因應

導入數位科技，採取功能別與數位化雙線的考核流程，並讓兩者

KPI 一致，以讓績效回饋得更精準即時。相對而言，製造業個案企

業並未有相關調整措施。 

5.勞動權益相關議題 

如前所述，由於個案企業皆面臨人力不足議題而積極徵才，因

此現階段導入新科技並未發生人力遭取代等勞動權益爭議，反而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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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紓解人力需求缺口，特別是製造業者。至於金融業者與員工則已

體認到實體臨櫃交易減少已是趨勢，積極透過教育訓練、工作內容

調整、主動引導顧客應用平台等策略，以加速數位轉型。 

其次，新科技的導入雖然有助於企業掌握員工工作表現與績

效，但也可能引起員工對受監控程度提升的疑慮。以受訪企業 A 為

例，導入智動化示範產線及電腦作業介面後，由於該產線員工上線

後必須刷卡，其照片顯示於螢幕上，此項新措施實施初期確實曾引

起員工若干反彈。經與員工溝通其主要目的為凸顯個人工作責任，

並可根據工作表現設計培訓課程；加以實際參與智動化產線運作

後，體認工作負荷較過去減輕，始獲得員工接受。另受訪企業 A 亦

表示基於對員工的信任，相關技術僅限於掌握特定工作流程與績

效，不會用於監控員工個人行動(例如離開生產線上廁所等)，不致

對員工隱私權造成影響。其次，自物聯網技術導入工廠環境衛生系

統後，可以從被動監控轉向主動預測如揮發物質等危險因子之變

化，對於生產安全的保障更為提高。 

(三)業者提出之建議事項 

個案企業所提出之建議事項聚焦於人力資源供給與素質、勞動

法令彈性兩部分。 

前者為企業因應導入新科技，可觀察到衍生之人才需求包括 IT

科技領域人才、一般幹部、生產線作業員等三種類型。第一類多屬

於工程與資管等領域，據受訪製造業者表示，目前大學生普遍傾向

優先爭取高科技公司職缺，對傳統產業接受度仍有待提升，以致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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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人才不易；建議從學校與社會教育著手，調整對於製造業的刻板

印象。其次，對一般幹部而言，則是對數位科技相關在職訓練的需

求十分強烈，目前企業實務上以結合企業內外部資源方式提供員工

訓練為主，建議國內職訓體系可強化相關課程，以支持企業推動相

關轉型。至於生產線作業員則面臨資深員工排斥數位系統，以及人

機協調等管理問題，亦需要透過訓練加以解決。另一方面，雖然受

訪業者之部分製程已導入智慧製造相關科技，但仍有許多工段以及

環節需要人工，這些部分仍面臨資深員工退休、年輕世代進入生產

線意願低、聘用外勞已達上限或需有相關證照始得工作等特性，招

工亦面臨困難。 

基於此，受訪業者進一步根據企業需求或產業差異，提出勞動

法制相關建議。具體包括因應智慧生產趨勢(降低原工作負荷)與招

聘新進人才不易，或可研議導入智慧製造科技之業者，可放寬每月

加班上限 46 小時/一季上限 138 小時之規定，並可增加員工收入；考

量紡織業時有急單以及招工不易的現況，爭取紡織業納入七休一及

輪班間隔規定例外行業；考量服務業與新創特性設計差異化規範

等，進而提供工時、加班等一定彈性以支持產業發展。 

以下彙整三家企業個案研究主要內容如表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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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企業個案研究 

 

 

 
企業A 企業B 企業C 

產業 製造業 服務業 

經營概況 2017年之合併營收達509億元 2017年合併營收達88億元 2017年之稅前淨利約170億元 

新科技導入時程 2016年 2015年 2015年 

新科技導入目的 
工業4.0與市場轉向大量客製化的趨勢，加上中國大陸與其他新興國家產業之

快速發展，促使東元及宏遠必須加速推動製程智慧化。 

隨著金融科技快速發展，各種需求不斷的

增加，跨部門溝通、專案數量也都遠超過

以往。為了掌握年輕人商機，亦強化各項

服務之數位化。 

新科技導入程度

與規模 

在導入新科技的規模方面，業者因考量成本效益與業務屬性，皆採取階段性作法，優先從重複性高、風險低或基礎性的

項目導入。 

例外：馬達製程中的入線  例外：銀行之債權、法遵業務等 

新科技導入成效 

從企業營運的角度而言，此三家企業導入新科技皆呈現相當正面的效益。具體包括減少人員投入與成本、降低錯誤發生

率、縮短反應時間甚至及時監控、提升品質穩定度、優化製程速度與效率等。 

 紓解人力短缺之效益  

組織 

變革 

新單位 成立智動化暨生技(生產技術)中心。 成立智慧工廠功能團隊。 
設置數位金融事業處，另亦籌組高達千人

之數位科技聯隊等。 

新職系 
  

新設科技長，以及商業分析師(BA)職系，

協助業務部門導入數位科技，並扮演與技

術部門溝通之重要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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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企業個案研究(續) 

 
企業A 企業B 企業C 

人力需求與招募 
三家企業皆表示對新科技與應用面人才的強烈需求，除了內部輪調，企業積極透過校園徵才、產學合作等管道進行招募。 

礙於對製造業的刻板印象，此兩家企業面臨徵才不易之挑戰。 
 

人員培訓層面 

 年輕員工藉由輪調，使其熟悉新產

線。 

 資深員工以手工為主，但仍須學習及

接觸電腦介面。 

除內部培訓外，選派優秀人才到中

研院人工智慧學校的經理人周末研

修班進行培訓。 

除內部培訓外，與Google合作進行「Google 

Ignite數位火星計畫」，以及邀請國際學者

交流或海外參訪等。 

工作

內容

之調

適與

調整 

新工作介面 馬達示範產線導入電腦介面。 
導入PTC IOT即時看板及染整先進

動態排程。 

強化網路銀行功能，擴大員工、用戶與新

科技之接觸程度。 

既有製程或

流程之調適 

由於生產線並未全面智慧化，因此面臨人工與智慧化製程交錯的情形，進而

衍生需透過輪調以協助不同世代的員工了解不同的工作環境。 

部分重複性工作已移由數位系統處理，員

工得以聚焦於需要人員投入之諮詢服務角

色，例如貴賓理財客戶業務等。 

資深員工角

色之調整 

過去諸多製程細節須仰賴資深員工之經驗，但隨著新科技的導入，相關經驗得以轉化為系統操作，新手訓練的時間因此

可大幅縮短；資深員工的角色則轉為協助既有製程與新科技的調適，以提升智慧化系統運作效益。 

績效評估之調整 並未有相關調整措施。 

因應導入數位科技，採取功能別與數位化

雙線的考核流程，並讓兩者KPI一致，以讓

績效回饋得更精準即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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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因應經濟成長模式朝「創新驅動」轉型以及數位經濟浪潮，政府

近年陸續推動「5+2 產業創新計畫」、「臺灣 AI 行動計畫」、「國

家科學技術發展計畫」及「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等與新科

技、新經濟相關之重大計畫。其中「5+2 產業創新計畫」以建構產業

生態系的角度切入，透過優化技術、人才、資金與市場等措施，帶

動重點產業發展，進而創造臺灣經濟成長新動能。重點產業中的「亞

洲•矽谷」及「智慧機械」，可視為基磐項目，相關成果可廣泛應用

於「綠能科技」、「生技醫療」、「國防產業」、「新農業」及「循

環經濟」等領域。其次，由於 AI 將深入影響人類的生活與產業，同

時將可全面應用於 5+2 產業創新方案，政府於 2018 年 1 月提出「臺

灣 AI 行動計畫」，全力推動 AI 發展，支持產業 AI 化。至於「國家

科學技術發展計畫」及「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則屬於整體

性之科研與經濟發展計畫，涵蓋人才、法規、區域創新系統、基礎建

設等面向，目標則是打造有利於新科技、新經濟發展之環境，以協助

產業掌握創新應用模式與相關商機。 

但如觀察國際數位競爭力評比，雖然擁有優異的人才與技術，

但臺灣於 2017 年「世界數位競爭力評比報告」則出現排名下滑的現

象。其中原因除了來自各國的激烈競爭，臺灣於教育訓練、人才、

法令架構等面向仍有待提升。而對臺灣而言，更關鍵的挑戰則來自

於如何能導入新科技後，發展出創新應用，甚至是具破壞式創新之

全新「商業模式」，而非僅是特定技術研發或產品開發能力。上述挑

戰也呈現在自動化程度、數位轉型等跨國調查報告。整體而言，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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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企業雖然多數已認知到智慧製造與數位轉型之迫切性，亦關注大

數據分析、物聯網及人工智慧等新科技；但在設備導入與組織變

革、營運模式調整等實際行動方面，則選取階段性的逐步導入，對

比於亞洲鄰近國家進展相對緩慢。 

本章進一步彙整製造業與服務業共三則個案研究之重點內容，

分析在臺灣企業的脈絡下，導入新科技對於產業與企業之影響。整

體而言，個案企業已導入部分智慧製造或金融科技，並於降低成

本、縮短反應時間、提升品質與效率等方面發揮具體效益。但因考

量成本與業務屬性，業者優先從重複性高、風險低或基礎性的項目

導入，仍有許多製程或業務於成本或技術可行性的觀點而言，皆難

以由新科技取代。再從人力資源管理的角度而言，三家個案企業皆

面臨人力與組織結構的調整，包括新成立專責規劃、導入數位化營

運策略的單位，以及設立新的職位或職系，以協助各部門導入數位

科技，並扮演與技術部門溝通之重要介面。招募人才與培訓方面，

三家個案企業皆呈現相當高的需求，顯示企業人力供給、組織能力

與新科技間仍有相當程度的落差。 

個案研究的另一項分析重點則為隨著新科技的導入，員工工作

內容是否改變，以及與既有製程或流程間的衝突與調適。個案研究

結果發展，三家個案企業導入新科技的程度、工作內容改變程度有

所差異，但皆未出現人力遭取代或裁員的情形，而是衍生如何調適

人工與智慧化製程交錯、資深員工角色調整等議題。另一方面，新

科技也帶給個案企業(服務業為主)如彈性工時、遠距工作等新的工

作型態，以提供員工更多的工作彈性。針對政策建議事項，個案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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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所提出之建議聚焦於人力資源供給與素質、勞動法令彈性兩者。

前者為因應數位經濟時代，業者期盼我國高等教育、技職教育與培

訓體系應完善配套措施；後者則建議應考量企業或產業特性，於勞

動規範下提供適度之彈性，具體例如提供服務業或新創企業於工

時、加班等一定彈性，以支持產業發展。 

其次，新經濟模式方面，臺灣近年興起的新經濟模式主要為「共

享經濟」與「平台經濟」。除了國際知名業者如 Uber, Airbnb 等已經

進入臺灣市場，臺灣本土亦發展出多元化的共享經濟樣態，並以「產

品共享」、「服務共享」及「群眾募資」等平台為主。另一方面，平

台經濟的概念則較共享經濟更為廣泛，包括了單純的商業交易如電

子商務，以及傳統租賃或媒合行為，近年臺灣較活躍的平台則多集

中在「自由接案」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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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國推動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

展對勞動市場及對勞動權益的影響 

第一節 我國勞動市場及人力運用概況 

一、人口結構概況 

截至 2018 年 11 月，臺灣總人口為 2,358 萬人，較 2017 年成長

0.58‰，在全球排名第 56 名。但近年來臺灣人口結構已經出現劇烈

的改變。2010 年來，臺灣人口出現了三個歷史首見的重要轉折，一

是 2013 年，我國 15-64 歲人口比重首次呈現下滑；二是 2017 年，我

國老年人口首次超過幼年人口；三是 2018 年 2 月，我國人口出現第

一次單月負成長，死亡人數高過出生，顯示臺灣的人口結構正出現

巨大變動，快速奔向超高齡社會的同時，人口更是走向負成長，對

於支撐臺灣未來的產業發展與經濟成長極為不利。 

 
資料來源：內政統計年報。 

圖 4-1-1 1981-2018 年 11 月我國人口結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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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發會「中華民國人口推估(2018 至 2065 年)報告」，2018

年臺灣老年人口將超過 14%，進入高齡社會；2026 年時，更將成為

超高齡社會，老年人口將超過 20%，比起日、美等國的高齡化速度

更快。該報告亦顯示，臺灣人口的高峰將出現在 2020至 2027年，約

2,360-2,372 萬人左右，之後人口成長將由正轉負。2065 年我國總人

口數將降為 1,600-1,880 萬人，僅為 2018 年之 68%-80%。(參考圖

4-1-2)。 

 

資料來源：國發會「中華民國人口推估(2018 至 2065 年)報告」。 

圖 4-1-2 臺灣人口成長趨勢，高、中及低推估(2018-2065 年) 

若就人口結構來看，報告預估，在中推估的情境下，2065 年，

臺灣總人口將較 2018 年減少 623 萬人，其中，14 歲以下幼年人口減

少 146 萬人，15-64 歲青壯年人口減少 849 萬人，65 歲及以上老年人

口則增加 372 萬人，顯示臺灣未來人口少子高齡化現象將非常嚴

重，產業發展勢必面臨勞力短缺的問題(參考圖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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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發會「中華民國人口推估(2018 至 2065 年)報告」。 

圖 4-1-3 臺灣各年齡層在 2065 年人口變動概況(中推估結果) 

二、勞動市場概況 

(一)勞動力供給概況 

表 4-1-1主要呈現臺灣 2013至 2018年 11月之勞動力供給概況，

以勞動力人數來看，近幾年臺灣大致呈現穩定成長趨勢，從 2013 年

的 1,145 萬人成長至 2018 年的 1,192 萬人，成長幅度約 4.12%。若以

勞動參與率來看，過去六年大致維持在 58.4-59.1%，呈現微幅上升

的趨勢。與主要國家相較，臺灣勞動參與率低於新加坡之 67.7%、

韓國 63.2%、香港 61.1%、日本 60.5%及美國 62.9%，差距約在 1.7

至 8.9 個百分點。就性別觀察，臺灣男性勞動參與率大多維持在

66-68%，明顯高於女性(50%左右)。若按教育程度來看，勞動參與

率最高的是專科，其勞參率近五年皆高達 74%左右，其次依序為研

究所(68-72%)、大學(60-64%)及高中職(61-63%)。國中及以下學歷之

勞動參與率最低，近五年大多介於 40-42%左右。在年齡別方面，

25-44 歲之勞動參與率最高，近六年皆維持在 86%以上，其次為

45-64 歲年齡層(60-64%)。 



206 

表 4-1-1 臺灣近六年勞動力供給概況 

單位:千人、% 

年份 

總計 性別 教育程度 年齡 

勞動力
人數 

勞動參
與率 

男 女 

國中
及以
下 

高中
職 

專科 大學 
研究
所 

15-24
歲 

25-44
歲 

45-64
歲 

65 歲
以上 

2013 11,445 58.43 66.74 50.46 41.50 61.82 74.92 62.84 70.85 29.58 86.64 60.73 8.34 

2014 11,535 58.54 66.78 50.64 40.57 61.80 74.52 63.32 72.35 29.36 86.85 61.65 8.68 

2015 11,638 58.65 66.91 50.74 40.17 62.04 74.02 63.26 72.47 30.24 87.40 61.89 8.78 

2016 11,727 58.75 67.05 50.80 40.37 62.06 74.04 62.83 71.14 31.37 87.82 62.42 8.61 

2017 11,795 58.83 67.13 50.92 40.57 62.24 74.11 62.11 70.08 32.68 88.26 62.82 8.58 

2018 年

11 月 
11,916 59.11 67.29 51.32 41.41 62.69 74.37 60.95 68.33 35.30 89.05 63.35 8.36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二)勞動就業概況 

表 4-1-2 主要呈現臺灣勞動市場就業概況，根據 2018 年 5 月之

人力運用調查統計，臺灣就業人數達1,141萬人左右，失業人口約43

萬人，失業率為 3.6%。若從就業者主要工作行業來看，臺灣就業人

口大多聚焦在服務業，就業人數達 678 萬人，占總就業人口的

59.4%；其中又以批發零售業及住宿及餐飲業為主，其就業人數分別

為 190 萬及 84 萬人，分別占總就業人口的 16.6%及 7.3%。工業之就

業人口僅次於服務業，人口數亦達 408 萬人(35.7%)，其中又以製造

業之就業人口最多，達 306 萬人(26.8%)。我國從事農、林、漁、牧

業的人口相對少，僅 55.8 萬人，約占總就業人口的 5%。 

若從主要工作職業來看，臺灣就業人口以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機械設備操作之職業為主，其人口數高達 351 萬人，占總就業人口

的 31.0%；其次依序為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

員，就業人口數皆高達 200 萬人以上；再其次是專業人員及事務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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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人員，就業人口數在 100 萬人以上。就業人數較少的職業除了農

林漁牧業生產人員外(約 50 萬人)，具高度專業的主管及經理人員之

就業人數也相對較少，約 38 萬人左右。 

表 4-1-2 2018 年 5 月我國就業者主要工作之類別 

單位：千人、% 

按主要工作行業分 按主要工作職業分 

行業別 人數 比重 職業別 人數 比重 

總計  11,411 100.00  總計  11,411 100.00  

農、林、漁、牧業   558 4.89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383 3.36  

工業  4,075 35.71  專業人員  1,427 12.51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4 0.04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2,049 17.96  

製造業  3,059 26.81  事務支援人員  1,285 11.26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30 0.26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2,252 19.74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81 0.71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503 4.41  

營建工程業 
  901 

7.90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機械設

備操作 
 3,512 30.78  

服務業  6,777 59.39     

批發及零售業  1,896 16.62     

運輸及倉儲業   445 3.90     

住宿及餐飲業   838 7.34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

訊服務業 

  258 
2.26     

金融及保險業   434 3.80     

不動產業   105 0.92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372 3.26     

支援服務業   295 2.59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

安全 

  366 
3.21     

教育業   653 5.72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455 3.99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109 0.96     

其他服務業   551 4.83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2018 年人力運用調查報告」。 

雖然過去以來，臺灣的勞動人口及勞動參與率尚屬穩定，但國

內廠商卻反應缺工及缺人才日益惡化的問題。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

2018 年 2 月之統計，臺灣各業受僱員工空缺人數高達約 24 萬人左

右，相比 2009 年，其空缺人數高出 13 萬人，空缺率增加 1.31 個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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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點。若以產業別來看，製造業的空缺人數最多，高達 9.2 萬人左

右，占總空缺人數的四成，且較 2009 年增加 4 萬人左右，主要原因

可能在於社會對於製造業存在既定之刻板印象，如工作環境較差、

需輪班、工作較辛苦等，使此產業面臨徵才不易之困境。服務業則

以批發及零售業的空缺人數最多，達 4.6萬人，約占總空缺人數的二

成。其他空缺人數較高的產業尚有住宿及餐飲業、支援服務業、營

造業、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空缺人數皆高於 1 萬人以上(參

考表 4-1-3)。 

表 4-1-3 2018 年 2 月我國各業受僱員工空缺人數及空缺率 

單位：人、% 

產業 
2018 年 2 月 2009 年 2 月 差異 

空缺人數 空缺率 空缺人數 空缺率 空缺人數 空缺率 

總計 243,920  3.1 117,659  1.79 126,261  1.31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113  3.04 5  0.11 108  2.93 

製造業 91,547  3.19 51,288  2.09 40,259  1.1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858  2.76 4  0.01 854  2.75 

用水供應及汙染整治業 878  2.92 300  1.17 578  1.75 

營造業 12,086  2.56 6,860  1.63 5,226  0.93 

批發及零售業 46,146  2.65 19,197  1.31 26,949  1.34 

運輸及倉儲業 8,885  2.97 2,628  1.03 6,257  1.94 

住宿及餐飲業 16,819  3.79 3,948  1.38 12,871  2.41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7,049  3.33 3,093  1.78 3,956  1.55 

金融及保險業 14,204  3.57 10,594  2.84 3,610  0.73 

不動產業 5,713  4.71 3,500  4.06 2,213  0.65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8,269  3.07 3,235  1.57 5,034  1.5 

支援服務業 12,735  3.5 5,404  1.89 7,331  1.61 

教育服務業 1,999  2.64 1,321  1.8 678  0.84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0,286  2.78 3,889  1.37 6,397  1.41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1,950  3.27 909  1.67 1,041  1.6 

其他服務業 4,383  4.74 1,484  1.79 2,899  2.95 

註:空缺率=空缺人數/(空缺人數+受僱員工人數)X100。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事業人力僱用狀況調查」(空缺概況)(員工報酬及進退等概況) 

為因應勞動力不足，政府亦引進外籍工作者，其中，又可以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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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區分為外籍專業人員(白領階級)及外籍勞工(藍領階級)。以專業

外籍人員來看(參考圖 4-1-4)，2018年 11月底我國有效聘僱許可人數

達 31,158 人，其中又以從事專門性或技術性工作之外籍人數最多，

達 19,370 人，占整體有效聘僱許可人數約六成左右，遙遙領先於其

他類別。其次依序為補習班語文教師(4,422 人)、華僑或外國人投資

設立事業之主管工作(2,932 人)，運動教練及運動員工作的人數最

少，僅達 80 人。若從外籍勞工來看(參考圖 4-1-5)，我國 2018 年 11

底外人勞工總數高達 706,270人，其中又以從事製造業及看護工的人

數最多，分別達 431,569 人及 255,918 人，兩者合計占整體外籍勞工

總數達 97%。 

 

資料來源:勞動部統計查詢網 

圖 4-1-4 2018 年 11 月底我國外籍專業人員有效聘僱許可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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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勞動部統計查詢網  

圖 4-1-5 2018 年 11 月底我國外籍勞工人數 

(三)臺灣勞工數位技能概況 

隨著新科技發展日新月益，許多企業為提升生產效率也積極導

入新設備及新系統，以強化電子化管理。在此情況下，既有勞動者

也需適應其他因新科技衍生的新工作內容及新操作方式與界面。準

此，勞動者是否具備數位相關能力、對於新科技的接受度與熟悉程

度，都將影響其在原本工作場域中的表現。 

勞動部運用國家發展委員會辦理之「個人/家戶數位機會調查」，

擷取臺灣地區具有勞工身分(含就業者及失業者，不包含學生、家管

及退休人員)者進行統計分析。統計結果發現(參考表 4-1-4)，2017 年

勞工曾使用網路比率達 92.9%，與 2016 年比較，使用網路比率上升

3.5 個百分點。依性別觀察，女性勞工使用網路比率為 95.6%，較男

性 90.8%高出 4.8 個百分點。依年齡別觀察，年齡層愈高的勞工曾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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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網路的比率愈低，尤以 65 歲以上的 40.0%最低，45-64 歲的

89.6%次之，44 歲以下之勞工則有 9 成 8 以上曾使用網路，不僅呈現

出世代差異，也隱含當企業導入新科技後，對於中高齡工作者的影

響是比較大，可能出現無法調適的情況。 

除此之外，勞工的教育程度亦可能影響其數位技能，調查顯

示，教育程度愈高者曾使用網路之比率愈高，大學(專)及以上者比

率甚至高達 9成 9以上；但國中及以下者則供有一半曾使用網路，對

於新科技的接受度及熟悉度遠低於其他族群。 

表 4-1-4 2017 年我國勞工使用網路情況調查 

單位：% 

項目別 有 沒有 

2016 年 6-8 月 89.4 10.6 

2017 年 8-9 月 92.9 7.1 

性別 

男性 90.8 9.2 

女性 95.6 4.4 

年齡別 

15-24 歲 100 - 

25-44 歲 98.9 1.1 

45-64 歲 89.6 10.4 

65 歲以上 40 60 

教育程度別 

國中及以下 50.8 49.2 

高中(職) 94.3 5.7 

大學(專) 99.3 0.7 

研究所及以上 100 0 
資料來源:勞動部，「2017 年個人/家戶數位機會調查」，

http://statdb.mol.gov.tw/html/svy06/0625analyze.pdf。  

表 4-1-5 則是呈現臺灣勞工在參與數位學習活動概況。首先，在

學習活動方面，49.2%勞工最近一年曾透過網路學習新技能。依性別

觀察，女性勞工(51.8%)的比率較男性(47.0%)高出 4.8 個百分點；依

年齡別觀察，15-24 歲勞工最近一年曾透過網路學習新技能比率達

http://statdb.mol.gov.tw/html/svy06/0625analyz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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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7%最高，隨著年齡增加，透過線上學習新技能比率降低，至 65

歲以上者為 35.1%。 

在線上課程方面，21.3%勞工表示最近一年曾參與網路線上課

程。依性別觀察，女性勞工(24.2%)的比率較男性(18.9%)高出 5.3 個

百分點。依年齡別觀察，以 15-24 歲比率 26.9%最高，隨著年齡增

加，參與線上課程比率降低，65 歲以上者僅為 8.3%。 

最後，依就業勞工行業別觀察，最近一年曾參與線上學習新技

能比率以「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之 70.0%最高，

其次為「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比率達 65.1%，最低則是「運輸

及倉儲業」的 28.0%。至於最近一年曾參與線上課程的比率則以「公

共行政國防及強制性社會安全」的 52.1%最高，其次為「醫療保健及

社會工作服務業」之 43.6%，最低者則是「農林漁牧業」，僅為 8%。 

表 4-1-5 2017 年我國勞工最近一年參與線上學習活動情形 

單位：% 

項目別 
線上學習新技能 參與線上課程 

有 沒有 不知道/拒答 有 沒有 不知道/拒答 

總計 49.2 50.1 0.8 21.3 78.6 0.1 

性別 

男性 47 52.3 0.7 18.9 81.1 0 

女性 51.8 47.3 0.9 24.2 75.6 0.2 

年齡別 

15-24 歲 66.7 32.3 1 26.9 73.1 - 

25-44 歲 53.2 46.2 0.6 23.2 76.8 - 

45-64 歲 39.4 59.6 1 17.6 82.1 0.3 

65 歲以上 35.1 64.9 - 8.3 91.7 - 

產業別 

農林漁牧業 32.2 66.7 1.1 8 92 -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46.4 53.6 - 4.8 95.2 - 

製造業 47.3 51.7 1 13.6 86.4 - 

電力燃氣供應業* 34 66 - 5.5 9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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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2017 年我國勞工最近一年參與線上學習活動情形(續) 

單位：% 

項目別 
線上學習新技能 參與線上課程 

有 沒有 不知道/拒答 有 沒有 不知道/拒答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

業* 
12.9 87.1 - 3.4 96.6 - 

營建工程業 36.4 62.4 1.2 8.4 90.6 1 

批發及零售業 47.8 51 1.2 15 85 - 

運輸及倉儲業 28 72 - 17.4 82.6 - 

住宿及餐飲業 37.6 61 1.4 14.8 85.2 - 

出版、影音製作、傳

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70 30 - 26 74 - 

金融及保險業 52.5 47.5 - 42.2 57.8 - 

不動產業 33.6 66.4 - 22 78 -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

務業 
54.2 45.8 - 23.7 76.3 - 

支援服務業 42 55 3 9.3 90.7 - 

公共行政國防及強制

性社會安全 
53.2 46.8 - 52.1 47.1 0.7 

教育業 64.4 34.4 1.3 42.4 57 -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

服務業 
60 39.2 0.8 43.6 56.4 -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

業 
65.1 34.9 - 21.1 78.9 - 

其他服務業 52.3 47.7 - 15.5 84.5 - 
註：1.依曾經使用網路之勞工統計。2.「＊」表示分類變數調查樣本數較少，其抽樣誤差較大未予納

入分析。 

資料來源:勞動部，「2017 年個人/家戶數位機會調查」，

http://statdb.mol.gov.tw/html/svy06/0625analyze.pdf。  

三、非典型就業概況  

(一)非典型就業勞工概況 

「非典型僱用」被定義為非長期(大致指一年以內)或非全日的工

作型態，主要包括部分時間工作、人力派遣工作及定期契約工作(臨

時工作)。其中「部分時間工作」的發展源自於企業對人力運用的彈

性需求，方便企業內之工時管理，對勞工而言，特別是學生或家庭

http://statdb.mol.gov.tw/html/svy06/0625analyz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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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婦，能達到工作及生活兼顧的目的。 

近幾年隨著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之興起，臺灣非典型就業人口

自 2011 年起呈現逐年上升趨勢(圖 4-1-6)，從 2008 年的 65 萬人增加

至 2018 年 5 月的 81.4 萬人，占就業人口的比重也由 6.24%上升至

7.13%，雖然此數值相較於其他主要國家仍屬較低，但實有必要深入

了解非典型就業增加之原因及其對勞工權益之影響。 

 
註：其他非典型就業型態包括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圖 4-1-6 2008-2018 年 5 月臺灣非典型就業人口變化 

根據 yes123 求職網 2018 年 9 月公布的「零工經濟族與非典就業

風險調查」結果顯示，71.1%的受訪勞工表示曾經打過零工，其中

11.2%屬於「目前仍處於打零工狀態」，以從事「時薪制」的非正職

人員最多，其次為「約聘人員」及「派遣人員」，並約有三分之一的

人有機會轉為正職人員。就動機來看，主要包括「找不到正職工作的

時間」、「工時較具彈性或較短」、「想先累積職場經驗」及「家裡

經濟壓力大，有收入就好」等。過半數的受訪者認為，非典型就業勞

工遭遇到嚴重的「職場歧視」，包括福利落差大、被過度使喚、同工

不同酬、沒有勞健保、上班時間不固定等，並有 62.1%的受訪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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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屬於月光族，43.9%對於收入不穩定感到非常擔心。調查亦發現，

正職人員中仍有高達 76.7%的人有兼差計畫，已付諸行動者約占

30.7%，主要原因多為財務吃緊，並有 53.1%自認為已產生過勞情況。 

(二)部分工時就業概況 

以下進一步針對部分工時就業者之特徵及就業情況進行分析。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 2018 年 5 月之統計資料，2018 年臺灣部分工時勞

工約有 42.3 萬人，占非典型就業人口的 51.97%，總就業人口的

3.71%，其中將近六成為女性，達 25 萬人。若以年齡別來看，大多

數部分工時就業者集中在 65 歲以下的年齡層。若以教育程度來看，

則多為高中職學歷以上者(參考表 4-1-6)。 

表 4-1-6 2018年 5月我國部分工時就業者及受僱者人數-按受訪者基

本資料分 

單位：千人；% 

項目別 就業者人數 
部分工時就業者 

人數 占總就業者比率 
總計 11,411 423 3.71  
性別    
男性 6,336 176 2.78  
女性 5,075 247 4.87  

年齡別    
15-24 歲 848 138 16.27  
25-44 歲 5,970 125 2.09  
45-64 歲 4,313 143 3.32  
65 歲以上 280 17 6.07  

教育程度    
國中及以下 1,924 101 5.25  
高中(職) 3,704 133 3.59  
大專及以上 5,782 188 3.25  

婚姻狀況    
未婚 4,338 206 4.75  
有配偶(含同居) 6,225 177 2.84  
離婚、分居或喪偶 848 39 4.60  

註：部分工時工作者係指受僱者每週應工作時數低於場所單位規定之正常上班時數，若場所單位未

規定正常上班時數，原則上為非旺季或淡季期間之平均每週工作時數低於 35 小時者；自僱身分

者則由其自行認定。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2018 年人力運用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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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 顯示我國部分工時就業者的行業分布及職業分布概況。

若從產業別來看，大多部分工時就業者大多聚焦在服務業，其人數

高達 33萬人，占部分工時就業總人數的 78.01%，其中又以住宿及餐

飲業和批發及零售業為主，就業人數分別為 9.0 萬及 8.6 萬人。工業

之部分工時就業者約有 8 萬人，其中 5 萬人從事製造業。 

從職業別來看，大多之部分工時就業者為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機械設備操作及勞力工、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和專業人員，就業人數

分別為 15.3萬、14.9萬及 4.8萬人。若就部分工時就業占該職業就業

人口的比重來看，以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的比重最高，達 6.62%；

其次則是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機械設備操作及勞力工，約 4.36%(參

考表 4-1-7)。 

表 4-1-7 2018年 5月我國部分工時就業者及受僱者人數-按行業別及

職業別分 

單位：千人；% 

項目別 就業者人數 
部分工時就業者 

人數 占總就業者比率 

總計 11,411 423 3.71  

行業別     

農、林、漁、牧業 558 13 2.33  

工業  4,075   80 1.96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4   0 0.00  

製造業  3,059   49 1.60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30 - -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81 - -  

營建工程業   901   31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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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 2018年 5月我國部分工時就業者及受僱者人數-按行業別及

職業別分(續) 

單位：千人；% 

項目別 就業者人數 
部分工時就業者 

人數 占總就業者比率 

服務業  6,777   330 4.87  

批發及零售業  1,896   86 4.54  

運輸及倉儲業   445   13 2.92  

住宿及餐飲業   838   90 10.74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258   7 2.71  

金融及保險業   434   6 1.38  

不動產業   105   2 1.90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372   5 1.34  

支援服務業   295   21 7.12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366   1 0.27  

教育業   653   49 7.50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455   16 3.52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109   7 6.42  

其他服務業   551   27 4.90  

職業別 
   

民意代表、主管與經理人員   383   0 0.00  

專業人員  1,427   48 3.36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2,049   26 1.27  

事務支援人員  1,285   39 3.04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2,252   149 6.62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503   7 1.39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及勞

力工 
 3,512   153 4.36  

註：部分工時工作者係指受僱者每週應工作時數低於場所單位規定之正常上班時數，若場所單位未

規定正常上班時數，原則上為非旺季或淡季期間之平均每週工作時數低於 35 小時者；自僱身分

者則由其自行認定。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2018 年人力運用調查」。 

若從部分工時之主要工作內容來看，根據勞動部「部分工時勞工

就業實況調查(2017)」顯示，「餐飲服務生」、「事務工作人員」所

占比率最高，分別占 16.0%、15.8%；其次為「作業員(含組裝、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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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占 9.5%，「教師(含代課、才藝老師)」占 7.8%及「收銀員」占

7.6%居第三；以下依序為「廚房雜工」占 6.2%、「清潔工」占 6.2%、

「技術員」占 5.8%、「勞力工(含收票員、停車場管理員)」占 5.4%、

「售貨員」占 3.4%等(參考圖 4-1-7)。 

 

註：圖中僅列出所占比率在 3%以上之工作項目。 

資料來源：勞動部「部分工時勞工就業實況調查(2017)」。 

圖 4-1-7 2017 年 5 月我國部分工時勞工主要工作內容 

(三)部分工時勞工之相關福利及工作滿意度 

勞動部「部分工時勞工就業實況調查」同時針對部分工時勞工之

相關福利及工作滿意度進行調查。調查結果發現，從服務單位提供

之各項福利來看，主要是以「教育訓練」為主，占比達 61.3%最高，

其次是「年節、年終獎金」，占比達 55.6%，其餘依序為「工作、績

效獎金」占 43.9%、「休閒活動、旅遊」占 40.1%及「職工福利金」

占 32.0%(參考圖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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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勞動部「部分工時勞工就業實況調查(2017)」。 

圖 4-1-8 2017 年 5 月我國部分工時勞工享有服務單位提供之各項福

利情形 

若從部分工時勞工對其工作之滿意度來看，感到滿意比率為

98.8%(很滿意占 37.5%，滿意占 61.3%)，感到不滿意者占 1.2%(不滿

意占 1.1%，很不滿意占 0.1%)。各項目中，滿意比率在 9成 7以上者

依序分別為「性別工作平等」占 99.6%、「同事間的相處與友誼」占

99.0%、「主管對員工的關切與照顧」占 98.2%、「工作場所」占

97.7%、「工作時數」占 97.2%。部分工時勞工不滿意的項目主要為

「工資」及「人事考核升遷制度」，不滿意比例分別為 7.5%及 6.9%，

明顯高於其他項目(參考圖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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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勞動部「部分工時勞工就業實況調查(2017)」。 

圖 4-1-9 2017 年 5 月我國部分工時勞工對工作的滿意情形 

(四)部分工時勞工之就業意向與未來工作動向 

另就部分工時勞工之就業意向與未來工作動向來看，勞動部「部

分工時勞工就業實況調查(2017)」結果顯示，整體而言，97.1%目前

從事部分工時工作之勞工為自願性，非自願者只占 2.9%。其中自願

性從事部分工時工作之原因，以「能選擇工作時段」的比率最高(達

52.4%)，其次依序為「貼補家用」(37.7%)，「工作比較簡單」(26.8%)，

「因為目前還是學生」(24.8%)，「對於工作內容感興趣」(22.4%)，

「打發時間」(15.8%)，「想縮短工作時間」(12.1%)等。而屬於非自

願性從事部分工時工作之原因，則主要為「找不到全時工作」及「因

家庭因素，無法擔任全時工作」，其占比分別為 1.3%及 1.1%(參考圖

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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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自願從事部分工時工作之原因： 

註：本問項可複選，故細項合計數大於或等於小計。 

 

自願從事部分工時工作之原因： 

能選擇工作時段 52.40% 想縮短工作時間 12.10% 

貼補家用 37.70% 想縮短工作時間 6.60% 

工作比較簡單 26.80% 可以馬上離職 6.60% 

因為目前還是學生 26.80% 等待服兵役 6.60% 

對於工作內容感興趣 22.40% 其他 6.60% 

打發時間 15.80% 註：本問項可複選，故細項合計數大於或等於小計。 

資料來源：勞動部「部分工時勞工就業實況調查(2017)」。 

圖 4-1-10 2017 年 5 月我國勞工從事部分工時工作的原因 

在未來工作之規劃方面，根據調查，46.2%的部分工時勞工仍要

「繼續擔任部分工時員工」，19.3%希望未來可以「擔任全時員工」，

8.4%表示未來要「繼續升學」，5.4%則希望能「自行創業」，另有

17.5%表示不知道。與歷年調查結果比較，表示想「繼續擔任部分工

時員工」的比率由 2011 年的 38.9%逐漸提升到 2017 年的 46.2%(參考

圖 4-1-11)。 

找不到全時工作 1.30% 

因家庭因素，無法擔任全時工作 1.10% 

體力上無法擔任全時工作 0.40% 

公司業務緊縮，縮短工時因應 0.30% 

學校的實習 0.10% 

其他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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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勞動部「部分工時勞工就業實況調查(2017)」。 

圖 4-1-11 2017 年 5 月我國部分工時勞工未來工作動向 

第二節 對失業與職能需求之影響 

一、國際經驗 

1.新科技導入對中階技術且重覆性高之職務衝擊最大 

麥肯錫(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2017)針對全球 46 個國家超過

800個職業進行調查，發現目前約有一半的工作項目在技術上已經可

以被現今的科技取代。以中度科技採用速度的情境來看，到 2030 年

有約 4 億個工作將被自動化取代；在極端快速採用最新科技的情境

下，全球被取代的工作可能高達 8 億個。PwC 報告則顯示，美國有

47%勞動者屬於被取代的高風險群，主要為高重複性的中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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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未來 15 年，美國 16-24 歲年輕勞工有 39%工作可能被自動化取

代。日本野村總合研究所的研究結果亦顯示，雖然高科技發展的主

要目的在於解決日本現有人手不足的困境，但人力資源若不進行優

化升級，亦將產生進一步取代現有人力的可能性。據估計，2030 年

日本勞動人口中將有 49%的工作機會可能受到新科技如 AI 或是機器

人的應用而被取代，特別是技術性與創造性不高的工作與職業。 

歐美研究認為，新科技及新經濟下的勞動市場變得更為兩極

化，高階技術職務因工作內容與新科技相互補，預估未來就業機會

與薪資均將提高；而中階技術職務因為內容通常是一些例行性的任

務，有一定程序或規則且可被編撰的，因此容易被數位科技取代，

所受衝擊程度最大，加上工作外包趨勢，預估未來就業機會與薪資

均會下降；至於低階技術且極低薪資的職務，未來就業機會將會增

加，惟因數位科技釋出的例行性工作人力加入競爭，將使薪資更為

降低。113 Christophe Degryse (2016)的報告指出，在數位經濟下，容

易被機器所取代的高風險的職業包括文書、銷售與商業活動、交通

物流、製造業、建築業、部分金融保險服務、翻譯、稅務等重複性

質高的工作。 

2.新科技將衍生新職務需求興起 

麥肯錫的報告同時也預估在高齡化時代、新興國家中產階級崛

起、再生能源與基礎建設的投資、技術發展等情境下，至 2030 年可

能創造出 5.55億至 8.9億個新的工作機會，但無論何種情境，勞動市

場與技能必定需要經過大規模且持續轉換的過程；其中，約有 7,500

                                                      
113 Christophe Degryse(2016), ‘Digitalization of the economy and its impact on labour market’, 

European Trade Union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20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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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至 3.75 億的工作人口必須培養全新的技能，並轉換到不同的職業

類別。若政府、企業與個人沒有系統性的因應調整，因為技能落差

產生的失業或收入降低所影響的層面可能擴大。 

Christophe Degryse (2016)的報告也指出，雖然高標準化、重複

性工作將逐漸消失，但新的工作型態也將同步出現，高技術工作計

有數據分析、軟體應用、網路與人工智慧人員、智慧機械與機器人

及 3D 列印的設計師與製造者、數位行銷及電子商務等；而低技術工

作則有 Uber 駕駛、家用設備維修及寵物照顧等。此外，在數位經濟

下，目前人類無法被機器完全取代的特質包括同理心、社交技巧、

與創造力，相關職業包括教育、藝術、法務服務、人資與企劃管

理、部分金融保險服務、健康照護、社工、髮型師、美容師、設計

師等。 

二、臺灣情況 

就與國內企業及工會之訪問結果來看，新科技及新經濟模式發

展對臺灣勞動市場的影響方面，有些趨勢與國際經驗一致，但也存

在些許臺灣特色值得關注。 

(一)勞動力需求面 

1.新科技導入之主要目的包含補充人力，提高勞動生產力，及因

應新產業趨勢等 

本研究訪問數家傳統製造業企業，該等企業雖屬不同的產業

別，但普遍面臨全球市場競爭環境的改變，即在大量生產已愈來愈



225 

不具有競爭力，少量多樣客製化才有生存利基。少量多樣客製化模

式考驗著企業生產排程、混線製造及工廠管理的能力，促使企業必

須全面性地掌握內部資訊來了解生產狀況，並透過機聯網與 ERP 系

統的應用來提高生產效率。受訪企業亦提及，年輕人對於傳統製造

業普遍存在負面觀感，如需輪班、工作辛苦、工作環境不佳等，因

此找人特別困難，存在長期缺工的困擾，偏鄉地區更是如此。受訪

企業均表示，在退休潮來臨之際，導入新科技主要目的並非要取代

人力，而是要補充既有人力之不足，讓機器來進行高重覆性、耗

時、易產生職業傷害(如搬運重物)、具危險性(如添加化學品)或工作

環境較差(如高溫、高噪音、高污染)的工作，以降低勞工負擔，維

護勞工安全，及提高產品品質及良率。 

就服務業來看，在餐飲業方面，利用新科技來補充人力、降低

勞工成本的動機非常強烈。受訪業者表示，在少子化與高齡化時代

下，人力嚴重缺乏且流動性高，而在臺灣人口未來呈現負成長，最

低薪資又不斷調漲下，人力短缺及勞工成本上升的問題將更加嚴

重。受訪企業表示，一旦企業的人事費用與自動化機器設備投入成

本相當時，將擴大導入自動化設備。上述情境可能還需要約 5 年的

時間才會發生，目前尚有許多技術面及實際執行面的困難待克服。

現階段企業主要是運用大數據科技來蒐集顧客資訊，以進行精準行

銷。 

相對於其他服務業，金融業是採用新科技較多、進展較顯著的

產業，主要是為了因應金融科技的快速發展及消費需求的改變，在

降低營運成本的同時，也希望善用有限的人力資源，讓人可以做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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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價值的工作，如由臨櫃人員轉為服務 VIP 客戶的理專人員，以一

方面為目標客群提供更好的服務，另一方面也提升員工的工作績

效。 

2.在未來效益不明的情況下，多數企業對於導入新科技尚處於摸

索期及觀望期階段 

綜合受訪企業意見顯示，目前臺灣企業在導入新科技方面處於

方向明確但作法渾沌的摸索期及觀望期階段，多數企業都還在思考

或部分嘗試新的科技應用。yes123 求職網 2018 年 5 月公布的「斜槓

族 VS 達人與 AI 職場調查」結果顯示，31.3%的受訪企業表示目前有

發展「機器人自動化」或「AI(人工智慧)系統」的計畫，其中 20.9%

屬於「有相關計畫，但尚未執行」；10.4%屬於「有相關計畫，而且

執行中」。 

基本上，臺灣企業導入新科技速度取決於兩大因素，一是市場面

因素，另一為成本面因素。就市場面因素而言，企業因無法明確預

估導入新技術或自動化設備可能帶來之效益，因而對於自動化或智

慧化之投資顯得躊躇。如某內需型的受訪製造業者表示，新科技導

入後雖然提升生產力，但卻因國內市場萎縮，產生供過於求的情

況，因此現階段並無大規模引入新科技的迫切性。此外，一受訪醫

療機構表示，現階段導入新科技之醫療機構，其目的主要在行銷及

增加知名度。醫療機構為受高度監管的行業，護病比有一定規定，

因此，即便導入新科技也無法減少醫護人力。新科技的採用能夠降

低多少成本，創造多少價值，是否能降低醫護人員的流動性目前仍

在觀察中，惟可以肯定的是，若新科技的導入無法帶來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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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營收的明顯效益，則企業將無導入的誘因。 

就成本面因素而言，受訪學者指出，中小企業對於成本十分敏

感，投資研發、新機器設備及數位化轉型之意願不高，造成長期依

賴低薪勞動力。尤其偏鄉地區的人事成本較低，使企業寧願使用傳

統的人工作業模式，而不願投資自動化設備。若未來勞動條件或產

品品質要求提高，這些中小企業可能在壓力下開始自動化；但也可

能決定不投資，而是轉至東南亞或其他低成本地點。 

另外還有一些屬於企業個別考量或經驗，如一傳統製造業者表

示，雖然導入智動化使得生產效率大幅提升，但因有部分工段只能

人工處理，或是客戶要求變化大而無法自動化；又如某企業曾耗資

數百萬從日本引進的自動化機器，但卻因屢次調校皆無法符合其需

求，從此封存自動化機台，維持傳統人工作業方式。 

3.受訪企業因導入新科技而須進行人力重配置時，會先採取工作

重新調整、加強在職訓練、輔導員工轉職等方式協助員工因應變

革 

誠如前述，多數受訪企業導入新科技之目的在於緩解人力短缺

問題及提高生產力，因此，即便在導入新科技後，既有組織之部門

規模可能略有消長，人力也需進行重新配置，但受訪企業皆表示目

前並沒有因此而裁員，而是會安排員工進行職位轉調。以數位化進

程相對較快的金融業而言，業者表示在數位轉型的過程中皆會與員

工及工會進行充分的溝通，讓員工及工會成員了解到未來面臨轉型

所需具備的能力，降低企業轉型過程可能產生的衝擊，因此並無碰

到太多來自員工或工會的阻礙。此外，企業在轉型過程中也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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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教育、訓練及補助措施，反而更加凝聚了員工的向心力，也

使得員工與企業之間的關係更加緊密。 

不過，企業數位化轉型無可避免可能使部分員工需要被轉調職

位，產生部分人員不願離開原有工作環境的情況，此時企業會在薪

水與勞動條件不變及外加業務獎金下，提供半年的調適期，以保障

轉職人員的勞動權益。半年後，若學習情況良好，員工的勞動條件

將不會改變；反之，若學習情況不如預期，轉職人員得申請優離優

退方案。截至目前為止轉職人員的離職率很低。 

綜合而言，現階段企業導入新科技對其員工既有工作型態及內

容雖有影響，但尚不顯著。企業在進行數位轉型的時候，會藉機與

員工溝通未來企業新的走向與營運模式等想法，並提供相關的教育

訓練及補助措施鼓勵員工加強新科技知識與技能，降低調適衝擊。

企業也會提供轉職機會，藉由內部徵才留住優秀人才，實在無適合

的轉職機會，則讓員工申請優離優退，以儘可能維護員工的勞動權

益。 

4.受訪企業普遍採用自建資訊系統的方式，對於資訊人才需求增

加，年輕族群應徵的意願上升 

根據受訪企業意見，目前企業之資訊系統多是企業自行建置，

或尋求學界專家進行策略聯盟，鮮少完全委外。此主要之考量包括

避免關鍵技術外流、系統維修及調整的便利性、公司員工才了解

know-how 及營運流程，以及促進員工轉型升級等。受訪企業普遍成

立新單位、職務推動新科技，具體例如智動化與生產技術中心、科

技長、以及負責與 IT 部門溝通之商業分析師(BA)等。不論是哪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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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的企業，在決定導入新科技之後，其所需要的資訊人員皆大量

增加。有些企業採取擴大招募 IT 人才的方式；有些偏鄉地區的企業

則與學校進行長期的產學合作，最後將學生培育成符合公司需求的

人才；另有一些企業則是建置內部培訓系統，或與大學合作開設訓

練課程，鼓勵員工上課學習，或將員工送至外部訓練機構學習。 

此外，有傳統製造業的受訪企業表示，企業長期面臨招募員工

的困難，尤其是年輕人。因此，企業導入新科技之部分原因也在於

要創造更多與資訊相關的新型態工作來吸引年輕人目光，讓更多的

年輕人願意進公司服務。 

5.新科技改變企業之職能需求分布與員工所需具備之能力 

相關文獻顯示，歐美國家過去 20 年來的就業及薪資呈現兩極化

發展傾向，即中水準薪資勞工的就業占比下滑，高水準薪資勞工的

就業占比增加；同時高水準薪資勞工的實質薪資提升最多，而中水

準薪資勞工的實質薪資提升最少，並指出可能是因數位化科技對人

力的替代和互補之交互作用所致。114彭素玲、陳筆、黃春長(2017)顯

示，臺灣 1995-2015年間的就業與薪資也出現兩極化的趨勢，中技能

職業占比明顯萎縮，尤以製造業下降幅度最大，與產業變遷及產業

內調整皆有關係。薪資變化亦雷同，不論是工業還是服務業，中技

能職業的經常性薪資增速都低於高技能和低技能職業的增速。該研

究同時利用迴歸分析來檢驗自動化科技與就業及薪資兩極化的關

係，並發現網路科技對就業占比兩極化有不小的顯著影響，但對薪

資兩極化的影響則不顯著。 

                                                      
114 彭素玲、陳筆、黃春長，全球供應鏈、網際網路科技發展趨勢對勞動市場影響與因應分析，

145-146 頁，105 年整合性勞動市場研究資源整合計畫，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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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就企業層面來看的話，新科技及新經濟模式導入下，有些職

務逐漸被取代，有些新的職務需求則被創造出來，更有一些職務雖

然存在但其工作內涵已明顯不同，如資訊部門可能從過去只負責電

腦維修轉變為要設計及建構機聯網或 IoT 系統。根據 yes123 求職網

2018 年 5 月公布的「斜槓族 VS 達人與 AI 職場調查」結果顯示，受

訪企業預估目前的工作機會中，約有 21%將因企業發展「機器人自動

化」或「AI(人工智慧)系統」而在十年後消失。國發會「2018-2020

重點產業人才供需調查及推估彙整報告」則顯示，工業 4.0 時代下，

未來兩年企業主要招募的核心職務將包括機器人感知系統工程師、

巨量資料分析師、物聯網應用工程師等智慧技術相關設計、開發及

整合人員等，而第一線生產、包裝、操作人員，及倉庫與原物料搬

運人員之需求將因自動化大幅減少115。同時，傳統產業或是現有升

級的產業，將因智慧化轉型減少基層技術人員、事務性及重複性質

職務的需求，例如銀行行員、零售銷售員等。另外，為因應新科技

之發展也會產生其他新興職位，例如 IC 設計產業的軟體應用開發及

架構工程師、資安應用工程師；雲端服務產業則新增機器學習工程

師及 UX 設計師的職務；資料服務產業的文字/自然語音機器人設計

師、情境設計師，以及專業領域資料科學家。此外，健康福祉產業

近年來大量運用 ICT 技術發展相關服務及產品，因此產生新興職務

需求包括資訊系統工程師、遠端諮詢服務與健康照護管理師。而能

源與生物醫藥之新興產業的創立則創造出新能源產業製造人員、生

技醫藥與醫學及生化工程師等相關職務116。(表 4-2-1) 

                                                      
115 張智奇、林懿貞，智慧聯網生產型態下勞動市場供需與青年就業促進研究，170 頁，勞動部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2018 年 6 月 
116 國家發展委員會，2018-2020 重點產業人才供需調查及推估，61 頁、74 頁，經濟部， 2018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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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各產業職務需求變動 

產業 現有職務需求減少 現有職務需求增加 新興職務 

航空業 
操作技術人員、倉儲物流

人員 
- 智慧製造工程師 

能源產業 (太陽

能、離岸風力發) 

操作技術人員、倉儲物流

人員 

太陽光電人員、離岸風電

專業製造人員 
大數據工程師、AI 工程師 

製造業 

第一線生產人員、包裝作

業員、生產操作員、第一

線機械設備操作人員、倉

庫人員、原物料、存貨搬

運人員 

先進技術整合型人才、系

統整合人才、資訊安全人

才、智慧機械數據分析人

才、智慧機械高階專業管

理人才 

 

IC 設計產業 - 系統整合工程師 

軟體應用開發與架構工

程師、資安應用工程師、

AI 應用工程師 

面板產業 

生產管理、操作技術、行

政總務、倉儲物流、製造

品管人員 

-  

通訊暨物聯網裝

置與設備產業 

測試人員、Layout 人員、

操作技術人員 

韌體與驅動程式設計

師、硬體類電路設計人才 

 

雲端服務產業 
行政總務人員、標準化操

作技術人員 

資深雲端系統架構師、資

深後端開發工程師 

AI 工程師、機器學習工程

師、UX 設計師 

健康福址產業 
生產管理人員、業務銷售

領域人員 
跨業整合經營管理人才 

 資訊系統工程師：醫護

資訊人員、雲端數據分

析工程師、智慧聯網產

品研發工程師、演算工

程師、遠端健康服務開

發工程師、智慧系統工

程師。 

 遠端諮詢服務：遠端運

動(操作)教練、遠端健

康諮詢師、營養師、衛

教師、護理師、個案照

護管理師。 

生物醫藥產業 - 

生技醫藥相關統計及資

料分析人才、生物醫學及

生化工程師 

 

智慧紡織產業 
廠務行政人員、倉儲運輸

人員 

物聯網人員、大數據分析

人員 

 

資料服務產業 客服人員 - 

人工智慧演算法分析

師、文字/自然語音機器人

設計師、情境設計師、專

業領域資料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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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各產業職務需求變動(續) 

產業 現有職務需求減少 現有職務需求增加 新興職務 

零售服務產業 

零售銷售人員(基層技術

工及勞力工、事務性及重

複規律性質工作) 

- 

智慧零售數據分析人

才、智慧零售高階專業管

理人才 

飯店業 櫃台服務人員 -  

銀行業/金融業 

銀行行員(基層技術及勞

力工、事務性及重複規律

性工作) 

產品設計師、系統工程

師、大數據分析與管理

師、數位行銷人員 

 

農業 

農事操作第一線人員(基

層技術、事務性及重複規

律性勞工) 

- 

 

資料來源：經濟部「2018-2020 重點產業人才需求推估調查」；勞動部「全球供應鏈與網際網路科

技」；國發會「創新趨勢下  『5+2 產業』未來 10 年工作及技能需求分析」 

(二)勞動力供給面 

1.年輕人與中高學歷就業者有往較低技能職業流動的趨勢 

誠如前述，彭素玲、陳筆、黃春長(2017)指出，臺灣 1995-2015

年間的就業與薪資出現兩極化的趨勢，中技能職業占比明顯萎縮。

該報告同時從勞動供給者角度進行觀察並發現(表 4-2-2)，中技能職

業占比萎縮的情況發生在所有性別及年齡族群。就性別來看，女性

就業呈現兩極化的情況較男性明顯，1995-2015 年間女性中技能職業

占比下降 8.92個百分點，主要往高技能職業移轉，占比增加 12.56個

百分點。就年齡來看，不同年齡族群的就業雖然都呈現兩極化的情

況，但 30歲以上的族群主要是往高技能職業移轉，而 30歲以下的族

群則是往低技能職業移轉，此可能是因為臺灣平均就學年數逐年升

高，2015 年較 1995 年約多了 3 年時間，青年進入職場時間趨晚，30

歲以下的族群多數仍處於累積工作經驗及技能階段，與 30 歲以上工

作族群之競爭力落差有擴大趨勢，因此當中技能職業的工作機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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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技發展而減少或因傳統產業無法順利轉型，致難以創造高技能

的工作需求時，30 歲以下工作族群只能退而求其次，選擇技能較低

的職業或赴海外工作。117另有受訪專家表示，平台經濟興起，由於

進入門檻低，如只要有駕照即可在UberEats，lalamove，honestbee等

外送平台接案，使得有些被新科技替代的弱勢勞動力被迫轉而流向

勞動條件相對更差的平台經濟。 

若就教育程度來看的話，不論何種教育程度的工作者都面臨往

較低技能職業流動的情況，尤其「高中(職)」及「大專及以上」工作

者從事高技能職業的比重大幅下降 10 個百分點以上，且低技能職業

的比重上升 5 個百分點以上，反映出近年來高教育程度的勞動供給

大幅增加，已無法享有過去的就業優勢，而必須往中技能職業，甚

至是低技能職業流動。 

表 4-2-2 1995-2015 年就業者在各技能職業占比變化 

項目 高技能職業 中技能職業 低技能職業 

性別 
男 5.59 -2.83 3.47 

女 12.56 -8.92 1.45 

年齡 

15~29 歲 5.72 -13.45 7.68 

30~44 歲 8.94 -9.59 0.62 

45~65 歲(及以上) 6.05 -4.92 -1.06 

教育程

度 

國中及以下 -1.81 -0.04 1.79 

高中(職) -10.20 2.37 7.87 

大專及以上 -12.53 5.68 6.91 
資料來源：彭素玲、陳筆、黃春長，全球供應鏈、網際網路科技發展趨勢對勞動市場影響與因應分

析，145-146 頁，105 年整合性勞動市場研究資源整合計畫，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

研究所，2017。 

                                                      
117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105 年國人赴海外工作人數統計結果」，2016 年未滿 30 歲之海

外工作者約有 14.6 萬人，占海外工作總人數的 20.1%，較 2009 年的 11.2 萬人(占 16.9%)成長

30%，為所有年齡層中成長最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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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應新科技，勞工調整工作的適應情況受數位能力及人格特質

影響 

科技技術與日俱進下，許多企業為提升生產效率及降低生產成

本，積極導入智慧化與自動化設備與系統來強化營運管理，可能導

致二種結果，一是原工作部分被機器取代，節省了員工投入時間，

讓公司必須重新調整員工的工作，如線上作業員；二是原工作全部

被機器取代，使員工必須轉職或投入全新的職務，如銀行行員；三

是原工作的價值與內涵因新科技而翻轉，如媒體工作者。不論是上

述何種情況，從業人員都必須經歷新工作調整的適應期。 

針對第一種情況，一受訪的傳統製造業者表示，資深的員工普

遍較不擅長操作電腦設備，工作安排以手工類為主，而年輕員工則

對於新科技之接受度較高，但目前工作量較有限。因此，公司會透

過輪調方式讓資深同仁接觸電腦介面，讓年輕員工接觸傳統生產線

作業。該企業表示，導入自動化及智慧化生產後，這多工作組合產

生變化，需要時間磨合，不論是資深或是年輕員工皆須適應多樣的

工作任務。上述現象可能與勞動者的數位相關能力、對於新科技的

接受度與熟悉程度有關。誠如第四章第一節所述，中高齡及低教育

程度工作者的數位能力較弱，因此，一旦企業導入資訊系統或電腦

介面，即可能出現無法調適的情況。 

第二種情況目前已廣泛出現在金融業中，如因導入 Fintech 而整

併或裁撤分公司、分行，由銀行臨櫃人員轉做理財專員等。一金融

業工會表示，該集團員工轉職後的適應情況與員工人格特質較有

關，與年齡的直接關聯性較低，可能與集團目前平均年齡低於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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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較無學習新數位系統的障礙有關。不過，為降低轉職人員的於

新職位上經驗的落差，企業仍設有「資源公池」，讓轉職人員能從中

獲取關於新職務之資訊，協助員工縮短調適期。 

至於第三種情況則可以媒體業為代表性案例。近年來，媒體業

技術進步非常快速，尤其是電子軟體與網路、社群的大量興起後，

新媒體的重要性愈來愈高。但是新媒體部門的產製人員與傳統媒體

人員的工作流程、所需技術，甚至對新聞的概念完全不同。傳統媒

體從業人員首重新聞品質再考量技術能力，但新媒體從業人員則先

考量噱頭、技術含量與即時性，兩者的思維完全相反，新聞呈現方

式亦不同。傳統媒體從業人員不僅過去所學的技術在現今可能已過

時或無用武之地，其對於新聞品質的要求及自我價值的認定也可能

受到相當大的衝擊。一媒體企業工會表示，曾有員工向工會反映其

對數位轉型的恐懼感及壓力，工會則是透過向相關基金會爭取提供

員工足夠的訓練，以減緩員工壓力。 

3.企業必須讓員工體驗到新科技帶來的效益，才能提高員工對新

技術的接受度 

受訪企業表示，導入新科技之初，不論對於企業主或是員工而

言，都是痛若的，且必須承擔更多的訓練與被訓練工作。同時基於

對於未來的不確定性，及工作可能被取代或無法勝任的擔憂，員工

對於公司導入新科技的作法可能產生排斥感。因此，企業主必須與

員工進行密切的溝通，讓員工了解導入新科技或新系統的目的及效

益，如是為了提升業務效率、減輕業務量，而非取代其原有業務，

以降低員工反彈。一受訪企業表示，會透過每週及每月的集會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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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訓練建立員工對於智慧製造的概念，傳達企業轉型的理念，有效

形成共識。經過幾年下來的推動，智慧化轉型已有效顯現其效益，

如作業員不再需要花費大量時間使用紙筆抄寫數據，大幅提升作業

效率外，亦減少錯誤。另一受訪企業則表示，會將企業因引入新科

技，提升競爭力後的營利轉化為員工的具體福利，如調薪，讓員工

直接感受到新科技的好處。 

4.產學合作成為企業獲取技術與人才的重要來源 

許多受訪的製造業者表示，為維持勞動力的穩定供應，同時讓

員工切合企業需求，在南部及偏鄉等相對較難聘請到資訊人才的地

區，公司會藉由與學校產學合作的方式延攬人才。一受訪企業表

示，智慧製造的轉型不只使企業有煥然一新的管理模式，也讓企業

從產學合作的過程中取得優秀人才，可自行建置資訊系統，同時減

少了企業缺乏人力的問題。 

第三節 對就業型態與勞動權益之影響 

一、我國平台經濟工作概況 

(一)平台經濟尚處於萌芽階段，工作者多為兼職 

根據我國平台業者提供的數據顯示，目前全臺超過十萬人註冊

網路交易平台。儘管勞動的參與狀況無法直接以平台的註冊人數評

估，但平台經濟工作者人數與日俱增的現象不容忽視。 

相關調查發現，平台經濟工作者的男女比例相當，多為 30 歲以

下具大學以上學歷者，以從事文件翻譯編修或輸入工作的比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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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其次是教學、資訊等工作。從事交通運輸型者也相當比例。國

內平台經濟工作者多為兼職模式，多數有正職工作，真正全職的平台

經濟正作者甚少，且有許多平台經濟工作者的從事平台經濟工作的資

歷不滿一年，顯示臺灣平台經濟工作正處於萌芽階段，尚不穩定。 

(二)工時及收入普遍不穩定 

我國平台工作者對市場的了解及與客戶間的互動多倚賴平台提

供及媒合，但我國平台經濟在起步階段，多數平台的相關機制較無秩

序，且平台經濟工作者缺乏勞動市場的相關知識，平台經濟工作機

會的不確定性極高。相關調查顯示，多數的平台經濟工作者覺得透過

平台媒合的工作時數不穩定、工作機會存在著高變異度。其中文字

編修或輸入類型、美術及工商設計類的工作者，認為工作不穩定程

度比例較高。由於目前美工設計及文字編修類工作機會有供過於求

的現象，再加上平台經濟進入門檻較低，且業主對專案成果沒有專

業上的要求，不重視個人品牌或過去的成果，產生工作者間削價競

爭的狀況。 

一般而言，國外專業網站較能提供足夠的專案、客源相對充沛且

穩定，同時薪酬較國內相似網站或翻譯公司皆高出許多。但國內平

台經濟工作者因語言能力的侷限，較少直接藉由國外平台獲取工作

機會，使部分職類的平台經濟工作在國內產生高度競爭及收入不易

成長的狀況。至於教學類型工作者的工作穩定度則明顯較高，主要

是因為學習活動有長期且持續的特性，提升了工作機會的穩定性。

此外，工作者本身若具有個人品牌，且有網路行銷寫手、攝影專

業、專業顧問等，將更加提升工作的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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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機會不穩定之下，許多平台經濟工作會同時使用多個平台

以提高工作機會，尤其是初加入的工作者會使用較多的平台，但隨

著接案經驗及收入增加，平台工作者將逐漸轉為使用單一平台。除了

成本考量外，單一平台的使用有助於建立個人品牌，因此提高平台

經濟者使用單一平台的傾向。同時平台工作者目前以國內平台為主

要媒介，但臺灣的專案媒合平台不會檢視案件是否已媒合成功，使

得工作者浪費時間與精力在已不存在或已被完成的案子上。反之，

國外平台會要求工作者簽定較多的契約，例如：服務層級協定

(SLA)、保密協定(NDA)等相關合約，甚至會協助客戶與工作者簽訂

直接合約，完善平台機制的成熟度與信任感。 

(三)額外收入及彈性工作是最大誘因 

對於我國全職及兼職平台經濟工作者，更多的收入及自由的工

作型態是從事平台經濟的最大誘因，其次為進入門檻低。此外，零散

時間的填補也是重要的參與動機，這也反映在我國平台經濟工作者

多以兼職形式為之，形成工作者在同一時間從事多份工作的趨勢。

若要促進更多工作者以全職方式投入，需要產業供應足夠且穩定的

工作機會及合理的報酬。勞動市場不會僅因工作的高自主性，就能

大幅促動全職人力的供給。 

(四)缺乏工作安全與勞動條件保障使工作者不願全職投入 

據相關調查顯示，平台經濟工作者目前對平台接案工作均持正向

態度且認為是新興的工作機會，享有高自主性且有助於收入的增

加，因此，多數平台經濟工作者表示滿意目前的工作模式，且也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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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兼職從事此類型工作。但也有不少平台經濟工作者對於從事此

類型工作有所顧慮，主要包括收入不穩定、缺乏工作安全與勞動條件

保障等。。 

二、平台經濟所衍生的勞動議題 

(一)僱傭關係認定之問題 

1.對傳統勞動關係的挑戰 

在傳統勞動關係中只有勞雇雙方當事人，但在平台經濟中則有

三方當事人：平台業者、勞務提供者與勞務需求者。平台經濟的法

律關係模式可分為「英國模式」與「荷蘭模式」，依據不同模式下法

律行為的內容，勞動關係的定義也會有所差異。在「英國模式」中，

平台業者的角色是勞務媒合者，平台業者與勞務需求者之間簽訂勞

務居間契約，平台業者為勞務需求者尋找勞務提供者，勞務提供者

與勞務需求者簽訂勞動契約。「荷蘭模式」則是一種三方契約，平台

業者與勞務提供者訂定工作提供契約，平台業者與勞務需求者簽訂

勞務提供契約，如此勞務提供者可能被視為是平台業者的勞工，平台

業者必須遵守相關勞動法令，負擔雇主責任；而平台業者派遣工作者

服務企業，可能形成勞動派遣。但實務上，平台經濟模式多元，通常

不是完全的英國模式或荷蘭模式，也因此引發勞動關係認定與雇主責

任歸屬的爭辯。 

2.對勞務提供者身分定位的挑戰 

傳統勞雇關係以是否具備「從屬性」為認定標準，通常會從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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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來檢視：「(1)人格從屬性：人格從屬性之重點在於雇主對勞工

的指揮監督，其中包括工作進行的指示、工作種類的安排、完成工

作的手段、工作時間的指定及工作地點的安排等，勞工對雇主的指

揮監督則負有遵守、忠誠、保密之義務。(2)經濟從屬性：經濟從屬

性之重點在於，勞工只要依雇主之指揮命令提供勞務，雇主即有給

付報酬之義務，不論雇主的經營是否獲利。至於雇主經營成敗則由

雇主獨自負擔，勞工無須承擔任何風險。(3)組織從屬性：組織從屬

性之重點在於強調勞工為雇主經營團隊的一員，必須遵守該經營團

隊之內部相關規定。即使是專業人員，如受僱於醫院的護理人員、

受僱於工廠之工程師，其勞務的提供係基於其專業知識，無法全然

由雇主指揮監督，但若從組織從屬性觀之，這些人員仍屬於雇主之

經營團隊，須遵守組織內部的相關規定，故其與雇主之間仍可成立

勞動契約」。 

以下僅由前述標準來檢視勞務提供者與平台業者間之關係： 

(1)經濟從屬性 

透過平台獲得工作機會的勞務提供者通常都是按件計酬，且計

酬標準大多公開透明，勞務提供者只要依平台之指示完成工作，平

台業者即會給付報酬。反之，勞務提供者若未接受平台的媒合，或

是未依平台指示完成工作，即不會獲得任何報酬。平台業者不會支

付勞務提供者底薪，由此觀之，平台業者與勞務提供者之間應不具

備經濟從屬性。 

(2)人格從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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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業者僅是勞務提供者和勞務需求者的中間人，一旦勞務提

供媒合成功，平台業者即完成任務。平台業者對勞務提供者並無指

揮監督權，勞務提供者可以自由選擇不同的勞務需求者，勞務提供

者若在特定時間內不想接受平台的媒合，平台業者無法予以管控或

限制。勞務提供者只要有意願提供勞務並在平台登錄相關資料即可

加入平台，勞務提供者的工作品質是由勞務需求者進行評價，平台

業者事前不會對勞務提供者進行工作能力的審查，事後也不會對其

工作成果進行考核，因此兩者間應不具有人格從屬性。 

(3)組織從屬性方面 

勞務提供者欲提供勞務須先加入平台，若未在平台登錄即無法

透過該平台與勞務需求者媒合，勞務提供者在平台登錄，仍須遵守

平台的相關規定，故從這個角度來看，勞務提供者與平台業者應有

一定的組織從屬性。 

由上述可知，勞務提供者與平台業者僅有組織從屬性較為明

顯，如嚴格適用前述標準來判斷，勞務提供者與平台業者之間應非

勞雇關係。然而，若依最高法院 81 年度台上字第 347 號民事判決之

要旨：「…只要有部分從屬性，即應成立。足見勞基法所規定之勞動

契約，非僅限於典型之僱傭契約，只要該契約具有從屬性勞動性

格，縱有承攬之性質，亦應屬勞動契約。」則平台業者仍有可能屬勞

務提供者之雇主，而應負相當之雇主責任。惟究應以嚴格或是寬鬆

之標準判斷平台業者與勞務提供者之間，在大多數國家都尚無定

論，在我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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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勞資關係 

在平台經濟中，勞務提供多為短期，且工作量通常不大，勞務

提供者多是以接案為主，完成工作後獲得報酬。因此，勞務提供者

多不會為固定之勞務需求者提供勞務，往往是完成一項工作後即繼

續找尋下一個案主。由於勞務提供者沒有固定提供勞務之對象，平

台業者又只是扮演媒合工作之角色，勞務提供者多未受到勞動法令

之基本保障，也沒有與平台業者或是勞務需求者協商之機會，因此

若有受到不合理對待時，也只能默默承受，實屬不合理。然而，若

為保障勞務提供者之勞動權益，而視平台業者為勞務提供者之雇

主，似亦有不合理之處，畢竟平台業者僅提供媒合工作之管道，對

勞務提供者亦無指揮監督之權。究竟應由誰來保障平台經濟中的勞

務提供者，已成為各國的勞動新議題。 

就平台經濟工作者自我身分的認同來看，相關調查結果顯示，

多數平台經濟工作者認為自己是獨立接案的自由工作者，少數才認

為自己是媒合平台的員工，其中尤以交通運輸類的工作者居多。至於

對平台業者而言，多數的平台業者認為本身是中介角色，媒合為主

要任務，對於工作者的生涯及勞動保障並不認為是其應考量的議

題。 

(二)安全衛生 

我國《勞動基準法》規定，勞工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 8

小時，每週不得超過 40 小時。另雇主徵得勞工同意得延長工作時

間，其連同正常工時每日不得超過 12 小時，每月延長工作時間總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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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不得超過 46 小時。此外，勞工繼續工作四小時，至少應有三十分

鐘之休息。惟上述工時之規定主要以企業為歸戶，即針對雇主而非個

人進行規範，因此許多平台勞務提供者身兼數職，常超時工作，造成

過勞或沈重的精神負擔的情況，因其工時缺乏可歸戶之對象，目前並

無相關法令可以加以規範。 

新型科技使雇主得以隨時聯絡勞務提供者，督促其工作進度。

此種作業模式雖可使工作時間彈性化，但對勞務提供者無疑是一種

高度的精神壓力。對勞務提供者而言，可能怕錯失平台業者透過通

訊軟體所交代的任務，而必須隨時隨地關注手機，等待接案和完成

工作的相關指示，前者的焦慮和後者急迫的工作狀態，都很容易引

發精神疾病。此外，新型科技使得某些勞務提供者可以在家中工作

無須外出，因而減少人與人之間的接觸機會，此亦會增加精神疾病

的發生機率。「工作即時性」所帶來的壓力加上與人接觸機會的減

少，對勞務提供者的身心健康有相當負面的影響。事實上，此種情

況不只出現在平台經濟工作者，新科技導入亦可能出現類似的問

題。一受訪製造業者表示，在實施關燈工廠或高度自動化後，廠區

人員大幅的減少可能讓留下來的員工感到孤單，導致精神疾病的發

生。 

(三)勞工保險 

平台勞務供給者之身分究為勞工亦是自營作業者，對其所能享

有之社會保障權益會有相當之差異。平台勞務供給者若被認定為自

營作業者，即無法適用專屬於勞工的社會保障制度。勞動者在平台

下提供勞務雖有較多的彈性與自由，但由於未受僱於固定雇主，勞



244 

務提供的對象與內容亦多有差異，這些勞務需求者多視勞務提供者

為獨立承攬人，自不會為勞務提供者投保社會保險；平台業者本身

亦不會定位其與勞務提供者之關係為勞雇關係，故亦不會為勞務提

供者加保。尤其是將在平台接案當作專職的平台勞務提供者，收入

不穩定，提供勞務時若有受傷，往往必須承擔所有費用，若未自行

繳納退休金，亦較容易面臨老年經濟生活困窘。 

據悉，目前臺灣多數平台並沒有提供任何有關職災或意外的相關

協助，因此，平台經濟工作者也未能從目前的工作獲得任何社會福利

保障。不過，由於臺灣目前的平台經濟工作者大多數是在全職工作

外兼職的型態，相關社會保障已可由現職全職工作上獲得，因此有

些工作者並不在乎是否可由平台兼職獲得保障。此外，在現行的勞

動法規下，如果一個工作者有多個受僱身分，雇主均需為其加入勞

保及勞退，使全職工作的雇主有機會得知目前的兼職狀況，而這並

不是工作者所樂見的，使得有些工作者更情願在現行狀況下維持著

自由工作者的接案身份。 

(四)公平就業機會 

1.新經濟型態下的公平就業 

平台上的零工經濟，可能會有多人同時競爭同一工作，平台業

者從中挑選媒合，有可能造成不公平的就業。勞務提供者提供其個

人資訊給平台業者，再由勞務需求者作選取，但往往此種平台都有

評價機制，但並非所有勞務需求者都會用心、合理地評價。平台上

是一個公開透明的，任何負面的評價都會對勞務提供者造成往後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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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困難，甚至遭到歧視。另外，平台業者為了讓服務需求者使用

更加方便，有時會要求服務業提供者提供個人相關資料如種族、性

別、年齡等，供勞務需求者進行條件搜索，在資料更加透明化下，可

能導致弱勢、技術層級低的勞務提供者被排除在工作媒合外。就業歧

視在傳統勞雇關係中要確實防治已有相當之難度，更何況是在虛擬

平台中?  

此外，大數據中有一項技術「資料側寫行為」，原本是用來作為

犯罪偵查之用，透過各項證據資料去了解犯罪者的心理軌跡，推算

犯罪者的特徵。隨著大數據的快速發展，各項紀錄例如網路搜尋紀

錄、購買紀錄、成長紀錄、工作紀錄、社群網站發文回文紀錄等各

項資料，透過統計分析、人工智慧深度學習等技術，可推算出使用

者各種特徵，甚至是預測其未來行為，因與犯罪偵查中的側寫類

似，故被稱為側寫行為。有些事業單位會利用大數據結合人資部

門，透過尋找員工活動中的趨勢、區域因素、行業變化以及其他數

據進行預測。由於資料側寫仰賴資料的蒐集，如果資料中有不正確

的資料而未加以改正，會因為這些錯誤而將受分析者分類至錯誤之

處。此外，結合人工智慧的方式分析側寫，要先透過訓練，然而人

工智慧的分析方法會因為訓練的方式不同也有不同之分析結果。在

訓練過程中，如果訓練人員帶有偏見，即有可能造成人工智慧的分

析方式也有偏頗，而將受分析者做有錯誤的分類。 

2.職業訓練 

勞動市場經歷了長期的結構性轉變，呈現就業及薪資分布「兩極

化」的現象，亦即相對於高技能和低技能職業，中技能的就業占比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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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且薪資成長停滯。換言之，隨著新型科技的發展，部分勞動者的

工作被取代，同時又有一批新職業的出現，使得高技能職位的缺額

增加。因此事業單位若能給予其員工職業訓練的機會，增加其能力

使其轉型，則員工被自動化取代的機率將大為降低。 

在平台經濟中，由於勞務提供者、平台業者和勞務需求者，三

者之間關係模糊不清，勞務需求者不會給與勞務提供者職能訓練，

平台業者也只負責媒合工作提供與工作需求，不會給與在平台登錄

的勞務提供者職能訓練。加上平台媒合之工作多為短期、任務型之

工作，一旦勞務提供者未能跟上最新的技術，即有被淘汰的可能

性。勞務提供者若欲不斷更新提昇自己的技術，往往必須利用自己

的時間，並自行負擔職能訓練的費用。據悉，目前臺灣的平台並不提

供相關設備，而必須由工作者自行準備；且多數也不提供工作上相

關設備或工具訓練、專業上訓練或是職業安全訓練。 

三、平台經濟對臺灣勞動市場的影響  

(一)平台經濟對正職勞工的影響需視平台的網路效果及獲

利持久性而定，臺灣情況尚待觀察 

彭素玲、陳筆、黃春長(2017)指出，工作外包不是新現象，但

新科技的發展讓許多工作可以切割得更細，即使是專業知識工作也

有顯著的比例可以轉化為「可按件計酬」的事務，再加上平台經濟的

興起，公司與各地廣大的兼差者及自由工作者的聯絡、通訊及協作

變得愈來愈容易，網路科技讓許多可分的任務不但可被分包到其他

公司，也可以更多的被分包給獨立工作者，改變了企業「把勞工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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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組織的成本」和「按件計酬外包的成本」之比例分配。在獨立工

作者可以承接更多工作後，正職員工，尤其是中低技能者所提供的

服務變得缺乏「稀有性」，再加上自由工作者沒有正職勞工的權利(如

加班費、帶薪的病假/產假)，雇主於是有削減正職勞工的動機，正職

勞工在勞資關系中的談判籌碼因而下降，造成中低技能工作者的薪

資可能存在下降壓力。除此之外，按件計酬式的外包也可能是跨國

分包，亦可能減少國內的工作機會。該報告認為平台經濟對正職勞

工的威脅程度，需視平台經濟模式能否成功產生網路效果，及此種

模式實際能否持久獲利而定。目前在臺灣的影響尚待觀察。 

(二)就業型態更趨多元 

在數位轉型及平台經濟興起的趨勢下，新經濟模式打破原本銷

售通路的思維，其中，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帶來的商業模式

引發了越來越多群眾外包(Crowdsourcing)的工作平台出現，讓勞動

力資源能夠藉由共享商機進行更有彈性的分配。群眾外包意指將性

質單純且耗時的工作，切割成細小瑣碎的任務，以按件計酬的方

式，直接在網路上號召大量有意願的群眾參與。消費者透過平台「訂

購」勞務或服務，平台對勞務提供者派發工作，勞務提供者前往完成

工作並獲取報酬。 

網路平台降低工作媒合成本，使得工作細分化，隨選需求

(on-demand job)、非典型勞動、多重職業與自僱者漸成趨勢。

Christophe Degryse (2016)分析歐洲新型態就業，將新型態就業分成

九種，員工分享(employee sharing)、工作分享(job sharing)、臨時管

理 (interim management) 、臨時雇員 (casual work) 、鐘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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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ucher-based work)、資通訊基礎的機動工作 (ICT-based mobile 

work)、工作組合(portfolio work)、眾包(crowd employment)，及協作

(collaborative employment)。不同的就業型態在僱傭關係認定及勞動

權益保障上可能存在極大差異，且同一家公司可能包含多種不同就

業型態的服務提供者。 

舉例而言，一受訪專家曾拜訪臺灣第一個快遞 O2O 平台

-GoGoVan 指出，該平台業者採用會員制度來徵求機車族進行配送，

並將會員依工作內容區分等級，例如 C 級工作是採用認領的方式讓

會員取得工作且較無任務上的限制；B 級工作是會員收到貨物後須

於指定時間內完成任務；A 級工作則是會員須接受相關訓練(例如易

碎品的包裝、生鮮食品的冷凍方式)並依照送貨條件完成任務，站在

法律的角度，此三種工作模式為不同的契約行為。其中平台業者與

C級會員的居間媒合關係可視為職業介紹的仲介性質；平台業者與B

級會員間有條件式的勞務關係，類似承攬契約；至於平台業者與 A

級會員間由於存在高密度指揮與監督行為，因此可視為典型的勞務

契約。 

(三)提高女性的勞動參與率 

辛炳隆(2017)118指出，女性因兼具多重身分，容易壓縮或排擠到

工作時間，平台經濟打破傳統的工作模式，顛覆傳統居家與辦公室

的功能，及降低工作時間與空間的障礙，使許多因家庭因素退出職

場的中高齡婦女得以再次踏入職場，並於工作及家庭生活間取得平

                                                      
118辛炳隆等，臺北市服務業資訊化對女性就業之影響研究，92 頁，臺北市就業服務處，2017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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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逐漸提升女性勞動的參與率。另平台經濟大幅降低女性因工作

流程需投入之體力，有助於女性在職場上的發展。同時透過網路平

台的共享，及日趨成熟的應用程式、操作介面、後端系統，平台經

濟讓女性的就業樣態多元化，增添女性就業的新契機，為女性帶來

創業的機會，並於社會企業、高科護理師技農業、生活安全等領域

皆發揮正向影響力，更創造經濟利益。 

第四節 對勞資關係及職場性別差異之影響 

一、對勞資關係之影響 

(一)工會普遍缺乏對新科技及新經濟的相關認知 

1. 新科技及新經濟之發展多屬於起步階段 

誠如前面章節所述，除金融業外，目前臺灣企業在導入新科技

方面處於方向明確但作法渾沌的摸索期及觀望期階段，多數企業都

還在思考或部分嘗試新的科技應用。再加上目前企業導入新科技之

主要領域多在於高重覆性、耗時、易產生職業傷害(如搬運重物)、

具危險性(如添加化學品)或工作環境較差(如高溫、高噪音、高污染)

的工作，且並無裁員的情況發生，因此，工會普遍無危機意識，現

階段對於相關議題並不關切。而平台經濟工作者更是散居各地，可

能自行參與不同的工會，但多是著重在勞健保的加保，而非要集體

向平台爭取權益，因此相關工會亦不關心新經濟之發展及可能衍生

的影響，認知程度仍相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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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會專業性不足 

針對新科技、新經濟可能對勞工產生影響的議題，工會本身需

要具備相當的技能與知識，但臺灣企業工會幹部的年齡層較高，或

是不太了解線上勞動的脈動，所以無法快速且直接地意識到新進人

員工作上的問題；另新進同仁抱怨的事情，已不是單用降工時、加

薪水或升遷能解決的，其中隱藏的危機已和過去大不相同，例如新

進人員對於工作的穩定感。工會專業性不足，讓工會難以掌握前瞻

產業發展趨勢，進而無法評估其對於勞工可能產生之影響。 

3.企業與工會存在資訊不對稱 

根據本研究訪談結果顯示，多數企業工會基本上扮演員工與企

業間溝通之橋樑，主要關切事項多為休假、調薪等基本事宜。至於

推動智慧化等理念與策略，則主要由各單位規劃與執行，工會參與

程度十分有限。企業工會代表則普遍表示，企業導入數位科技等新

的變革，通常並不會事先告知工會，亦鮮少與工會進行溝通來達到

共識。由於工會掌握資訊的意願有限，掌握資訊能力也經常不如資

方，難以明確認知到新科技等趨勢變化；再加上企業多是採取逐

步、漸進式導入新科技，因此，勞工及工會感受相對不明顯。 

受訪專家表示，工會是否能發揮其功能，主要取決於工會幹部

之積極性、產業環境以及資方的態度。不同部門、年齡層的員工，

關切的利益與立場可能不同。而工會幹部的組成與決策機制，將影

響其爭取之權益內容與優先順序。 

(二)企業工會與企業對於科技發展所造成的影響存在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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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知差異 

相關研究結果發現，企業工會與企業對於科技發展所造成的影

響存在顯著的認知差異。在科技發展的影響方面，受訪工會普遍認

為科技發展將導致所屬企業僱用人數減少，認為有助於企業營收或利

潤增加者、讓員工勞動條件變好或工作負擔減輕者，及更可以兼顧工

作或生活品質者的比例相對受訪企業較低。顯示工會對於科技發展

之結果明顯較企業感到悲觀，對於新科技導入能夠對勞工帶來的效

益並不具信心。 

在對勞工團結組織運作及促進集體協商之影響方面，工會及企

業普遍認同新科技工具有助於勞工團結組織吸收和服務會員，可以幫

助工會更優質地服務會員，並有助於勞資雙方運用新科技工具來互相

對話。但科技發展卻也可能增加工時、工資等勞資爭議的發生。 

(三)企業工會對新科技可能影響之回應 

受訪專家表示，企業工會對於新科技可能造成影響之回應力

度，主要取決於工會權力結構、主其事者積極與否等。部分銀行工

會會針對導入新科技後可能衍生之據點裁併、遷移；員工工作內容

改變、薪資條件改變等，以團體協約形式要求資方承諾需事先進行

勞資協商始得推動，並給予員工一定之緩衝期。此外，亦有工會表

示主要是透過替員工爭取更多的訓練機會來降低員工壓力。惟某受

訪工會亦表示，資方通常不會主動公開相關訊息，存在嚴重資訊不

對稱的問題。 

臺灣勞資爭議的主因是勞資互信程度不足，在改變現狀可能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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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資衝突下，企業通常會依循習慣，以避免勞資爭議。因此目前工

會對科技發展的影響之因應仍以現有勞工之權益保障為主，如工作

權保障、隨生產效率提高而對應加薪、正常下班後的工時、加班

費、反轉新進員工的低薪等。 

(四)科技發展對工會的組織和運作同時存在正面與負面效

應 

科技發展對工會的組織和運作同時存在正面與負面效應。就正

面效益而言，誠如前述，數位科技的應用將有利於工會運作，包括

聯絡會員、蒐集意見，以及招募新會員等；但實際應用仍需視工會

主其事者態度而定。另一般認為，發展網路投票有利勞工團結，而

網路傳播則有利訊息的快速流傳，如有年輕人利用網路，串聯百貨公

司的櫃姐，組成櫃姐工會等。惟目前虛擬工會運作的諸多細節仍待確

認，因此基層人員多半還是採傳統團結手段(因為現場有時不可攜帶

手機或者沒有網路、年長者較無使用社群網路的習慣)。此外，工會

財力亦多有不足，維護工會網站往往需要倚賴政府挹注資源，形成不

確定風險。 

就負面效應來看，因為企業工會籌組原本就不易，科技發展減

少傳統參加工會的成員人數，工作者抱持短暫過度的心態，將使企

業工會的籌組更加不易。此外，人機協作的工作型態也會造成勞工

與勞工之間互動接觸機會大幅減少，有些勞工甚至不會在特定工作

場所提供勞務，而是透過線上平台取得工作指令，再透過智能系統

提供勞務，根本沒有機會認識其他同事。上述工作型態皆會造成勞

工之間的疏離，對團結權的行使是相當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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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傳統工會組成形式與運作模式面臨挑戰，工會功能及

專業性待提升 

勞工透過團結、協商與爭議來行使其集體勞動權仍是目前的主

流。然而，新科技及新經濟模式將造成雇主大幅減少人力的僱用，

勞工人數的大幅減少可能造成連組織工會的門檻都過不了。此外，

在臺灣，自營作業者本來就具有組織工會的權利，但是否具有勞工

意識是根本的問題，例如我國平台經濟工作者多為兼職，恐導致歸

屬感較低，團結意識也較低。另外，屬於任務型團隊的工作者，因

團隊成員通常並非固定，而是在一個工作項目結束後又再次重組，工

會在此種工作型態下難有運作空間。 

過去職業工會以辦理勞健保為主要業務，而產業工會在勞工運

動方面的活動力則相對較高，也比較沒有工作權的威脅，但還是以

大型者較具有財力和人力，且要既能夠協商也能夠抗爭、才較具功

能。新科技及新經濟發展下，企業工會的影響力恐下降，行業別工

會的協商及輔導角色日益重要，相關功能及專業均亟待提升。如某

表演藝術相關的工會表示，工會不僅提供勞健保依附服務，也提供

藝術工作者法律諮詢服務，以建立藝術工作者對合約條款與議價的

概念，降低藝術工作者的工作風險並提高工作的順暢程度。 

二、對職場性別差異的影響 

(一)新科技及新經濟對女性就業及薪資兼具正負面影響 

新科技及新經濟對女性就業同時存在正面與負面影響。正面影

響主要源自於兩方面，一是平台經濟興起，打破傳統的工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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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許多因家庭因素退出職場的中高齡婦女得以再次踏入職場，並得

以在工作及家庭生活間取得平衡。二是新科技導入及新設備採用，

大幅降低工作流程需投入之體力，讓女性可勝任的工作變多，產生

更多的就職機會，同時也有助於消除男女薪資差距。119 

而負面影響主要源之一為新科技及新經濟所造成的勞動市場兩

極化發展。中階技術職務因為內容通常是一些例行性的任務，有一

定程序或規則且可被編撰的，最容易被數位科技取代，並受到最大

的衝擊程度，尤以事務工作為代表。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

調查」顯示，2017 年男性從事事務工作的人數有 27.22 萬人，占男性

就業總人數的 4.32%；而女性從事事務工作的人數則為男性的 3.7

倍，達 99.88 萬人，占女性就業總人數的 19.79%。120換言之，一旦

新科技使事務工作及人力需求減少，女性就業及薪資均將受到嚴重

影響。 

但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就讀高等教育比例日益提高，且選讀科技

類領域的人數與比重亦逐年增加，由 2000 年的 18.6 萬人增加至 2017

年的 19.2 萬人，占科技類學生的比例亦由 32.5%上升至 35.2%，未來

在性別平等的教育理念下，預估科技類之男女就讀比例將進一步縮

小。當這些新一代女性進入職場後，人力資本將不同於當前勞動市場

之人力資本，加上勞動力短缺的影響，女性之就業不見得會處於不

利的地位。惟需進一步關注目前科技相關職場仍存在的性別刻板印

象，包含科技能力及工作配合度，致使女性的工作表現會被放大檢

視，女性被迫表現更加傑出才有機會升遷。 

                                                      
119辛炳隆等，臺北市服務業資訊化對女性就業之影響研究，92 頁，臺北市就業服務處，2017 年

11 月。 
120 http://statdb.mol.gov.tw/html/woman/106/106woanalyze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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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別非影響員工科技應用適應程度的關鍵因素，心態

才是 

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辦理之「個人/家戶數位機會調查」發現(參

考表 4-1-4 及 4-1-5)，2017 年勞工曾使用網路比率達 92.9%，其中女

性勞工使用網路比率為 95.6%，較男性的 90.8%高出 4.8 個百分點。

而若就勞工在參與數位學習活動概況來看，49.2%勞工最近一年曾透

過網路學習新技能，其中女性勞工的比率為 51.8%，較男性的 47.0%

高出 4.8 個百分點；在線上課程方面，21.3%勞工表示最近一年曾參

與網路線上課程，女性勞工(24.2%)的比率亦較男性(18.9%)高出 5.3

個百分點。上述數據顯示，在科技設備的使用上男女間沒有明顯的

差異，且女性比男性更樂於參與數位學習。 

受訪企業普遍認為兩性間並沒有科技應用適應上的明顯差異，

但若是面臨原本已經熟悉的工作模式或操作方式必須改變，需重新

學習、適應時則發現，較年長或年資久的員工，尤其是較年長的女性

員工，「心態」上對於新事物排斥性相對較高，是導致適應上產生明

顯差異的主要原因。 

第五節 小結 

本章分別從我國勞動市場及人力運用概況、對失業與職能需求

之影響、對就業型態與勞動權益之影響、對勞資關係與職場性別差

異之影響四個面向，分析我國推動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對勞動

市場及對勞動權益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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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國的勞動市場及人力運用方面，我國 2018 年 2 月人口首

次呈現負成長，正式進入高齡化社會，少子高齡化現象使產業面臨

勞力短缺的問題。以勞動力人數及勞動參與率來看，近五年大致呈

現微幅上升的趨勢，但國內廠商卻反應缺工及缺人才日益惡化的問

題，其中製造業的空缺人數最多。值得注意的是，我國非典型就業人

口自 2011 年起呈現逐年上升趨勢，2018 年 5 月底約占就業人口比重

的 7.13%，而部分工時勞工占總就業人口的 3.71%，其中將近六成為

女性、就業者集中在 65 歲以下、多為高中職學歷以上。而我國部分

工時就業者大多聚焦在服務業，其次為工業；大多為服務及銷售工

作人員、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和專業人員。 

其次對失業與職能需求之影響方面，根據國際經驗，新科技導

入對中階技術且重覆性高之職務衝擊最大；另儘管高標準化、重複

性工作將逐漸消失，新科技將產生高技術與低技術方面的新職務。

目前我國部分趨勢與國際經驗一致，但也存在些許臺灣獨有的現

象。勞動力需求方面，我國企業導入新科技之主要目的為補充人

力、提高勞動生產力、因應新產業趨勢等，並非取代人力；我國多

數企業對於導入新科技尚處於摸索期及觀望期階段，且市場面及成

本面為主要影響新科技導入速度的因素；若企業因導入新科技而須

進行人力重配置時，會先採取工作重新調整、加強在職訓練、輔導

員工轉職等方式協助員工因應變革；我國多數企業導入新科技之部

分原因在於要創造更多資訊相關的新型態工作，以吸引及招募讓更

多年輕的員工；新科技及新經濟模式之導入，改變我國企業之職能

需求分布與員工所需具備之能力，使中技能職業占比萎縮，部分基

層技術人員、事務性及重複性質職務逐漸被取代及減少，同時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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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之發展也創造出新的職務需求。 

於勞動力供給面，年輕人與中高學歷就業者有往較低技能職業

流動的趨勢，其中 30 歲以上的族群主要是往高技能職業移轉，30 歲

以下的族群則是往低技能職業移轉，此結果可能同時存在供給面及需

求面原因。另平台經濟進入門檻低，使得部分被新科技取代的弱勢

勞動力被迫轉流向勞動條件相對更差的平台經濟。而高教育程度的

勞動供給大幅增加，在無法享有過去的就業優勢之下，必須往中技

能甚至是低技能職業流動。另外於企業導入智慧化與自動化設備之

下，從業人員必須經歷新工作調整的適應期；此有賴企業內部進行密

切的溝通，以讓員工了解導入新科技或新系統的目的及效益。除此

之外，我國多數製造業者為維持勞動力的穩定供應，同時讓員工切

合企業需求，產學合作成為企業獲取技術與人才的重要來源。 

再其次，對就業型態與勞動權益之影響方面，我國平台經濟目

前處於萌芽階段，而且我國的平台工作者多為兼職形式；工時及收

入普遍不穩定；從業的主要原因為額外收入及彈性工作；普遍因缺

乏工作安全與勞動條件保障而不願全職投入。基於上述現況，我國

平台經濟模式衍生出雇用關係認定、安全衛生、勞工保險、公平就

業機會四大勞動議題。首先平台經濟下的雇傭關係不易認定，目前

以勞務提供者與平台業者間存在部分組織從屬性較為明顯。安全衛

生方面，新科技及新經濟之應用會使勞務提供者工作超時或處於焦

慮和急迫的工作狀態之下，增加過勞及生理與心理疾病的發生機

率。勞工保險方面，平台勞務供給者若被認定為自營作業者，將面

臨職災等社會保障缺口。公平就業機會方面，平台業者的媒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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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評價機制，將造成不公平的就業機會，並會對勞務提供者造成往

後接案的困難，甚至是歧視。 

另在職業訓練方面，平台經濟於勞務關係模糊不清之下，平台業

者通常只提供媒合的服務，不會給予勞務提供者相關訓練；勞務提供

者必須利用自己的時間，並自行負擔職能訓練的費用。此外，新經

濟模式使就業型態多元化及工作細分化，更讓勞動力資源能夠藉由

共享商機進行更有彈性的分配。因此在打破時間與場域障礙的工作

模式下，平台經濟提高女性的勞動參與率，使中高齡婦女能於工作

及家庭生活間取得平衡，並再次踏入職場。 

最後，於勞資關係層面，由於我國多數企業於新科技及新經濟

之發展多屬於起步階段，因此我國工會目前普遍缺乏相關認知及意

識。同時我國企業工會幹部的年齡層偏高，且不了解線上勞動的脈

動，造成工會專業性不足及難以掌握前瞻產業發展趨勢，進而無法

評估其對於勞工可能產生之影響。再者工會通常不會事先被告知企

業的數位科技等新變革，此時工會若不積極掌握資訊，於嚴重的資

訊不對稱之下，更難以掌握可能的衝擊。 

除此之外，企業工會與企業對於科技發展所造成的影響存在顯

著的認知差異，在科技發展、對勞工團結組織的發展和運作、對促

進集體協商方面皆產生影響。其中工會對於科技發展之結果明顯較

企業感到悲觀，對於新科技導入能夠對勞工帶來的效益並不具信

心。企業及工會均認為此將增加工時及工資等勞動爭議。於爭議不

斷形成之下，企業工會對於新科技可能造成影響之回應力度，主要

取決於工會的權力結構及主其事者積極與否，但目前我國多數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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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科技發展的影響之因應僅以現有勞工之權益保障為主。 

新科技發展將對工會的組織和運作同時產生正面與負面的效

應。正面效益方面，數位科技的應用將有利於工會運作、勞工團

結、訊息的快速傳遞；負面效應方面，數位科技的應用將減少傳統

參加工會的成員人數，不易利企業工會的籌組，同時人機協作的工

作型態將造成勞工之間的疏離，不利團結權的行使。未來傳統工會

組成形式與運作模式將面臨挑戰，工會亟需提升其功能及專業性。 

於職場性別差異層面，新科技及新經濟對女性就業及薪資具正

面及負面影響。正面的影響為，使許多因家庭因素退出職場的中高

齡婦女得以再次踏入職場，並得以在工作及家庭生活間取得平衡；

新科技導入及新設備採用，使女性得以勝任需投入體力的工作，產

生更多的就職機會，並有助於消除男女薪資差距。負面的影響為，

從事最容易被數位科技取代的事務工作中，女性的人數為男性的 3.7

倍，此顯示一旦新科技使事務工作及人力需求減少，女性就業及薪

資均將受到嚴重影響。惟此影響隨著女性就讀高等教育科技類領域

的人數及比例增加將逐漸減緩。 

在科技應用適應程度方面，心態為影響員工運用科技的關鍵因

素。目前兩性的數位能力並無明顯的差異，且女性比男性更樂於參

與數位學習。但對於較年長或年資久的員工，尤其是較年長的女性

員工，「心態」上對於新事物排斥性相對較高，進而導致適應上有較

明顯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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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下我國

勞動法制之調整方向 

第一節 人力資源面之法制調整 

一、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衍生之職業訓練需求與因應策

略建議 

(一)職業訓練需求 

如第四章第二節之分析，經濟部「2018-2020 重點產業人才需求

推估調查」與國發會「創新趨勢下『5+2 產業』未來 10 年工作及技

能需求分析」等調查已經指出，新興科技將衍生對於新興職務與技能

需求，主要集中於人工智慧技術及大數據分析兩大類型的相關人

才。例如雲端服務產業之機器學習工程師及 UX 設計師；資料服務

產業之文字/自然語音機器人設計師、情境設計師，以及專業領域資

料科學家職務。 

其次，隨著新科技與新職務的發展，亦衍生既有職務之能力不

足以因應產業變化所需，以及新興職務所需職業能力等缺口。既有

職務能力缺口方面，根據經濟部「2018-2020 重點產業人才需求推估

調查」，生產製造端以具備 ICT 相關能力及供應鏈管理能力、生產

技術開發能力；銷售行銷端則以運用 AI 及大數據資料分析消費市場

趨勢與產品客群偏好能力最為迫切。至於新興職務所需要的職業能

力則更為多元，但仍以資通訊相關數位能力為主，但更加重視軟硬

整合與跨領域應用能力。例如執行物聯網專案的人員要能構思出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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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物聯網、大數據分析與人工智慧概念的創新服務模式專案；金融

產業之資訊軟體工程師及 MIS 網管人員另需擁有金融保險、行銷、

銷售等技能；經營幕僚、金融保險、業務人員，則另需具有大數據

分析、資料探勘、模型建置與實測的技能。 

上述不論是新科技衍生之新興職務或是既有職務轉型，皆已導

引出龐大的培訓需求。根據企業訪談，目前國內大型企業培訓管道

主要包括產學合作、企業內部輪調/訓練、與國外機構合作等，其中

又以企業內部輪調/訓練為主。相對而言，中小企業由於資源有限，

則以外部之職訓體系為主要管道。 

(二)現行職業訓練制度與相關措施 

為因應基層技術人力不足，我國於 1960 年代中後期起，始有計

畫推動職業訓練。1981 年隸屬於內政部的職業訓練局成立，掌理全

國職業訓練、技能檢定及就業輔導等事項。1987 年配合主管全國勞

工行政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成立，職業訓練局同時改隸。2014 年行

政院勞工委員會於改制為「勞動部」，「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亦同

步改制正式成立，將原職業訓練局所屬各區職業訓練中心與就業服

務中心整併，並設置技能檢定中心。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負責統籌

政策規劃並執行職業訓練、技能檢定、就業服務、創業協助、技能

競賽與跨國勞動力聘僱許可及管理等業務，並規劃推動我國職能標

準制度，及促進身心障礙者及特定對象就業等業務。2000 年之後，

政府強調擴大職業訓練與產業接軌層面，訓練資源也釋放到民間各

角落，使臺灣職業訓練制度逐漸由政府主導訓練，轉變為提供民間

訓練資源，或委由民間訓練團體辦理職業訓練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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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國因應職業訓練之實施方式分為養成訓練、技術生訓練

(亦稱學徒訓練)、進修訓練、轉業訓練、以及殘障者職業訓練。其

中養成及技術生訓練係屬於基礎訓練類型，進修訓練則屬於專精訓

練類型，而轉業訓練以及殘障者職業訓練屬於特殊訓練類型。 

除了開設訓練課程，建立「職能標準」、「職業證照制度」與「能

力鑑定制度」亦為職訓體系重要環節。我國現行「職能標準」由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相關依法委託單位所發展，係指為完成特定職

業或職類工作任務，所應具備之能力組合，包括該特定職業或職類

之各主要工作任務、對應行為指標、工作產出、知識、技術、態度

等職能內涵。簡言之，「職能基準」就是政府所訂定的「人才規格」。

因應產業變化，職能標準亦將配合產業需求新增或更新，至 2018

年，我國共計建置 393 個職能標準，其中並有 92 個已完成更新。另

為協助學校、企業與個人導入職能標準體系，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亦已建置職能發展應用平台(Integrated Competency and Application 

Platform, iCAP)，以縮短學訓用落差。 

其次，「職業證照制度」指從事某項職業或工作之人員必須擁有

可從事該職業或工作之證照的一種制度，其實施範圍主要對兩大類

的從業人員加以規範：一為攸關公共安全或足以影響消費大眾個人

生命財產安全的行業，例如消防安全設備裝置保養、鍋爐操作、工

業配電等；另一為足以影響其服務水準，甚至個人生命財產的服務

品質等的專業技術職業，例如美髮、按摩、汽車修護、醫師、醫事

檢驗師、職能治療師、律師等。我國目前實施職業證照所涵蓋的職

業範圍相當廣泛，截至目前已公告 218 檢定職類。另依其法源、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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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方式的不同，可以分為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技術士技能檢

定、各行業主管機關訂定之證照考試，及民間專業團體或專業機構

自行舉辦的證照考試等四種。 

另經濟部為協助青年快速接軌產業，以及充裕產業人才供給，

發展「產業人才能力鑑定體系」(iPAS)，聚焦產業所需之師級人才，

由超過 50%以上產業專家共同規劃能力鑑定，內容以產業實務用人

能力需求為導向，具體鑑別應具備的知識與技能程度。以 107 年為

例，因應產業發展與人力需求，擴增辦理 17 項產業專業能力鑑定，

包括「智慧化生產工程師」、「色彩規劃管理師」、「資訊安全工程

師」與「塑膠材料應用工程師」等。 

(三)因應策略建議 

1.因應新科技與人力需求擴充職能基準 

因應數位科技快速發展趨勢與產業人才需求，未來除應持續進

行人力需求調查與推估；更應於掌握人才需求之基礎上，動態檢討

我國職業分類架構、職業名稱，以及相應之職能標準、證照制度與

能力鑑定制度等。另考量未來跨領域、跨能力人才需求將增加，建

議職業分類與職能標準，或可朝核心能力、重要相關能力、其他相

關能力等進一步細緻化呈現能力需求樣態，以更切合產業發展所

需。 

2.因應新科技發展提供企業所需相關課程 

根據受訪企業表示，現行職訓體系或研究機構、大學雖已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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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科技等相關訓練課程，但數量與主題(例如服務業、跨領域人才)

未能完全滿足需求。建議進一步盤點各產業職業訓練需求，並擴充

培訓規模與主題之多元性。 

3.以平台方式整合職訓相關資訊 

目前國內由政府建置之職訓、技能檢定與就業等網站多元但分

散，例如職業就業指南、iCAP、iPAS、臺灣就業通─Jobooks 工作

百科、工作優升學等，由於內容有部分重複且有連結性，建議可建

置單一入口平台，以利社會各界查詢使用。 

4.協助中小企業運用職訓資源 

根據勞動部統計，我國企業員工規模在 1~50 人者占整體企業比

重 96.76%，但其中辦理職業訓練者僅 33.35%；51 人以上企業佔

3.24%，有職訓者佔 85.32%121。此數據顯示為數眾多的中小企業並

未辦理職業訓練，亦凸顯其將依賴由政府提供之職訓資源。 

事實上，勞動部勞力發展署近年持續推動「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

畫」，企業可透過輔導顧問之協助，擬訂訓練課程，並免費參加個別

或聯合企業訓練課程。以製造業為例，該計畫目前提供予一般員工

之課程包括人力資源與財務金融管理、經營策略及領導統御管理、

行銷管理及顧問服務、資訊運用及技術提升能力等類。因應新科技

與新經濟模式之趨勢，將衍生膨大人力訓練需求，建議可與公協會

合作，掌握業者對相關訓練課程之需求，進而調整課程架構與內

                                                      

121 謝孟穎，風傳媒，2018/3/27，近 7 成中小企業沒有職業訓練 勞動部：累積能力，絕不只是

個人責任，https://www.storm.mg/article/416799。 

https://www.storm.mg/article/416799


266 

容；另亦建議以「學習地圖」概念發展主題式學程或系列課程(如智

慧製造、自動化等)，以協助受訓者循序漸進培養相關能力。 

二、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衍生之勞動力開發之意涵與因

應策略建議 

(一)勞動力開發意涵 

數位科技使辦公時間與地點彈性化，形成了居家工作、遠距工作

等電傳勞動(Telework)的新工作型態，不只大幅消除工作場域與時間

的障礙，更加引導出原本受工作時間和地點限制而加入就業市場的新

勞動力，例如婦女及銀髮族。其中，由於女性擁有多重的身分較無完

整的時間參與就業，因此彈性的工作時間與地點有助於婦女在職場上

發展。此外，網路商業模式為婦女帶來了新的就業契機，使其於不同

事業領域創業，亦使其於家庭與工作間取得平衡122。 

依據相關調查顯示，受訪的 277 位平台經濟工作者中全職的平

台經濟工作者占不到 5%，顯示了目前我國平台經濟工作者都為兼職

模式；而其中 23.1%的兼職經濟工作者為家庭管理者或學生，此突

顯了婦女能運用零碎時間參與平台經濟，並成為新經濟模式下主要

的新勞動族群之一的原因。此外，許多已退出職場的婦女藉由運用

社群軟體與共享平台，不只再次踏入職場，甚至對醫療、生活安

全、社會共享等方面都發揮了正向的影響力及傑出的表現。以下為

                                                      
122 辛炳隆、林嘉慧、項保毓、鄧會中、王鴻維，臺北市服務業資訊化對女性就業之影響研究，

92 頁，臺北市就業服務處委託研究報告，2017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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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婦女運用新科技創業與二度踏入職場的實例123： 

曾擔任護理師的王品喬，於 2010 年成立了「奇力愛」，建立起

飲食管理系統並整合餐飲與配送方式，為重大疾病、化療等術後病

患提供客製化的專業營養照護服務。未來，更將透過大數據分析，

針對不同疾病共通的飲食禁忌進行整理，及透過資通訊系統將資料

模組化。此外，期望能提供平台協助弱勢或單親的婦女創業，將客

戶族群拓展至容易營養不均衡的外食族，同時擴散愛的能量。 

另一案例為，兩位全職媽媽高蓉琦和莊惠珺於 2016 年共同創立

了「電電租」，臺灣第一個以家電出租為主的共享平台。他們在照顧

小孩之餘，思考如何在不上班情況下能透過活化家中資產創造被動

收入。因此，當初透過 Google、Line 等數位平台以人工的方式媒合

租借雙方，但於今年一月確立市場需求後，進一步正式地以網站平

台的方式呈現及上線。 

(二)因應策略建議 

新科技已帶來遠距工作、在家工作等新工作形式，建議政府可

鼓勵企業提供勞工彈性的工作形式選擇，如此將有利於勞工兼顧工

作與家庭，同時消除職場性別甚至是年齡差異。其次，數位科技有

利於中高齡婦女、長者重返職場，亦將有助於改善我國之勞動參與

率。 

三、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衍生之引進外籍人才需求與因

應策略建議 

                                                      
123 林嘉慧，從科技運用看女性創業，46-47 頁，中華經濟研究院經濟前瞻，2018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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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進外籍人才需求 

目前我國人口結構已面臨工作年齡人口下降之趨勢，根據國發

會公布之「中華民國人口推估(2018 至 2065 年)」報告，與 2018 年相

比，2030 年工作年齡人口(15-64 歲青壯年人口)將降至 1,515 萬人，

減幅約 1 成；至 2065 年則減少為 862 萬人(減 49.6%)。外在環境方

面，由於國際人才競逐激烈、我國吸引外國專業人才誘因不足等因

素，皆將造成我國人才外流及人才短缺問題日趨嚴重。根據英國牛

津經濟研究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出版的《全球人才 2021》(Global 

Talent 2021)報告預測，臺灣將在 2021 年成為人才供需落差最嚴重的

國家。預估未來隨著數位科技的快速發展，將促使產業對相關人才之

需求更形迫切。基於此，政策面應強化職訓體系能量，並善加結合新

科技以開發潛在勞動力、提升勞動參與率。其次，針對我國重點發展

之產業與關鍵技術領域，則可採策略性引進投資及外籍人才，藉由外

資與外籍人才來臺衍生之外溢效果，協助國內產業、技術發展，與提

升人力素質。 

(二)引進外籍人才相關法規 

我國與引進外籍人才相關之法規主要為「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

用法」、「新經濟移民法(草案)」兩項，其立法目的為透過引進外籍

人才，期能協助我國產業及人力資本升級，長期則能改善我國人口結

構。以下簡述兩項法規內容： 

1.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 

「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已於 2018 年 2 月 8 日實施，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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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放寬外國專業人才來臺簽證、工作、居留相關規定，並優化保

險、租稅、退休等待遇，以建構更友善之工作及居留環境，吸引外

國專業人才來臺留臺，促進產業升級轉型，提升國際競爭力。其中

外籍專業人才依據其專業屬性及與我國產業發展關聯性等，區分為

高級專業人才124、特定專業人才125與一般專業人才，並於部分待遇

有差異化設計。該法主要措施包括： 

(1) 鬆綁工作、簽證及居留規定：開放外國藝術工作者來臺、補

習班聘僱具專門知識或技術之外國教師；針對擬來臺從事專

業工作外國人核發「尋職簽證」；鬆綁外國人才取得永久居

留後須每年在臺居留 183 天之規定；外國教師之工作許回歸

教育部核發等。另如屬於特定專業人才，可申請核發具工作

許可、居留簽證、外僑居留證及重入國許可四證合一之就業

金卡(個人工作許可)；聘僱許可期間亦由最長 3 年延長至最

長為 5 年，期滿得申請延期。 

(2) 鬆綁父母配偶及子女停居留規定：放寬配偶及子女申請永久

居留及成年子女留臺個人工作許可相關規定；針對外國特定

專業人才及其配偶之直系尊親屬探親停留簽證，由總停留期

間最長 6 個月，延長為每次總停留最長為 1 年。 

(3) 提供退休、健保及租稅優惠：受聘僱從事專業工作之外國

人，經許可永久居留者，得適用勞退新制；如擔任教師者，

準用公立學校教師之退休規定；外國專業人才，其配偶、未

                                                      

124 符合「外國人申請永久居留案件審查基準」第三項所列之在新興工業、關鍵技術、關鍵零組

件及產品有專業技能等 14 種情況之一。 

125 指外國專業人才中具有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之我國所需科技、經濟、教育、文化、藝

術、體育及其他領域之特殊專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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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子女及身心障礙無法自理生活之成年子女，經領有居留

證明文件者，不受健保 6 個月等待期限制；外國特定專業人

才首次核准來臺工作，且薪資所得超過 300 萬元起 3 年內，

享有超過部分折半課稅之優惠。 

2.新經濟移民法 

相對於「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針對外籍專業人才擴大開

放，「新經濟移民法」將引進對象進一步擴大至外籍中階技術人才

126、投資移民、海外國人及其後代等類型。其中在中階技術人才缺

口方面，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106年事業人力僱用狀況調查」，2017

年 8月我國總缺工 21.8萬人(不含農林漁牧業)，其中中階技術人力缺

工 12.0 萬人，占 55%。中階技術人力之缺工中，主要分布於製造

業，占 53%；其中又以電子零組件製造業職缺最多。 

與本研究相關程度較高之引進外籍中階技術人才方面，新經濟

移民法改變過去以薪資、學歷、工作經驗等一體適用之引進外籍人

才標準，結合我國產業需求之角度，針對 5+2 產業創新計畫各別產

業所需之技術人才擴大開放。根據草案內容，未來將可透過三種管

道引進中階技術人才，包括留用具技術能力之僑外生、留用資深(6

年以上)基層外籍勞工轉為技術人力、直接自國外聘用等；但直接自

國外聘用將另訂日出條款。另工作資格以薪資水準列為基本門檻，

通過後採評點制(如表 5-1-1)，並需符合中階技術人力工作資格認

定。 

                                                      
126 屬「中華民國職業標準分類」之第 2、3 技術層次，職類別包括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技藝

有關及機械設備操作人員、或經主管機關認定短缺之技術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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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新經濟移民法」引進外籍中階技術人才評點制規劃 

 留用具技術能
力僑外生 

留用具中階技術
基層外籍人員 

直接引進外籍中
階技術人力 

基
本
項
目 

學歷 高中(職) /副學士/學士學位 

專業資格認定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或認定 

年齡 30 歲以下/30-40 歲 

加
分
項
目 

薪資超過基本門檻  達
一定水準以上 

√ √ √ 

華語能力 - √ - 

工作經驗 - √(在臺工作經驗) √ 

曾任海外臺企 - - √ 

在臺就學經驗 √ - - 

從事與所學領域相關工
作 

√ - - 

留任原受聘僱工作 - √ -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行政院賴院長記者會《新經濟移民法規劃報告》，107 年 5 月 15 日。 

薪資水準列為基本門檻： 

產業人力：「技術員、助理專業人員、技藝人員及機械操作及組裝人員」平均總薪資  第 70 分位(41,393 元) 

社福人力：「健康照顧人員」平均總薪資第 70 分位，約長照 2.0 計畫照顧服務員月薪(32,000 元) 

註：平均總薪資資料來源為勞動部「職類別薪資調查」 

(三)相關法制後續調整方向建議 

因應我國產業發展之人力需求，並兼顧對於國內勞動市場之影

響，「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已採取差異化管理概念，針對與

我國產業發展密切相關之外國專業人才，擴大放寬簽證、工作、居留

等相關規定，並優化保險等待遇；「新經濟移民法(草案)」則是提供

優秀僑外生、中階技術外籍人員留臺工作之管道，並同時搭配薪資門

檻與評點制，避免對於國內就業機會造成衝擊。本研究以下提出引進

外籍人力相關法規與措施之後續調整建議。 

首先就行政程序而言，目前外籍人士來臺工作，一般流程為外籍

人士需先與雇主簽訂聘僱契約，經雇主準備相關文件向勞動部申請

許可後，若該外籍專業人士在國外，則需至臺灣駐外代表處申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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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簽證，入境之後再向內政入出境及移民署辦理居留證；若已在臺

灣且持有效簽證入臺者，可至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各服務站辦理

外僑居留證手續；若持免簽證或落地簽證者，則需先向外交部換發

簽證後，再向移民署辦理外僑居留證。考量上述流程涉及諸多行政

單位，仍有精簡行政作業之空間，建議可提高系統間之銜接與整合，

例如外籍專業人士可於入境時一站式申請多項相關文件；或開辦線上

申請等方式，避免往返於多個單位。 

其次，根據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外籍特定專業人士可

申請具工作許可、居留簽證、外僑居留證及重入國許可四證合一之

「就業金卡」，享有自由尋職、就職及轉換工作的便利性。但由於

「就業金卡」之申請資格僅限特定專業人士，加以產業技術變遷快

速，國際人才普遍對於可流動性的重視程度日漸提高；建議可根據

國內勞動市場與產業人力需求狀況，動態調整申請資格。另一方

面，放寬配偶及子女申請永久居留及成年子女留臺個人工作許可相

關規定，為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重點內容。但如前所述，目

前國際人才重視的是跨國可流動性，久居一地可能並非主要考量因

素，建議密切掌握外籍人士來臺工作意願與主要關切事項，以供後

續調整政策措施之參考。 

新經濟移民法方面，根據部分受訪業者表示，資深外籍勞工長

期任職基層工作，因工作性質技術性低，難以累積技術能力，轉任

技術工作恐難以勝任，未來可能以直接自國外聘用中階技術人才較

具可行性。惟目前該途徑需另訂日出條款而未能立即實施，政策效

益可能因此受到影響。基於此，建議未來於正式實施後，可視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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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市場與企業人才需求狀況，調整聘用外籍中階技術人才條件。 

第二節 勞動權益相關之法制調整 

一、新型工作型態衍生新型勞動問題 

科技進步促使自動化的盛行，也因此工作分工更加精細，而事

業單位對於自己不擅長的事務，在成本考量下大多以外包的形式完

成。而「零工經濟」就是由工作量不多的自由職業者或兼職勞務提供

者所形成的經濟領域，利用線上平台或應用程式，獲取事業單位外

包的短期工作，並在完成短期少量的工作後，獲得報酬127。 

「零工經濟」提供了「即時性勞動力」，勞務需求者透過應用程

式或線上平台的媒介，尋找適合的勞動力，勞務需求者不須另外耗

費成本培訓勞工，大幅降低經營成本；還可藉由線上平台或應用程

式對即時性勞動力進行管理，提升人力管理的行政效率128。換言

之，彈性的工作時間、工作地點使得零工經濟勞務提供者和勞務需

求者能夠隨時隨地尋求媒合，並在各取所需的情形下，勞務提供者

得到工作，勞務需求者獲得勞務。對許多年輕人而言，零工經濟極

具吸引力。根據統計，16 至 30 歲的英國年輕人，每 4 位就有 1 位考

慮從事零工經濟129。零工經濟的模式並不限於餐旅業、交通業或是

                                                      

127 李健鴻，「就業機會的新途徑」或是「勞動保護的新挑戰」？「零工經濟」下勞動者的就業

風險分析，臺灣勞工季刊，第 53 期，頁 5，2018 年 3 月。 

128 鄭津津，平台經濟下的勞動法新議題，5 頁，第二屆中彰投苗法制論壇，台中市政府，2018

年 11 月 7 日。 

129 成之約，英國勞動市場發展概況與有品質工作的衡量指標，臺灣勞工季刊，第 53 期，頁

86，2018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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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服務業，各行各業皆可成為平台經濟的媒合對象。 

然而，有些事務涉及勞務需求者的隱私，為免除勞務需求者的

顧慮，平台業者必須進行相關的監視或對於勞務提供者有一定的控

制，如穿制服、外觀儀容等，然而平台業者對勞務提供者的要求與

管控方式常會引來糾紛與訴訟，勞務的供需雙方關係如何認定時常

成為爭論的重點，諸如此類的訴訟紛爭愈來愈多，傳統勞動法令顯

然不足以解決這些新型經濟型態所衍生之勞動法問題，因此有必要

針對這些問題的規範調整現行勞動法令130。 

二、新型經濟模式中勞雇關係之認定準則 

在傳統勞雇關係中，勞工在工時、工資等勞動條件上受到勞動

法令的保障，然而對於不存在明顯勞雇關係的新型經濟模式，如微

型創業、自由工作者或是平台勞務提供者，傳統勞動法令往往無法

充分適用131。平台經濟下的經濟模式皆有一個共同之處，即是將經

營風險轉移給勞務提供者，並集中利潤於平台業者，而平台業者與

勞務需求者皆主張勞務提供者為「承攬人」，不受到勞動法令的保

障。在此種模式下，平台業者的經營成本降低，但對勞務提供者之

保障卻是大打折扣。 

平台業者究竟是媒合者或是勞務提供者的實質雇主一直是個備

受爭議的問題，這不是專屬於我國的問題，而是困擾許多國家的問

                                                      
130 鄭津津，平台經濟下的勞動法新議題，5-6 頁，第二屆中彰投苗法制論壇，台中市政府，

2018 年 11 月 7 日。 

131 沈怡伶，美國與國際組織對新經濟領域中勞動地位與重要勞動議題之探討，51 頁，科技法

律透析，29 卷第 3 期，2017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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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Uber 在美國與英國都曾發生爭議，英國法院裁定 Uber 與 Uber

司機之間應為勞雇關係，Uber 有責任提供 Uber 司機最低工資、病假

工資和假日薪水等基本權利132。美國目前對於Uber與Uber司機之間

的法律關係尚無定論，一旦 Uber 司機被視為 Uber 之員工，勢必對

Uber 的經營帶來龐大的負擔，進而失去平台經濟的優勢。 

另一方面，在共享經濟下，勞務的需求方與供給方參與和互動

逐漸走向平行，這種半合作半受平台約束的水平關係，亦很難被傳

統勞動法令的規範133。因此，平台勞務提供者是否適合與傳統受僱

者受到同等保護，確實是一個棘手的問題。 

由於平台勞務提供者與傳統勞動者確實在本質上有所不同，因

此不宜以二分法區分受僱者與自由工作者，而需建立不同的勞動光

譜，依據光譜分類，針對不同類型的勞動者制訂合理的法規範，確

保不同性質的勞動者皆可以得到合理的保障134。現行勞動法多是針

對傳統勞雇關係所定，對於介於傳統勞動者與承攬人之間的工作

者，很難有效規範並保障其勞動權益。對此種平台經濟勞動者的身

分認定標準不同會大大影響勞務提供者之勞動權益，擴大勞基法的

適用範圍未必能妥適解決前述問題，針對不同勞動光譜的工作，制

訂更細緻的勞動法規範應是較為可行的作法。 

                                                      
132 江雅綺，平台經濟的法律挑戰，臺灣新社會智庫，2018 年 1 月 31 日

http://www.taiwansig.tw/index.php/%E6%94%BF%E7%AD%96%E5%A0%B1%E5%91%8A/%E7

%A7%91%E6%8A%80%E7%B6%93%E6%BF%9F/8219-%E5%B9%B3%E5%8F%B0%E7%B6%

93%E6%BF%9F%E7%9A%84%E6%B3%95%E5%BE%8B%E6%8C%91%E6%88%B0(最後瀏覽

日：2018 年 10 月 27 日) 

133 沈怡伶，美國與國際組織對新經濟領域中勞動地位與重要勞動議題之探討，52 頁，科技法

律透析，29 卷第 3 期，2017 年 3 月。 

134 沈怡伶，美國與國際組織對新經濟領域中勞動地位與重要勞動議題之探討，54 頁，科技法

律透析，29 卷第 3 期，2017 年 3 月。 

http://www.taiwansig.tw/index.php/%E6%94%BF%E7%AD%96%E5%A0%B1%E5%91%8A/%E7%A7%91%E6%8A%80%E7%B6%93%E6%BF%9F/8219-%E5%B9%B3%E5%8F%B0%E7%B6%93%E6%BF%9F%E7%9A%84%E6%B3%95%E5%BE%8B%E6%8C%91%E6%88%B0
http://www.taiwansig.tw/index.php/%E6%94%BF%E7%AD%96%E5%A0%B1%E5%91%8A/%E7%A7%91%E6%8A%80%E7%B6%93%E6%BF%9F/8219-%E5%B9%B3%E5%8F%B0%E7%B6%93%E6%BF%9F%E7%9A%84%E6%B3%95%E5%BE%8B%E6%8C%91%E6%88%B0
http://www.taiwansig.tw/index.php/%E6%94%BF%E7%AD%96%E5%A0%B1%E5%91%8A/%E7%A7%91%E6%8A%80%E7%B6%93%E6%BF%9F/8219-%E5%B9%B3%E5%8F%B0%E7%B6%93%E6%BF%9F%E7%9A%84%E6%B3%95%E5%BE%8B%E6%8C%91%E6%88%B0


276 

美國加州最高法院在 2018 年的 Dynamex Operations West, Inc. v. 

Superior Court 一案中採用「ABC 準則」(“ABC” test)來區分「受僱人」

與「承攬人」或可做為我國之參考。該項準則原則上視所有的勞務提

供者為「受僱人」，除非事業單位可以證明下列情況，方可視勞務提

供者為「承攬人」：(1)勞務提供者在工作執行方面不受事業單位之

控制指揮；(2)勞務提供者所提供之服務並非事業單位之業務項目；

(3)勞務提供者所執行的工作，其本質與勞務提供者通常獨立從事之

行業、交易或商業活動是相同的。在前述標準的適用下，平台業者

若要將勞務提供者定位為承攬人，必須負擔前述之舉證責任，舉證

的困難常會使得平台業者不得不將勞務提供者視為受僱人135。未來

我國在制訂相關法規範時，不妨參考前述「ABC 準則」，來認定新

型經濟模式中之勞雇關係存在與否問題。 

三、新型經濟模式之雇主責任 

為了降低經營成本，大多數平台業者與勞務需求者係主張平台

勞務提供者為「承攬人」，但平台勞務提供者事實上是介於「受僱者」

與「承攬人」間的一種勞動者，倘若完全無法享有傳統勞動者享有之

勞動權益，似不公平，然若使平台業者負擔統雇主之責任，也不合

理。 

此外，平台勞務提供者若被視為現行勞動法令下的「勞工」，新

型經濟模式如平台經濟、共享經濟、零工經濟等之經營將會受到極

大之衝擊，甚至因此無法繼續經營，對平台勞務提供者也未必是正

                                                      
135 鄭津津，平台經濟下的勞動法新議題，13 頁，第二屆中彰投苗法制論壇，台中市政府，

2018 年 1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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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影響。因此，制訂兼顧雙方權益之勞動法規範方為上策，亦即

使平台業者和勞務需求者負擔部分之雇主責任，而非完全之雇主責

任，應是較為可行之作法。 

(一)工資 

平台勞務提供者的薪資不固定，有接案才有收入，若勞務提供

者在平台中得到許多正面評價，且願意多接案，平台勞務提供者之

收入往往會比從事傳統固定工作所獲取之薪資還高；反之，若勞務

提供者在平台中評價不佳，或接案不夠積極，收入也可能極為微

薄，甚至沒有收入。平台勞務提供者的收入不穩定往往與其所提供

之勞務所受到的評價以及其接案的積極度有關，此種勞動型態很難

要求平台業者，對勞務提供者提供基本工資的保障136。 

至於在加班費的部分，即使有些新型經濟模式下的勞務提供是

遠距工作、居家工作或是在其他非固定地點提供勞務，透過監控裝

置皆可精確地計算工作時間，因此要依現行勞基法之規定計算加班

費應無問題。然而，有些透過平台媒合的工作，其報酬並非按時或

按日計算，而是一個固定數額的報酬，此種工作在性質上應較偏向

承攬137，故而無加班費之問題。 

(二)工時 

在新型經濟模式下，工作時間常非固定，再加上遠距工作或居

                                                      
136 鄭津津，平台經濟下的勞動法新議題，8 頁，第二屆中彰投苗法制論壇，台中市政府，2018

年 11 月 7 日。 

137 依民法第 490 條之規定，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 一定之工作，他

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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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工作，工作時間和日常生活時間難免混雜在一起，使得工作時間

的認定更加困難。此外，在新型經濟模式下，許多勞務提供者沒有

固定的雇主，且可能同時為不同勞務需求者提供勞務，計算為單一

勞務需求者提供勞務的時間也相當困難。所幸，隨著新型科技的發

達，平台業者與勞務需求者皆可透過監控裝置，精確計算勞務提供

者提供勞務之時間，較無修改相關勞動法令的問題，但卻有可能衍

生侵害勞務提供者隱私之問題。 

另外，勞基法第 49 條原則上禁止女性勞工夜間工作，除非經工

會或勞資會議同意，且雇主提供必要的安全衛生設備，若無大眾運

輸工具可運用時，雇主須提供交通工具或安排女工宿舍，方得允許

女姓勞工夜間工作。然而，在平台經濟下，平台業者僅是媒合勞務

需求者與勞務提供者，勞務提供者會在何時提供勞務往往非平台業

者所能左右，且有些平台勞務提供者是在自家工作，甚或是在不同

國家(不同時區)完成工作。因此，若將平台勞務提供者視為勞工，

並課平台業者勞基法第 49 條規定之責任，勢必有窒礙難行之問題。

相較於課平台業者勞基法第 49 條規定之雇主責任，課勞務需求者此

項責任應較為可行，但如果勞務提供者是在自家工作、在不同國家

(不同時區)工作或是在勞務需求者無法管控之處工作，則課勞務需

求者勞基法第 49 條規定之雇主責任亦有困難。 

綜上所述，在新型經濟模式下，有些勞務提供者對於「何時工

作」有很高的自主權，課平台業者或是勞務需求者勞基法第 49 條規

定之雇主責任不僅不合理，恐亦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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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職業災害補償 

在新型經濟模式下，勞務提供的方式十分多元，也因此產生新

的職業病。例如，平台勞務提供者雖得到了工作上的彈性自主，但

卻也可能因為收入不固定，擔心錯過任何工作機會。一旦成功接

案，即使身心疲憊仍強迫自己工作，造成過勞；或是在等待媒合的

過程中，充滿焦慮，以致於引發精神疾病，如「錯失資訊恐懼症候

群」(Fear Of Missing Out，簡稱 FOMO)。 

對於將平台經濟作為主要收入者，每月收入不穩定加上接案工

作的時間壓力，其受到的保障又不如傳統勞動者健全。同樣的工

作，傳統勞工若因生病工作進度遲延，即便被雇主責備，仍有薪水

可領。但作為平台勞務提供者，所有無法提供勞務的狀況皆須自行

負責，若不能及時完成工作，可能會因此失去報酬或被扣款。因

此，對於工作的完成以及可否獲得工作，勞務提供者都必須密切注

意、自負其責，再加上現代科技能夠即時通訊，其所面對的焦慮與

壓力是相當龐大的。因此，除了前述工作環境的安全控制外，勞務

提供者的生理、心理層面的安全控制也需要進一步的預防。 

在現行相關法令的規範下，職災補償責任是由雇主來負擔，倘

若在新型經濟模式下，「雇主」的認定沒有爭議，則由該雇主負擔職

災補償責任應無問題。然而，在某些新型經濟模式中，「雇主」是誰

即有爭議。例如，平台勞務提供者若在提供勞務的過程中受傷，應

由平台業者或是勞務需求者負擔職災補償責任，即是一個需要明確

規範的問題。基於平台業者主要在於媒合勞務提供者與勞務需求

者，對於勞務提供的方式與地點並無管控之權，課平台業者勞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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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災補償之雇主責任似不合理，由勞務需求者負擔勞基法職災補償

之雇主責任較為合理。然而，倘若勞務提供者提供勞務的地點是在

勞務提供者的家中或是在勞務需求者無法控制管理之處，課此種勞

務需求者勞基法職災補償之雇主責任，似亦不合理。在新型經濟模

式下，雖然很多勞務提供者並無固定雇主，但其仍是在提供勞務，

因提供勞務而受傷或生病，仍應獲得一定之職災保障方才合理。 

依據勞工保險條例第 15 條規定，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

職業工會者，其普通事故保險費及職業災害保險費，由被保險人負擔

60%，其餘 40%，由中央政府補助138。考量未來隨著工作型態趨於多

元化，以及平台經濟、零工經濟的興起，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者數

量可能增加，由其負擔 60%之保險費用是否公平值得商榷，政府補助

40%之保險費用亦須考量政府財務能力。基於此，本研究建議應檢視

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者之社會保障制度，在工作者提供勞務事實之

前提下，勞務需求方、平台業者應負擔部分之保險費用，或可自工資

中提撥或附加一定比例費用作為支付保費之用，使其享有一定之職

災給付，惟細部操作機制仍待規劃。至於如強制平台業者為勞務提供

者加保勞保，可能提高平台業者的成本，以致提高勞務提供者要進入

平台困難度之疑慮；建議以法規等規範平台業者不得將相關成本轉嫁

至勞務提供者，以避免形成勞務提供者進入平台之障礙。 

(四)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 

如同職災補償的議題，現行相關法令在新型經濟模式下之工作

                                                      
138 如為受僱者，其普通事故保險費由被保險人負擔 20%，投保單位負擔 70%，其餘 10%，由中

央政府補助；職業災害保險費全部由投保單位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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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性騷擾防治方面亦有適用困難之處。例如，平台勞務提供者透

過平台的媒合為勞務需求者提供勞務，其提供勞務的方式與地點有

多種可能性，但無論方式與地點為何，皆非平台業者所能控制，因

此若要課平台業者防治職場性騷擾之雇主責任，並不合理，由勞務

需求者負擔防治職場性騷擾之雇主責任較為合理。 

此外，「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第

4 條之 1 規定「受僱者非於雇主所能支配、管理工作場所工作者，雇

主應為工作環境性騷擾風險類型辨識、提供必要防護措施，並事前

詳為告知受僱者。」因此，倘若勞務提供者係在非勞務需求者所能支

配、管理之場所提供勞務，勞務需求者仍應為工作環境性騷擾風險

類型辨識、提供必要防護措施，並事前詳為告知勞務提供者。 

(五)就業平等 

在新型經濟模式下，就業歧視的防治會面臨更多的挑戰，例如

平台上的零工經濟，可能同時有多人競爭同一項工作，平台業者從

中挑選媒合，此種勞動型態即很難防治就業歧視。在平台經濟型態

中，勞務提供者提供其個人資料給平台業者，再由勞務需求者選

取。不論是平台業者或是勞務需求者，多不會面談勞務提供者，而

是透過勞務提供者在平台上所登錄之資料，或是平台上的評價紀

錄，來選擇勞務提供者。平台上的評價機制是公開透明的，因此任

何負面評價都會對勞務提供者造成日後接案的障礙，甚至遭到差別

待遇。另外，勞務需求者亦有可能透過平台的條件搜索，選擇特定

種族、性別、年齡等之勞務提供者。就業歧視在傳統勞雇關係中要

確實防治已有相當之難度，在虛擬的平台中更是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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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平台勞務提供者主張在平台中受到就業歧視，其申訴之對

象是平台業者還是勞務需求者，是就業服務法第 5條第 1項未明確規

定的問題。一般而言，平台業者應是受到勞務需求者之指示來挑選

勞務提供者，但在平台中獲得工作的過程畢竟與在傳統職場中獲得

工作的過程有很大的差異，平台業者主要是扮演媒合的角色，課與

就業歧視防治的雇主責任並不合理。在此種模式中，課勞務需求者

舉證責任，證明其未提供勞務提供者工作並無違反就業歧視防治相

關規定較為合理，但在實際操作上還是有相當困難的。 

四、隱私權的保障 

相較於傳統雇主，平台業者和平台勞務需求者有更先進的技術

和權限可以得到勞務提供者的個人資訊。科技的進步可以使工作的

進行更有效率，但平台業者也能利用這些數據影響平台經濟中參與

者的行為，以符合平台業者的利益。平台經濟的興盛與分享參與平

台活動者的個資有密切之關係，因此很容易造成超出目的個資使

用，而超出目的之使用可能對勞務提供者造成傷害，例如對勞務提

供者的評價，以及相關個資的再利用等，個人隱私資料在平台經濟

中很難受到完善之保障139。 

另一方面，平台業者處理的大量資訊中，勞務提供者與勞務需

求者之個資是其中相當重要的部分，獲取並核對供需雙方之資訊細

節，方能促進交易安全，提升平台商業模式。然而，萬一平台沒有

做好資安維護，很容易造成個資外洩140。個資保護在平台經濟中是

                                                      
139 沈怡伶，美國與國際組織對新經濟領域中勞動地位與重要勞動議題之探討，59 頁，科技法

律透析，29 卷第 3 期，2017 年 3 月。 
140 陳佑寰，行動 App 結合網路平台創造實體資產共享互利新經濟─共享經濟平台服務者各資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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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有難度的，勞務需求者僅能從平台提供的資料瞭解勞務提供

者，因此勞務提供者所提供的資訊愈完整愈有助於媒合的成功，但

同時勞務提供者的隱私權即難以獲得妥善的保障。 

在隱私權保障的議題上，將平台業者視為就業服務法第 5 條第 2

項規定下的雇主較為合理。依就業服務法第 5條第 2項之規定，平台

業者在要求勞務提供者登錄其個人資料時，凡非屬就業所需之隱私

資料應不得要求勞務提供者填寫，除非平台業者要求勞務提供者填

寫未逾越基本經濟上需求或維護公共利益等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

且與目的間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無關者則不得提供141。 

五、大數據之側寫行為 

近年來，網路側寫除了被應用在特定客群外，也被應用在人事

管理上，包括為避免員工頻繁流動增加招募訓練成本，故將員工之

考核、升遷、薪酬、部門評量等多種資訊進行分析，以預測具有哪

些特質的員工有較高離職的可能性，進而提出預防策略等142。 

由於大數據具有下列特質：(1)不可探知性：在當事人不知情的

情況下被蒐集資料，當事人對於資訊的蒐集無從主張資料是否有錯

誤；(2)脫個人化：大數據盡可能將人分類，然而人的特徵、行為並

非制式化，側寫時往往會剔除差異性，並造成數據結果與真實有所

差距；(3)難以避免的不確定性：資料側寫的原理是使用「外推法」
                                                                                                                                                        
護不可不慎，NetAdmin 網管人，2018 年 7 月 28 日，

https://www.netadmin.com.tw/article_content.aspx?sn=1607190002(最後瀏覽日 2018 年 10 月 28

日) 
141 鄭津津，平台經濟下的勞動法新議題，16 頁，第二屆中彰投苗法制論壇，台中市政府，

2018 年 11 月 7 日 
142 吳伯凭，因應大數據時代下資訊側寫行為之勞動權益保障，科技法律透析，第 30 卷，第 6

期，頁 31，2018 年 6 月。 

https://www.netadmin.com.tw/article_content.aspx?sn=1607190002（最後瀏覽日2018年10月28
https://www.netadmin.com.tw/article_content.aspx?sn=1607190002（最後瀏覽日2018年10月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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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根據過去和現在已知其構成規律的動態資料來推算預測值，但推

算出來的結論一定會有不確定的部分；(4)去脈絡化分析：從大量片

段資訊中找尋規律，大方向的結論比較不會因為誤差而受影響，然

而當目的不同或有資訊錯誤時，資料與推倒出的結果關聯性就會很

薄弱143，在人資部門中進行個人資料的側寫，會造成一些問題。 

大數據的側寫行為除了有可能侵害個人隱私外，其準確性和真

實性亦是有疑慮的，若將其應用在人資管理上，雖可數據化個人的

能力，但並非準確。對於勞動者而言，不單是隱私權的侵害，也有

可能因為數據計算的方法造成特定族群受到歧視，或是因錯誤資訊

或大數據結果的誤差造成分析錯誤，而使勞動者未能適才而任。 

前述問題目前尚無相關法令可茲規範，由於此項問題與就業歧

視、就業隱私較為相關，未來應可將此問題在就業服務法第 5 條一

併做規範。 

六、社會保障 

在新型經濟模式下，有些勞動者較難獲得社會保障。舉例而

言，在平台經濟中，勞雇關係的認定尚無定論，平台勞務提供者無

法像傳統勞動者般，得到如勞工保險、退休金等的社會保障。若欲

獲得社會保障，平台勞務提供者往往必須自己負擔相關費用。面對

平台經濟蓬勃發展，為確保平台勞務提供者能獲得合理之社會保

障，許多國家皆已開始研擬相關對策，我國應也針對此項議題有所

因應。 

                                                      
143 吳伯凭，因應大數據時代下資訊側寫行為之勞動權益保障，科技法律透析，第 30 卷，第 6

期，頁 32-33，2018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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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保險方面 

在平台經濟中，勞務提供者對於工作的執行有極大的彈性與自

主性，但此項特質也正是保障其享有社會保險之困難所在，因此建

立可攜式的社會保險制度應是一個可行方向。 

在現行制度下，平台勞務提供者可透過參加職業工會參加勞

保，但平台勞務提供者一般多會透過不同平台獲得工作，且這些工

作也可能是多樣的，非屬同一職業。因此，未來應調整勞工保險制

度以涵蓋同時從事多種職業之平台勞務提供者。當然另一個可行的

作法是課平台業者在勞務提供者透過該平台執行勞務期間為該勞務

提供者加保勞保的義務。雖然平台業者與勞務提供者之間的人格、

經濟從屬性非常薄弱，但勞務提供者在提供勞務時仍須遵守平台業

者所制定的規則，且平台業者亦透過勞務提供者執行勞務而獲利，

因此課平台業者此項責任應屬合理。根據訪談工會與學者專家表

示，具體作法可從勞務費用中提撥部定比例；或是引導商業保險產

品開發，再要求平台業者(或連同勞務需求者)負擔部分費用等，仍

有待進一步評估。 

至於在失業給付方面，平台勞務提供者必須透過平台的媒合方

能獲得工作，工作媒合並無保證，因此平台勞務提供者在未獲得工

作媒合之前即是在失業的狀態。在現行制度下，無固定雇主之勞工

無法參加就業保險，因此無法領取失業給付，此項規定對平台勞務

提供者應是合理的，畢竟平台勞務提供者無法在平台中獲得工作的

原因太多樣，若要提供失業給付保障給平台勞務提供者，將會產生

許多道德風險。未來或許可以由政府建立基本收入制度，由政府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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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無業期間勞動者基本收入，但為防止此種勞動者成為依賴人口，

政府仍應有條件地支付此種基本收入，以確保政府資源不被濫用

144。 

(二)安全衛生 

承上述，平台勞務提供者提供勞務的地點，有時是由勞務需求

者所提供，有時可能是由勞務需求者所指定之地點，甚至有可能是

在勞務提供者的家中完成工作，勞務提供的地點也有可能在國外。

工作場所的不固定造成工作環境安全檢查上的困難，目前我國勞工

安全衛生相關法令針對此種新型經濟模式的規範和保障仍相當不

足，在此項議題上，若欲課平台業者傳統的雇主責任恐不合理，由

勞務需求者負擔主要之勞工安全衛生雇主責任較為合理，但若勞務

完成的地點是在勞務提供者的家中，則課勞務需求者勞工安全衛生

之雇主責任亦不合理。因此，未來相關法令的調整與修改應就不同

的經濟模式給予細緻的規範。 

七、新經濟模式之集體勞動權 

國際勞工組織建立四項核心勞動權利：(1)結社自由和團體協商

權；(2)消除一切形式的強迫或強制勞動；(3)廢除童工；(4)消弭就業

歧視145。由此可知，保障勞動者之團結權與協商權乃是普世價值，

但對平台勞務提供者而言，行使團結權與協商權有相當之難度。 

                                                      
144 鄭津津，平台經濟下的勞動法新議題，16 頁，第二屆中彰投苗法制論壇，台中市政府，

2018 年 11 月 7 日。 
145 沈怡伶，美國與國際組織對新經濟領域中勞動地位與重要勞動議題之探討，58 頁，科技法

律透析，29 卷第 3 期，2017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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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平台獲得之工作多為短期且工作量不大，且勞務需求者多

非固定。在平台中，勞務提供者之間又多不相識，且很難彼此聯

繫，因此難以組織工會。此外，平台經濟模式常是超越國界，跨國

勞務提供者之間的團結難度更高。 

然而，平台勞務提供者若無法團結，在面對平台業者與勞務需

求者時，相較傳統勞動者，是更加弱勢的。平台勞務提供者雖然很

難組織企業工會，但應可組織「平台勞工職業工會」，除了可以讓沒

有固定雇主的平台勞務提供者透過此種職業工會參加勞保、健保

外，亦可使平台勞務提供者有可以彼此認識交流的管道。透過此種

團結方式，在必要的時候得以職業工會的力量，和平台業者進行團

體協商或是行使爭議權146。 

在新興科技發達的情況下，未來工會的經營也可以平台化、虛

擬化，從事新型勞動型態的勞務提供者可以透過平台工會進行團

結，突破實體工會的限制。 

第三節 小結 

本章分別從人力資源與勞動權益兩個面向，分析我國勞動法制

於 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下之調整方向。首先在人力資源方

面，隨著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技術層次低、重複性高工作容

易遭技術替代，導致既有的職務人力與能力需求發生變化，各產業

也將衍生諸多新的職務與能力需求，包括數位與跨領域能力。而現

行職業分類體系，以及相應之職能標準、證照與能力鑑定制度等，

                                                      
146 鄭津津，平台經濟下的勞動法新議題，17 頁，第二屆中彰投苗法制論壇，台中市政府，

2018 年 1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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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於職訓體系，是否能及時調整，將是未來我國人力素質因應新

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之關鍵。如根據企業訪談，目前現行職訓體

系或研究機構、大學雖已開設數位科技等相關訓練課程，但數量與

主題(例如服務業、跨領域人才)未能完全滿足需求，許多企業或個

人仍需仰賴本身投入資源進修；另相關資訊多元但分散，以及引導

中小企業使用相關職訓資源，與課程結構優化等，仍有精進空間。 

其次，相關研究與案例已經說明，數位科技與平台經濟不僅引

導出居家工作、遠距工作等彈性工作形式；更具有勞動力開發之意

涵，特別是婦女及銀髮族，亦將有利於我國改善勞動參與率。建議

勞動法制可支持企業提供勞工彈性的工作形式選擇，如此將有利於

勞工兼顧工作與家庭，同時消除職場性別甚至是年齡差異。至於在

引進外籍人力方面，我國面臨工作年齡人口下降與產業缺工的情勢

日益嚴峻，未來隨著新科技的快速發展，相關人力需求與缺口將更

為擴大。為因應上述挑戰，政府近期已陸續公布「外國專業人才延攬

及僱用法」，及研擬「新經濟移民法(草案)」。整體而言，兩項法規

已改變過去以薪資、學歷、工作經驗等一體適用之引進外籍人才標

準，並納入產業整體發展需求。透過蒐集各方針對外籍人士申請來

臺工作實務，以及兩項法規之意見等，本研究建議將國際人才高度

重視可流動性納入考量，並於未來視我國勞動市場與企業人才需求狀

況，調整聘用外籍專業人士條件(包括申請「就業金卡」資格)。 

勞動權益方面，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帶來工作彈性化、零

碎化，同時也導致勞動權益受到影響。平台經濟下，勞雇關係難以

界定以及如何因應勞務提供者，特別是無固定雇主/自僱者面臨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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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保障缺口，為各國關切的焦點。本研究認為，現行由勞務提供者

承擔所有責任及風險的情形並不公平，勞動法制應有更為細緻之規

範，並要求平台業者與勞務需求者負擔部分雇主責任。具體例如社

會保險方面，目前其無固定雇主/自僱者雖然可以透過加入職業工會

加保勞保，但因應工作型態多元，勞務提供者可能無法自單一職業

工會獲得完整保障，特別是職災補償。建議可建立可攜式社會保險

制度，以及要求平台業者應有為勞務提供者加保勞保之義務。 

另針對安全衛生、隱私權、大數據側寫行為等議題，本研究建

議仍應由平台業者、勞務需求者負起部分責任。例如建議平台業者

應為工作環境性騷擾風險類型辨識、提供必要防護措施，並事前詳

為告知勞務提供者；勞務需求者應負擔勞工安全衛生(在家工作者除

外)；平台業者針對非屬就業所需之隱私資料應不得要求勞務提供者

填寫；平台業者或雇主如要將勞務提供者相關資訊進行分析，應先

告知並獲得同意等；另建議應平台業者應透明揭露工資、工作內容

等資訊，以利勞務提供者掌握充分資訊，評估是否接案。最後在集

體勞動權方面，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已對傳統工會之組成形式

與運作模式形成挑戰。未來工會的經營或可結合數位科技，加以平

台化、虛擬化，不僅有利於傳統工會提升效率；新勞動型態的勞務

提供者亦可透過平台工會進行團結，突破實體工會的限制。本研究

將於第六章第二節政策建議部分，進一步提出明確之修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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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以下根據文獻分析、個案研究、深度訪談與焦點座談所獲得之

資訊，歸納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於主要國家及我國之發展趨勢；進

而從勞動市場、勞動權益的角度分析其對現行相關法制之影響，以

作為本章第二節提出修法方向建議之基礎。 

一、主要國家受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之影響與因應方向  

本研究回顧美國、歐洲、日本、韓國以及中國大陸五個主要國

家，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對其勞動市場、勞動權益造成的影響，以

及各國提出之因應策略。整體而言，大部分國家皆認知到部分標準

化以及例行性之工作可能被新科技取代，進而關切可能衍生之失業

問題。其中日本由於早已進入高齡化社會及面臨勞動力不足的困

境，因此反而視新科技可以舒緩勞動力緊缺的問題，積極投入 AI 與

機器人之發展。其次，隨著新科技的發展與平台經濟興起，各國自

由工作者的數量以及工作樣態更為多元，勞動者亦可藉由遠端等技

術來完成工作任務，使得工作地點不一定侷限在某個固定地點。 

勞動權益方面，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催化許多非典型工作

者，進而對傳統的僱傭關係產生衝擊，特別在平台經濟之模式中，

多數平台業者並無明確規範僱傭契約，導致勞務提供者權益未能受

到完整保障。基於此，各國政策面關注的重點集中於如何界定平台

經濟下的僱傭關係、完善勞務提供者的社會保障體系，以及集體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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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權的行使等議題。 

針對上述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對勞動市場、勞動權益之影響，

各國因應策略包括推動勞動者技能提升計畫、修訂相關法規以明確

平經濟下的僱傭關係，以及強化對非典型工作者的保障。例如美國

提出《患者保護與平價醫療法案》，主要是保障非典型之工作者在沒

有雇主的情況下來獲得健康保險；歐洲則是提出「基本收入政策試點

計畫」，希望可以改善因新科技所導致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之問題；

中國大陸則規定須將網路從業人員納入社會保險，以保障其勞動權

益。在其他因應措施方面，韓國政府不僅評估實施機器人稅，亦針

對運用一定比例以上機器人的企業提高法人稅。 

二、我國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推動現況與受影響程度  

本研究透過個案研究與深度訪談，觀察到國內企業導入新科技

的主要動機包括紓解缺工問題、提高產品品質、降低人員風險，並

非取代人力。其次就導入新科技的速度而言，受限於人力供給與成

本、科技導入與調適成本、工作可取代程度、經營者理念以及法規

限制等因素，多數屬於初步試驗階段。其中金融產業為少數例外，

由於網路銀行等科技應用已成主流，部分銀行業者已出現據點裁

併、櫃台人員減少等現象，員工則轉至仍需人員服務如理專業務

等，並未出現大規模人力遭取代的現象。但值得注意的是，多數受

訪企業勞資雙方並未針對導入新科技事先進行溝通，達成共識後再

行推動，而是由管理階層單方面規劃與執行。 

導入新科技的效益方面，個案企業透過導入部分智慧製造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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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科技，並於降低成本、縮短反應時間、提升品質與效率等方面發

揮具體效益。再從人力資源管理的角度而言，三家個案企業皆面臨

人力、組織結構與作業流程的調整，包括新成立專責規劃、導入數

位化營運策略的單位，以及設立新的職位或職系，以協助各部門導

入數位科技，並扮演與技術部門溝通之重要介面。隨著組織調整與

作業流程的改變，企業普遍面臨人工與智慧化製程交錯、資深員工

角色調整等管理議題。招募人才與培訓方面，三家個案企業皆呈現

相當高的需求，顯示企業人力供給、組織能力與新科技間仍有相當

程度的落差。 

新經濟模式方面，本研究聚焦於近年興起之平台經濟模式。整

體而言，我國平台經濟目前處於萌芽階段，而且平台工作者多為兼職

形式；工時及收入普遍不穩定；從業的主要原因為額外收入及彈性工

作；普遍因缺乏工作安全與勞動條件保障而不願全職投入。其次，目

前國內多數平台業者以媒合為主要功能，甚少提供平台工作者相關

協助；換言之，平台經濟下的工作環境不確性高，勞務提供者必須自

行承擔諸多風險與成本。 

三、勞動市場/人力資源面主要關切議題與法制調整建議

方向 

如前所述，本研究透過個案研究與深度訪談，觀察到現階段國

內企業導入新科技的進展有限，除金融業外，多數屬於初步試驗階

段，未來亦將採取逐步推動，而非短時間進行大規模變革。雖然目

前業界並未發生人力大量遭科技替代的情形，但普遍表示對於人才

招募與人力培訓的高度需求，特別是數位科技領域。人才招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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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因應導入新科技，多數企業皆增設或擴編資訊部門，各事業單

位或業務部門亦有增加具有資訊背景同仁的情形，以利與資訊部門

溝通，上述調整接帶動對於科技人才之大量需求。受訪企業亦積極

透過校園徵才、建教合作與實習生計畫等，以提升招募成效。人力

培訓方面，受訪企業普遍對數位能力培訓之需求甚高，大型企業培

訓管道主要包括產學合作、企業內部輪調/訓練、與國外機構合作

等，其中又以企業內部輪調/訓練為主；但中小企業限於自行訓練能

量不足，以利用外部資源如參加職訓課程為主。 

新經濟模式方面，平台/零工經濟雖然帶來工作地點、工作時間

的彈性化，但由於係由勞務提供者自主決定接案量、工作時數，容

易衍生長時間工作、工時認定不易等問題；以及如發生傷害，職災

認定與責任歸屬等爭議。另在能力訓練方面，目前平台勞務提供者

幾乎完全依靠本身資源投入進修，平台業者則以媒合功能為主，甚

少提供相關培訓等服務。 

針對隨著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衍生之能力培訓需求，政府

已建置產/職業分類、職能標準，以及相應之職能標準、證照制度與

能力鑑定等制度，並定期依據產業發展動態調整。惟根據受訪業者

表示，課程主題多元性、課程架構設計，以及如何協助中小企業善

用職訓資源等，尚有精進空間。 

有關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衍生之人力需求缺口，主要將集中於

科技人才與中階技術人力，目前政府已頒布「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

用法」及擬定「新經濟移民法(草案)」已提供延攬外籍人才相關法制

基礎。針對上述兩項法規，本研究建議必須將國際人才對可流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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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重視納入考量，並於未來視我國勞動市場與企業人才需求狀

況，調整聘用外籍專業人士條件(包括申請「就業金卡」資格)。 

四、勞動權益面主要關切議題與法制調整建議方向  

本研究透過個案研究與深度訪談，觀察到現階段我國產/職業工

會與企業工會，皆欠缺對導入新科技及新經濟模式可能影響之認

知。僅部分企業工會針對導入新科技後可能衍生之員工權益受損事

項，以團體協約形式要求資方承諾需事先進行勞資協商，並給予員

工一定之緩衝期。其次，新科技帶來工作型態多元化、零碎化，正

職工作與承攬、派遣等型態交錯；新經濟模式則可能導致無固定雇

主/自雇者增加，皆促使傳統工會組成形式與運作模式面臨挑戰。在

新興科技發達的情況下，未來工會的經營也可以平台化、虛擬化，

不僅有利於傳統工會提升其運作效率；從事新型勞動型態的勞務提

供者可以透過平台工會進行團結，突破實體工會的限制。 

有關平台經濟下，勞雇關係難以界定與勞務提供者之社會保障

缺口等議題，部分勞動法學者及工會代表受訪時表示，建議以認定僱

傭關係為主軸，現行勞動法制無法涵蓋的部分，特別是社會保障的缺

口，再以補充的方式為之。其次，考量目前我國平台經濟模式尚在演

化中，相關勞動法制短時間內立即調整之必要性、可行性仍待評估。

因此本研究僅提供未來法制調整方向，並建議短期在現行勞動法制

下，積極認定僱傭關係，另強化對於平台勞務提供者之社會保障；後

續則視平台經濟發展與對我國勞動市場、權益之影響程度進展，再進

行以個體勞工為主體之法制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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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例如社會保險方面，因應工作型態多元，勞務提供者可能

無法自單一職業工會獲得完整保障，特別是職災補償。建議政策調

整方向包括建立可攜式社會保險制度；或要求平台業者應有為勞務

提供者加保勞保之義務，具體如從勞務費用中提撥部分比例；或是

引導商業保險產品開發，再要求平台業者(或連同勞務需求者)負擔

部分費用等，惟可行性仍有待進一步評估。值得注意的是，未來新科

技如造成人力遭取代的情況發生，遭替代之人力可能因進入門檻低，

而轉成為平台工作者，將使得社會保障議題更具急迫性。 

另於隱私權方面，現行法令對於平台業者取得勞務提供者個人

資訊，以及大數據側寫及應用，可能衍生相關權益侵害或工作機會

不平等等議題，尚未有明確規範。本研究建議就業服務法應將平台

業者要求勞務提供者提供資訊之行為，亦納入規範。安全衛生與職

災方面，平台勞務提供者之工作環境，與焦慮、過勞等身心健康風

險，以及一旦發生傷害之職災認定、給付與賠償責任歸屬，仍有待

進一步釐清。 

第二節 政策建議 

以下綜整本研究成果，提出總體面、勞動市場/人力資源面；勞

動條件與權益面，以及其他政策建議，供政府相關單位參考。 

一、總體面建議 

(一)設置跨部會推動與因應策略平台 

新科技與新經濟模式所涵蓋議題，具有涉及多重利害關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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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stakeholder)特性，新科技應用於不同產業時，則又涉及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權責與相關政策規劃，因此亟待建立協調平台機制。 

具體例如目前經濟部與科技部皆積極推動 AI 產業發展與技術研

發，雖然已有人力盤點與 AI 學校等培訓計畫，但主要係從勞動力供

給與職能強化的角度出發；但對勞動市場之整體考量相對不足，特別

是部分中階技術、重複性高之工作與勞動力可能因此受到衝擊，產

業、科技發展與勞動政策之間需要更緊密的協調。另平台經濟影響的

層面更廣泛涉及市場競爭、租稅等法制層面，並對於金融、運輸、旅

館、餐飲、醫療等各領域之傳統營運模式皆帶來影響，跨部會協調需

求將與日俱增，亟需建置完善的政策協調機制。 

其次，國家人力資源與勞動力發展並非僅自職業訓練開始，而是

必須溯自學校教育即培養學生掌握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之趨勢，並銜

接至職業訓練(包括職前、在職、轉職等)，乃至於終身學習體系。具

體建議如將程式語言列為國民教育基本能力之一；高等教育應深化產

學合作及課程結構應隨科技、產業趨勢調整，以避免教育體系與實際

人力需求脫節；另隨著人口結構改變與新科技可能帶給婦女二度就

業、高齡者重返職場機會，教育資源支持終身學習之比重應予提高。 

基於新科技與新經濟模式所涵蓋議題之複雜性，如借鏡德國推動

「工業 4.0」經驗，建議或由國家發展委員會建置涵蓋勞、資、政、

學界代表，與相關政府單位之「新科技與新經濟模式推動與因應策略

平台」，研商推動策略與協調相關政策及法制調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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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勞動市場/人力資源相關建議 

(一)強化職業訓練 

1.因應新科技與人力需求變化，動態調整職能基準與證照、能力

鑑定制度 

我國目前已建置完整之職業分類架構與職能標準，另職能標準

亦將配合產業需求新增或更新，至 2018 年，我國共計建置 393 個職

能標準，其中並有 92 個已完成更新。未來應在人力需求調查與推估

之基礎上，動態檢討我國職業分類架構、職業名稱，以及相應之職

能標準、證照制度與能力鑑定制度等。 

另考量未來跨領域、跨能力人才需求將增加，既有之職業分類

與職能標準可能無法完整涵蓋該職業所涉及之相關能力；建議職能

體系或可進一步細緻化呈現能力需求樣態，例如以核心能力、重要

相關能力、其他相關能力等區分。 

2.因應新科技發展提供企業(包括中小企業)所需相關課程 

現行職訓體系或研究機構、大學雖已開設數位科技等相關訓練

課程，但據了解數量與主題(例如服務業、跨領域人才)未能完全滿

足需求。建議進一步盤點各產業職業訓練需求，並擴充培訓規模與

主題之多元性。其次，為數眾多的中小企業，內部培訓能力有限，

建議應充分考量中小企業需求設計課程，並透過與公協會合作等方

式，協助其運用職訓資源。 

另觀察政府目前中小企業之課程，以製造業為例，已包括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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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與財務金融管理、經營策略及領導統御管理、行銷管理及顧問

服務、資訊運用及技術提升能力等類，但與新科技與新經濟模式相

關者相對有限。建議未來可根據產業變化調整課程內容，另亦建議

以「學習地圖」概念發展主題式學程或系列課程(如智慧製造、自動

化等)，以協助受訓者循序漸進培養相關能力。 

3.以平台方式整合職訓相關資訊 

目前國內由政府建置之職訓、技能檢定與就業等網站多元但分

散，例如職業就業指南、iCAP、iPAS、臺灣就業通─Jobooks 工作

百科、工作優升學等，由於內容有部分重複且有連結性，建議可建

置單一入口平台，以利社會各界查詢使用。 

4.強化勞工退職轉/轉職相關輔導、服務與追蹤機制 

針對無法適應新科技發展而退離職場之勞工，現行制度下除可

參加職業訓練課程外，政府亦提供「臨時工作津貼」制度，勞工可經

各就業服務站推介至政府機關/構或合法立案之非營利團體，進行短

期就業安置，並於就業安置期間培養再就業之能力，以紓緩求職者

失業期間之生活壓力。其次，「跨域就業津貼」則提供失業或非自願

性離職的民眾，在跨區域尋職的過程中，補助交通、搬遷及租屋費

用，以協助勞工尋職、就職，不致因距離而放棄適合的工作環境。

本研究進一步建議，因應未來新科技而退離職場之勞工可能增加，

應建立制度性主動通報、追蹤與輔導等機制，以掌握其轉職後工作

轉換情形與待業時間等動向；尤其應留意此類勞工是否因此被迫轉

入平台經濟，甚至衍生過勞、社會保障不足等問題更加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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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明確要求企業必須進行職業訓練與提供勞工調適期 

針對勞工可能因企業導入新科技，而衍生技術性失業現象，建

議將實施職業訓練列為企業責任，並提供勞工適當的調適期間。基

於此，建議「勞動基準法」第 11 條，增列「雇主針對導入新設備或

技術，應事前提供所需相關培訓。勞工如於接受訓練後仍對所擔任

之工作難以勝任時，雇主應給予合理調適期間，如確無法勝任時」，

雇主始得預告終止勞動契約。 

(二)引進外籍人才 

政府近期已陸續公布「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及研擬「新

經濟移民法(草案)」。整體而言，兩項法規已改變過去以薪資、學

歷、工作經驗等一體適用之引進外籍人才標準，並納入產業整體發

展需求，特別是 5+2 產業創新計畫各別產業所需之技術人才擴大開

放。本研究提出外籍人才來臺工作申辦流程與修法建議方向如下： 

1.外籍人才來臺工作申辦流程及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 

針對現行外籍人士專業申請來臺工作流程，本研究建議可提高

系統間之銜接與整合，例如外籍專業人士可於入境時一站式申請多項

相關文件；或開辦線上申請等方式，避免往返於多個單位。 

其次，根據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目前外籍特定專業人

士可申請「就業金卡」，享有自由尋職、就職及轉換工作的便利性，

但由於產業技術變遷快速，國際人才普遍對於可流動性的重視程度

日漸提高，建議未來可根據國內勞動市場與產業人力需求狀況，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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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外籍專業人士申請「就業金卡」資格；建議未來於「新經濟移民

法」正式實施後，可視我國勞動市場與企業人才需求狀況，調整聘用

外籍專業人士之條件。另一方面，放寬配偶及子女申請永久居留及

成年子女留臺個人工作許可相關規定，為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

法重點內容。但目前國際人才重視的是跨國可流動性，久居一地可

能並非主要考量因素，建議密切掌握外籍人士來臺工作意願與主要

關切事項，以供後續調整政策措施之參考。 

2.新經濟移民法 

新經濟移民法方面，根據部分受訪業者表示，資深外籍勞工轉

任技術工作恐難以勝任，未來可能以直接自國外聘用中階技術人才

較具可行性。惟目前該途徑需另訂日出條款而未能立即實施，建議

未來於正式實施後，可視我國勞動力市場與企業人才需求狀況，調

整外籍中階技術人才聘用條件。 

三、勞動條件與權益相關建議 

(一)強化企業工會與產/職業工會運作 

1.建議勞資雙方建立推動數位科技等變革之共識 

本研究透過訪談觀察到，目前我國企業工會普遍缺乏對新科技

導入後可能影響之認知。其次，由於企業導入數位科技的過程，幾

乎皆由管理部門單方面推動，以及推動採循序漸進等因素，工會不

易掌握相關資訊及認知可能發生之改變。事實上，推動企業變革之

前，勞資雙方若能充分溝通並形成共識，將有助於降低後續勞資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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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風險，並有利於提升變革成效及企業利益。 

2.建議加強輔導工會運用團體協約機制以保障權益 

截至 2018 年第二季，我國各類型團體協約共計 705 份，其中企

業團體協約僅 160 份。針對導入新科技及連帶可能衍生之組織整併

等影響，建議政府單位協助工會了解如何善用團體協約，以保障勞

動權益。具體而言，針對新科技可能帶來之人力結構調整、工作地

點移動、工作內容改變、績效評估/薪資條件等改變，以及資方應提

供之教育訓練、緩衝期等措施，工會應要求資方先行告知推動規

畫，並進行勞資協商，進而將共識載明於團體協約中。 

3.建議積極輔導產/職業工會之成立及其運作 

本研究透過訪談觀察到，目前我國產/職業工會運作成效仍待提

升，部分僅以經辦勞健保為主要業務。建議政府單位應積極輔導產/

職業工會之成立及其運作，以發揮爭取產/職業集體權益之角色。具

體如訪談過程中，包括服務業(金融業)、紡織業者皆提出希望能根

據其產業特性，賦予工時或其他勞動條件一定彈性，甚至是在勞基

法中以專章形式呈現其產業需求。如各別產/職業工會能有效運作，

將可整合業者需求，進而具體提出建議方案以爭取權益。 

4.建議評估放寬企業工會參與資格相關規定 

隨著新科技與新經濟模式興起，許多產業的正職員工比例已出現

下降現象，並增加承攬、派遣等多元人力形式。但由於目前企業工會

會員仍限定僅該企業受僱員工參加，將無法全面涵蓋實際提供勞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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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權益，甚至未來可能出現代表性不足等問題。基於此，建議「工會

法」可放寬放寬企業工會參與資格相關規定，例如以承攬形式提供勞

務者達一定時間以上者，應允許加入該企業工會。 

5.建議評估放寬成立虛擬工會相關規定 

「虛擬工會」之意涵可概分為兩層次，一為隨著新科技的應用，

工作形式朝彈性化、零碎化多元發展，對傳統工會組成形式與運作

模式造成挑戰，如能結合社群軟體等新科技，或可提高工會運作效

率與強化勞動權益之保障。另一層次為，從事新型勞動型態的勞務

提供者可以透過新形態之平台工會，行使團結、協商、罷工等權利，

突破傳統實體工會須有固定註冊地點的限制。 

但上述有關需虛擬工會之建議，仍受限於工會法對於會員大會召

開、工會代表選舉方式等規定，因此建議可評估放寬「工會法」、「團

體協約法」有關工會設置、數位委任與同意等相關規定，以利傳統工

會導入新科技，以及因應新工作型態之虛擬工會成立，提升工會保障

勞工權益之基本功能(詳細修法方向如表 6-2-1)。 

(二)研擬僱傭關係與雇主責任認定準則 

針對新經濟模式下，多元新興工作型態所衍生的僱傭關係認定

爭議，綜合受訪專家學者與勞工團體之意見，本研究建議應在現行

勞動法令架構下，積極認定各種工作型態之僱傭關係屬性；針對難

以現行勞動法令界定者，或可以針對不同勞動光譜的工作，制訂更

細緻的勞動法規；或可以制定判斷標準或判例方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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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可參考美國加州最高法院在 2018 年的 Dynamex Operations 

West, Inc. v. Superior Court 採用「ABC 準則」區分「受僱人」與「承

攬人」的案例。該項準則原則上視所有的勞務提供者為「受僱人」，

除非事業單位可以證明下列情況，方可視勞務提供者為「承攬人」：

(1)勞務提供者在工作執行方面不受事業單位之控制指揮；(2)勞務提

供者所提供之服務並非事業單位之業務項目；(3)勞務提供者所執行

的工作，其本質與勞務提供者通常獨立從事之行業、交易或商業活

動是相同的。在前述標準的適用下，平台業者若要將勞務提供者定

位為承攬人，必須負擔前述之舉證責任，舉證的困難常會使得平台

業者不得不將勞務提供者視為受僱人。未來我國在制訂相關規範

時，不妨參考前述「ABC 準則」，來認定新型經濟模式中之勞雇關

係存在與否問題。惟因為我國與美國勞動法制間的差異，一旦在我

國被認定為雇主，其所需負擔之雇主責任遠較美國來得高出許多，

仍有待進一步評估其可行性。 

(三)擴大平台業者/勞務需求者之責任 

考量平台經濟模式下，勞務提供者於性騷擾、安全衛生、個人

資料蒐集應用(隱私權)等方面幾乎完全沒有相關規範，建議相關法

規應將平台勞務提供者納入保護範圍，並釐清平台業者與勞務需求

應負擔之責任範圍。 

1.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 

針對平台勞務提供者可能在非其所能支配、管理之場所提供勞

務，建議「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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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 1 規定「受僱者非於雇主所能支配、管理工作場所工作者，雇主

應為工作環境性騷擾風險類型辨識、提供必要防護措施，並事前詳

為告知受僱者。」應延伸至平台經濟模式，即建議平台業者、勞務需

求者仍應為工作環境性騷擾風險類型辨識、提供必要防護措施，並

事前詳為告知勞務提供者。 

2.勞工安全衛生 

目前勞基法對工時的規範主要是針對雇主而非個人，因此針對許

多平台的勞務提供者身兼數職，常超時工作，造成過勞或沈重的精神

負擔的情況，目前並無相關法令可以加以規範。其次，由於平台勞務

提供者工作地點可能不固定，造成工作環境安全檢查上的困難。 

另一方面，平台勞務提供者可能長期在家工作、長期間於網路

搜尋工作資訊，加上人際互動有限，可能影響其身心健康。在此議

題上，建議「職業安全衛生法」明確規範，由勞務需求者負擔主要之

勞工安全衛生雇主責任應較為合理，但若勞務完成的地點是在勞務

提供者家中，則須另行研擬責任歸屬。 

3.個人資料蒐集應用(隱私權) 

針對平台業者蒐集甚至應用勞務提供者個人資訊，建議「就業服

務法」第 5 條第 2 項之內容延伸至平台經濟模式，即非屬就業所需之

隱私資料應不得要求勞務提供者填寫；另規範平台業者或雇主如要

將勞務提供者相關資訊進行分析，應先告知並獲得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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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議平台業者應提供資訊或服務事項 

針對目前平台勞務提供者普遍處於資訊不透明之情境下，工資

水準偏低、契約內容不合理、業者推欠款項等情事時有所聞；建議

相關產/職業工會應以集體力量，要求平台業者應透明揭露工資、工

作內容等資訊，以利勞務提供者掌握充分資訊，評估是否接案。其

次，產/職業工會亦可協助，或推動平台業者提供定型化契約範本、

契約審閱、法律諮詢等服務，甚至是各類接案建議合理價格資訊

等，以利平台經濟生態之良性發展。 

(四)擴大對平台勞務提供者之社會保障 

針對平台經濟下無固定雇主/自雇者之社會保障，目前已有相關

職業工會成立，可協助加保勞保，應協助勞務提供者了解投保管道，

以取得基本保障。但隨著工作型態日趨多元，勞務提供者可能會透

過不同平台獲得工作，且這些工作也可能是多樣的，非屬同一職

業；若任意加入一個職業工會便會產生非法加保的問題，如發生職災

將不會獲得給付。基於此，建議可評估建立「平台勞工職業工會」，

以供同時從事多種職業之平台勞務提供者加保，或是開放以個人身

分加保(可攜式社會保險制度)。 

其次在工時方面，考量平台/零工經濟趨勢下，勞務提供者投入

每項工作的時間長短不同，亦無固定雇主可供工時進行歸戶；建議將

投保薪資改為以「小時」計算，則可依照實際工作時間彈性加保，並

同時搭配網路科技，以個人為歸戶進行工時登錄及管理，以避免過勞

問題及便於投保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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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目前職災補償責任為雇主，平台勞務提供者由於僱

傭關係不明確，於職災補償缺乏保障程度最為顯著；本研究建議應根

據勞動事實，提供勞務提供者應有之基本保障。雖然平台業者與勞務

提供者之間的人格、經濟從屬性非常薄弱，但勞務提供者在提供勞

務時仍須遵守平台業者所制定的規則，且平台業者亦透過勞務提供

者執行勞務而獲利，因此課平台業者此項責任應屬合理。基於此，

建議「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法(草案)」可納入相關機制，提供平台勞務

提供者保障，並要求平台業者承擔部分責任。具體例如自勞務費用

中提撥部定比例支付職災保險；或是引導商業保險產品開發，再要

求平台業者(或連同勞務需求者)負擔部分費用等，惟可行性仍有待

進一步評估。 

(五)鼓勵企業提供勞工彈性的工作形式選擇 

新科技帶來遠距工作、在家工作等新工作形式，建議鼓勵企業

提供勞工彈性的工作形式選擇，將有利兼顧工作與家庭，同時消除

職場性別差異。其次，數位科技將有利於中高齡婦女、長者重返職

場，將有助於改善我國勞動參與率。 

四、其他建議 

(一)強化相關調查與數據研析機制，以掌握新經濟模式與新

科技動態與對勞動市場影響 

由於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演變快速，及時掌握其變化趨勢與對勞

動市場之影響實有其必要性，而此有賴於完善之調查、數據管理及應

用機制。本研究發現，整體而言，我國產業導入新科技之速度仍需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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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人力成本、機器引進與調適成本、企業經營者思維等多元因素，特

定產業如醫療產業導入智慧醫療科技之速度，亦受到醫療機構管理相

關法規限制；但部分產業如金融、媒體產業之科技變化與普及速度則

相對其他產業快。基於此，建議後續勞動部可與經濟部、科技部等相

關單位加強合作，以密切掌握國內數位科技發展，與產業、企業導入

新科技及衍生之人力、培訓需求等動態，以作為評估對我國勞動市場

影響之基礎。其次，目前我國勞動調查對職業別相關數據之蒐集有

限，將不利於後續評估受到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衝擊較顯著之職業

別，以及受影響勞動力之流動趨勢。具體而言，目前勞保相關統計數

據僅有薪資，但缺乏職業別數據，建議將職業別納入，以利分析產業、

企業人力結構與整體勞動力變化狀況。其次，針對新經濟模式與新科

技將帶來勞動力及職能需求改變，目前雖有個別之政府委託研究計畫

或民間人力機構零星發布趨勢觀察報告，但尚未形成制度化之調查、

數據研析機制；建議相關單位可規劃進行定期調查及發布人力與職能

供需情形，特別是應將兼職與全職工作者進行個別統計，以完整呈現

臺灣勞動市場的真實情況。 

另一方面，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已建置大量數據資料庫，

建議未來可利用該資料庫進行實證研究，以使歷年累積之數據能發揮

預判勞動市場趨勢變化之功能，並有效支援決策。 

(二)評估進行相關稅收制度改革(如機器人稅) 

針對數位經濟可能衍生社會安全缺口，英國近日研擬對 Google. 

Facebook 等業者課徵數位服務稅(Digital Services Tax)147或是韓國政
                                                      
147 The Guardians, Hammond targets US tech giants with 'digital services tax’, 

https://www.theguardian.com/uk-news/2018/oct/29/hammond-targets-us-tech-giants-with-digital-ser

https://www.theguardian.com/uk-news/2018/oct/29/hammond-targets-us-tech-giants-with-digital-services-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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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評估中的機器人稅，用以支持社會福利等公共服務體系。考量我

國未來在無固定雇主之工作者/自雇者增加趨勢下，雖可加入職業工

會加保勞保，但整體保障仍有缺口，建議未來勞動部與財稅主管機

關研議相關稅收制度改革方案，以完善社會安全保障。 

綜整上述與相關勞動市場與勞動權益相關法令之修法方向如表

6-2-1 所示。 

                                                                                                                                                        
vices-tax, 最後瀏覽日期：2018/12/4。 

https://www.theguardian.com/uk-news/2018/oct/29/hammond-targets-us-tech-giants-with-digital-services-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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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1 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對臺灣之影響及相關法令修法方向建議 

議題 說明 法令 修法方向建議 

對勞

動市

場之

影響

與因

應措

施 

勞動力缺口

與延攬外籍

人才 

產業技術變遷快速，國際人才

普遍對可流動性的重視程度日

漸提高 

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 

「就業金卡」提供外籍專業人士享有自由尋職、就職及轉換工
作的便利性，但僅限特定專業人才申請。由於產業技術變遷快

速，國際人才普遍對於可流動性的重視程度日漸提高，建議未
來可根據國內勞動市場與產業人力需求狀況，動態調整外籍專
業人士申請「就業金卡」資格。 

外籍中階技術人力引進門檻與

途徑 
新經濟移民法(草案) 

建議未來於正式實施後，可視我國勞動市場與企業人才需求狀
況，調整外籍中階技術人才聘用條件。 

技 術 性 失

業 

勞工可能因欠缺新科技相關
培訓資源與調適期而遭解雇 

勞基法(第 11 條) 

增列「雇主針對導入新設備或技術，應事前提供所需相關培

訓。勞工如於接受訓練後仍對所擔任之工作難以勝任時，雇主
應給予合理調適期間，如確無法勝任時」，雇主始得預告終止
勞動契約。 

對勞

動權

益之

影響

與因

應措

施 

僱傭關係不

明導致權益

糾紛 

平台經濟下，僱傭關係難以
認定及無固定雇主/自雇者

勞動權益保障不足 

勞基法 

 建議應在現行勞動法令架構下，積極認定各種工作型態之僱
傭關係屬性。 

 針對難以現行勞動法令界定者，或可以針對不同勞動光譜的
工作，制訂更細緻的勞動法規。 

 針對難以現行勞動法令界定者，或可以制定判斷標準或判例

方式為之。 

 平台業者和勞務需求者，皆應負擔部分之雇主責任，但非完
全之雇主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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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1 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對臺灣之影響及相關法令修法方向建議(續) 

議題 說明 法令 修法方向建議 

對勞

動權

益之

影響

與因

應措

施 

現行勞動法

規未能充分

提供新經濟

模式與新科

技相關勞動

權益與社會

保障 

平台勞務提供者可能面
臨工作場所性騷擾 

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
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

準則(第 4 條之 1) 

建議該項規定應延伸至平台經濟模式，即建議平台業者、勞務需求
者仍應為工作環境性騷擾風險類型辨識、提供必要防護措施，並事

前詳為告知勞務提供者。 

平台勞務提供者面臨工
作場所安全衛生風險 

職業安全衛生法 

建議該法明確規範，由勞務需求者負擔主要之勞工安全衛生雇主責
任；但若勞務完成的地點是在勞務提供者家中，則須另行研擬責任
歸屬。 

平台經濟下勞務提供者
隱私權保護不足 

就業服務法(第 5 條第 2

項) 

 增列平台業者針對非屬就業所需之隱私資料應不得要求勞務提供
者填寫。 

 平台業者或雇主如要將勞務提供者相關資訊進行分析，應先告知
並獲得同意。 

零工經濟趨勢下，勞務提
供者可能會透過不同平
台獲得工作，工作亦可能
非屬同一職業 

勞工保險條例 

 允許勞保涵蓋同時從事多種職業之平台勞務提供者，例如支持建立
「平台勞工職業工會」，以供同時從事多種職業之平台勞務提供者
加保。 

 開放以個人身分加保(可攜式社會保險制度)。 

 建議可研議將投保薪資改為以「小時」計算；並搭配網路科技進行
個人工時登錄與管理，以利計算工時、避免過勞及投保作業。 

平台勞務提供者社會保
障不足，其中又以職業災
害保障最為缺乏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法(草
案) 

 將平台勞務提供者納入保障，並要求平台業者承擔部分責任，例

如自勞務費用中提撥部分比例支付職災保險。 

 引導商業保險產品開發，再要求平台業者(或連同勞務需求者)負
擔部分費用等，惟可行性仍有待進一步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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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1 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對臺灣之影響及相關法令修法方向建議(續) 

議題 說明 法令 修法方向建議 

對勞

動權

益之

影響

與因

應措

施 

工會組成與

運作機制調

整 

承攬、派遣等工作型態比重增
加，傳統企業工會涵蓋範圍縮

小 

工會法 放寬企業工會的會員資格。 

新型勞動型態的勞務提供者可
以透過平台工會進行團結，突
破實體工會的限制 

工會法 
允許組成虛擬工會，並允許工會運作如開會、選舉、投票、收費、
服務等可以採虛擬化。 

工會團體協商代表的產生管道
限定由過半數會員以書面委
任；團協協約內容須經多數會

員書面同意 

團體協商法 
增列「書面委任得採數位掃描檔為之」、「書面同意得採數位掃描
檔為之」，以利勞工結合新科技行使團結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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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個案研究 

個案一(企業 A) 

一、企業簡介 

受訪企業創立於西元 1956 年，以製造馬達起家，隨著臺灣經濟起飛，陸續

跨入重電、家電、資訊、通訊、電子關鍵零組件基礎工程建設、物業管理、物

流、金融投資及餐飲、服務等領域，更積極參與國家重大工程建設，目前事業

版圖橫跨全球 5 大洲，近 50 餘國、百餘城市。除此之外，受訪企業亦為全球化

企業，向外擴展多元化事業之經營版圖，及全方面之行銷與服務系統，以創新

科技與卓越服務實現「世界級品牌」之願景，關係企業類別橫跨機電、家電、餐

飲、電子、資訊、通訊及服務業等，數量逾百餘家左右。 

目前受訪企業的登記資本額為新台幣 191 億元148、實收資本額則是新台幣

200 億元。受訪企業主要業務內容涵蓋重電及電控產品、家電及空調產品、工程

收入及其他，2017 年占營收比重分別為 54%、15%、6%及 25%。在研究發展方

面，其重電事業部計劃開發之新商品，包含超高功率密度泛用型感應馬達、北

美泛用型中壓馬達及優級能效破碎機馬達等產品，而家電事業部計劃開發之新

商品則是以「節能、減排、智能、自動」為核心價值，開發全領域空調及智慧化

家電等商品。同時，亦獲得 17 項臺灣精品獎及 65 項國內外專利技術認證。 

附圖 1-1為受訪企業的組織架構，其主要部門包含重電產研事業部、綠能電

機產研事業部、電控產發事業部、電力事業部、家電事業部、機電系統營銷事

業部、綜合研究所、器具產研事業處、智慧系統事業處及智動化暨生技(生產技

術)中心。值得一提的是，為因應客戶需求之改變及客製化之興起，受訪企業除

了派人遠赴到德國、義大利、日本等國了解智慧製造的設備和系統，在 2016 年

7 月亦成立了智動化暨生技中心，其花費約三億元，把中壢電工線當作智慧製造

的實驗室，做為「企業 4.0」的旗艦計畫。據悉，智動化暨生技中心主要的任務

                                                      
148 http://www.teemab2b.com.tw/product/CompanyInfo/CompanyInfo.aspx?cid=56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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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整合全公司生產技術資源，推動生技專案，提升生產效能及進行智動化策略

佈局，在受訪企業導入智動化之過程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資料來源：受訪企業 2017 年年報 

附圖 1-1 企業組織架構 

繼成立「智動化暨生技中心」後，受訪企業亦於 2017 年在中壢廠啟用「馬

達固定子自動化生產中心」，運用 3D 視覺機械手臂、無人搬運車及自動捲入線

機等設備結合雲端智慧，組成亞洲最完整的工業用馬達智慧產線(請參考附圖

1-2)。另一方面，受訪企業致力於顧客導向及系統性產品銷售，開拓節能減碳、

綠色環保產品及再生能源市場，並且開發微電網及智慧能源管理系統，為智慧

城市重要應用。集團內研發智慧馬達監測平台、機電設備健康管理平台(MHm)

及生產執行系統(MES)等，使企業的智慧化服務產品更加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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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捲入線機      3D 視覺機械手臂      無人搬運車 

資料來源：受訪企業官網 

附圖 1-2 受訪企業智慧製造相關設施 

值得一提的是，受訪企業導入智動化亦惠及其經營績效之表現，舉例而

言，2017 年其重電、綠能及電控事業透過產銷分離組織調整，強化機電產品之

整合銷售、小馬達客戶深耕、澳洲地區大馬達取單出貨、及中國大陸市場持續

擴大市佔等策略奏效，貢獻機電產品銷售成長，電力事業則受惠工程訂單，營

收顯著成長。然而，家電事業部受內需市場需求減弱及觀音廠火災影響，造成

冰箱銷售下降。但整體而言，受訪企業營收達到 213 億新台幣，仍較 2016 年成

長 5%。營業利潤方面，因國際原物料價格上漲及匯率波動影響，造成主要事業

部毛利不利影響，然透過自動化及智能化設備投資提升生產效率，與設計變更

優化產品質與量，毛利率僅微幅下降 1.8%，而營業費用在流程改善及支出合理

化控管下，亦減少近 5 千萬元。 

綜觀而言，受訪企業之實績已遍及全球，從世界最高的哈里發塔、新加坡

之魚尾獅、北美核子動力潛艇至臺灣的高鐵車站、雪山隧道工程及健保 IC 卡

等，皆有受訪企業的影子，其產品與服務深入各地人們的生活。未來，在面對

大量客製化的時代變遷下，受訪企業將持續深耕核心事業，朝向智能化產品、

提供系統解決方案等高附加價值方向積極發展，並致力於高科技事業之拓展，

以「節能、減排、智能、自動」為目標，建構一個宏觀、高品質的世界級品牌。 

二、企業導入智動化之歷程與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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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業導入智動化之背景 

隨著機器人應用迅速普及，帶來了一波又一波的製造業革命席捲全球，加

上近年機器人與物聯網的結合；雲端運算、大數據的運用與發展，都為正來臨

的工業 4.0 時代打下基礎。此外，因應客戶偏好已從原先之大量製造轉變為少量

多樣的客製化方式，受訪企業毅然決然從傳統製造業升級轉型為智慧製造，將

老舊工廠智慧化，全面升級。受訪企業轉型四大主軸包括節能、減碳、智能、

自動，並積極發展智慧電網、智慧空調、智慧城市與智慧運輸。 

以其中壢廠之「馬達固定子自動化生產中心」的發展歷程來看，該廠成立於

1979 年，下分兩廠，分別生產大小馬達。其自動化過程為 1991 年進入工業

2.0，推動 CNC/自動化；2000 年進入工業 3.0。隨後為因應產業少量多樣趨勢，

受訪企業投入 ERP/MES 系統；2015 年後進入工業 4.0，以工廠智動化

(FA)+ERP+MES+機電設備健康管理平台(MHm)為主軸，透過軟硬整合的方式，

藉由生產執行系統(MES)將派工指令傳送到產線端，以 3D 視覺機械手臂、無人

搬運車(AGV)及自動捲入線機等設施完成智慧化馬達生產流程。此外，這亦是

全球第一條馬達彈性生產線，不但能混線生產、客製化生產，每一顆沉重的固

定子從進料、生產到出入庫均有完整的生產履歷，客戶還可遠端監控，掌握製

造情報。 

從現場運作來看，機械手臂主要是透過工研院開發的 3D 視覺技術，能精確

判斷並抓取擺放的物件，搭配三顆鏡頭分別感測馬達的擺放位置、形狀與高度

等資訊，並放置於定位精確度約一根髮寬的載盤；並運用了 RFID 技術，即時向

MES系統、AGV回報生產狀態及提出需求。此外，透過 IoT及CCD視覺技術，

CCD 可檢測入料工件與派工系統要求是否相符，並同時進行品質檢測。在無人

搬運車方面，載重可達一噸，藉由鋪設樹狀磁條道路，並結合 RFID 生成自由路

徑行走，同時符合定位精度，進行三條產線物流移動。在安全防護方面，在面

對交會車輛、工作人員或障礙物時，會自動閃避或禮讓高重要度的車輛，彼此

之間井然有序。附圖 1-3 為受訪企業「馬達固定子自動化生產中心」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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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s://www.limitlessiq.com/news/post/view/id/879/ 

附圖 1-3 受訪企業「馬達固定子自動化生產中心」一隅 

2.企業導入智動化之策略、進展與未來規劃 

受訪企業智慧製造主要進展包括兩條主線，一為打造智能管理系統，數年

前開始規劃，與清大工業工程研究所、工研院機械所合作進行模擬，自 2016 年

啟動，目前已打造 IE3/IE4 馬達定子機器人全自動示範產線(即中壢廠)；核心機

器設備自德國進口之高占積捲入線機，但因應政府要求國產化，實為德、日、

臺灣設備綜合體；二為未來期望將 IoT和通訊技術廣泛運用到各廠區，以機聯網

及數據蒐集開始，進一步到數據分析與精進管理制度。具體案例為生產設備監

控(維修預警)、安環設備監控等。基於信任，原則上系統不監控人員動態(例如

離開上廁所等)但監控工作成效。另受訪企業考量資安問題，將以自建雲系統之

方式蒐集數據。 

受訪企業推動智慧製造進度目前為馬達定子機器人全自動示範產線取代

35%原人力，未來以 50%為目標；至於機聯網目前則僅 20%聯網(若區分為大、

小馬達廠，則機聯網覆蓋率分別為 30%及 10%左右)，尚存在許多發展空間。此

外，人與機器和諧地協同工作，是受訪企業對智慧製造的獨特詮釋。因此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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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要求不得裁員且生產力必須逐年提高之前提下(每年目標為 10%)，意味著訂單

的數量必須要成長，這也是近年受訪企業維持競爭力的策略與作法。 

受訪企業認為，雖然提升智動化對於其產能具有顯著提升之成果，但由於

智慧製造技術日新月異，受訪企業審慎推動，目前並未全數智動化；其次，推

動智動化的成本亦高，三條產線耗費三億，還需負擔後續保養之成本，因此受

訪企業會考量相關成本及風險，來決定未來智動化提升之程度。 

3.企業導入智動化之成效 

受訪企業投入「馬達固定子自動化生產中心」，目前已歷時一年，這條投入

1,000 萬美元建置，以 3D 視覺機械手臂、無人搬運車、自動捲入線機共同組成

的工業用馬達智慧產線，不僅創下全球首例，成本也較傳統產線少了 10%，整

體效率更提升達 3 倍以上。此外，受訪企業致力研發高效率馬達，這類馬達內

部銅線占積率，須達 85%以上。若以人工進行入線作業，能達到 75%以上已是

難能可貴，加上市場對少量、多樣、客製化產品需求持續增加，若想維持競爭

優勢，受訪企業認為建置智動化產線已是必然之路。在將 ERP/MES 等智動化

系統之導入效益上，受訪企業表示準交率提升至 30%、生產效率提升為 12%、

製造週期縮減至 20%、在製品則減少 22%；智動化產線投產後，在設備能力

上，新產線(IE3/IE4 馬達)入線占積率提升至 90%，相較舊產線(IE1/IE2 馬達)之

78%來的高，生產效率則是由每人每日 10 台增至 34 台，每台生產時間由原本

400 分鐘縮短至 20 分鐘。除此之外，智動化產線在品質回溯、穩定度方面，都

呈現出很好的效果。 

三、企業導入智動化對營運與勞動關係之影響、面臨議題與因應措施  

1.對營運模式之影響、面臨議題與因應措施(組織架構、作業流程) 

受訪企業導入智動化主要是採取循序漸進之方式，除了派人到德國、義大

利、日本考察智慧製造的設備和系統，並收集相關資訊。隨後於 2016 年 7 月正

式成立「智動化暨生技中心」，統籌企業智動化事業、推動各項相關專案，並提

升其智能製造技術力。智動化暨生技中心採矩陣式組織，下設生產技術處及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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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化小組。前者與各廠串聯，推動智慧製造，包括各廠採用一致資訊協定

(protocol)。後者智動化小組成員皆為高學歷人才，投入人工智慧、大數據、載

具、RFID 等，直接向總經理報告。值得一提的是，受訪企業表示在過去大多是

遵循老師傅傳統，但在成立智動化暨生技中心後，智慧產線相較於從前，更不

一樣的是多了許多年輕的面孔。受訪企業相當支持年輕人創新，在數位時代也

更為可行，因此在生產技術中心之流動率也隨之降低。 

2.對人力資源與勞動關係之影響、面臨議題與因應措施(工作型態改變及調

適、人力配置、人才招募、培訓、績效考核等) 

若以導入智動化對員工影響之層面來看，相比過去主要的工作是老師傅帶

著新手做，現在導入大量的可視化及 ID 技術後，員工工作之正前方都配備一台

19 吋電腦螢幕，某一種原料要配放在馬達的某一個部位，螢幕上標示得一清二

楚。員工只要看著螢幕照做即可，哪怕是剛上班的新人也能順利完成任務。然

而，馬達定子機器人全自動示範產線要求員工上線後必須刷卡，因此會出現員

工的照片在螢幕上，此較過去管理系統更凸顯同仁個人責任，但受訪企業表示

亦可安排透過此系統了解該員工之表現，並安排相關培訓課程。對於資深員工

而言，受訪企業表示需要時間與他們溝通來適應智動化帶來之改變，但對新進

員工則直接要求故無問題。此外，資深員工對於電腦排斥甚至是恐慌，但年輕

世代不願意進入生產線，兩者世代落差也出現領導問題。 

除此之外，技術工程師與常駐在現場之工作人員溝通亦存在落差的現象，

舉例來說，技術工程師編寫的設備操作指南及 SOP 過於複雜，使得在現場操作

之工作人員難以進入狀況。因此，受訪企業的做法是要求技術工程師常駐在生

產線，透過與員工互動來改善溝通問題。雖然如此，年輕同仁對於生產線工作

接受度仍待提高，且抗壓性相對較低，較不能接受嚴厲約束或責難，導致生產

線之年輕員工的流動率較高。另一方面，馬達定子機器人全自動示範產線稼動

率待提升，但前段人工部分製程趕不及供應，亦為製程待改進之處。 

受訪企業表示雖然導入智動化使得生產效率大幅提升，但仍有部分工段需

要人工，例如因為工段特性如入線；或是客戶要求變化大而無法自動化；或技

術上雖然可行但沒有必要自動化，這些部分已經面臨人才斷層，老師傅退休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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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可能不容易接手，已盡力在制定標準作業流程。然而，2018 年已經有五

位員工退休的狀況發生，預期到了十年退休潮後，會更加嚴重。另一方面，目

前產業人力過於向半導體業傾斜，亦導致傳統產業招募不易。 

在受訪企業實施智動化相關配套措施方面，在設計智動化生產線時，主要

考量的議題除了品質之外，也在思考如何讓員工創造出更多的價值。因此，在

工作環境方面，馬達定子機器人全自動示範產線為空調空間，提高年輕同仁對

於參與製造之意願。在員工配置方面，對於較資深的員工，他們較不擅長操作

電腦設施，所以在工作安排方面主要是以手工為主，但也不排除讓資深同仁接

觸電腦介面(自行開發中文介面)。而對於年輕一輩的員工，由於他們對於新科技

之接受度較高，因此透過輪調方式使其增加接觸傳統生產線。總而言之，受訪

企業導入智動化後，為因應工作組合的變化，需要時間磨合，不論是資深或是

年輕員工皆須適應多樣的工作任務，受訪企業亦提供多元學習機會給同仁。 

最後，在吸引人才方面，受訪企業主要以產學合作來招募新血，除了和城

市科大及台科大合作，也採用以獎學金方式，招募優秀之高工及高職人才，希

望他們畢業後可以進來此受訪企業上班。此外，亦曾考慮將外勞(泰國)轉為技術

人工，但因工會不允許未能推動。在建教生方面，因為引進後不可能視同正式

員工，需與人力部門溝通採取不同的績效評估標準。  

3.其他議題 

有關工會對受訪企業投入智動化之態度方面，受訪企業表示工會主要關切

公司是否持續投資臺灣；因此，對於公司導入智動化，並擴大對臺灣之投資，

工會是相當樂見的。 

在未來規劃方面，受訪企業表示未來將延續「節能、減排、智能、自動」願

景，持續聚焦新產品、新應用與新市場開發。在智能與自動化方面，受訪企業

新開發之 Mhm 機電設備健康管理系統已臻成熟，市場需求強勁；同時，機電結

合大數據分析提供之新數位服務，也將開始挹注營收。此外，工廠端已規劃導

入工業大數據分析，結合 AI 機器學習，建置全廠工業物聯網，改善主要製程流

程，提升生產效率。在海外佈局方面，受訪企業採取的策略為就近供應，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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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廠主要生產供應本地和日本生產，另有生產部分防爆馬達供應美國。受訪

企業表示將積極投入越南、菲律賓及印度市場開發，以深化海外據點，擴大全

球化佈局。 

四、對於政府之建議事項  

製造業向來是臺灣的強項，在面臨中國大陸崛起及競爭之下，受訪企業認

為「大量客製化」是未來產業維持競爭力的關鍵，因此智慧產線的導入對於臺灣

製造業來說至關重要。 

在對政府的建議方面，受訪企業建議未來政府推動相關措施可以聚焦在物

聯網，特別是機器設備間的聯網與數據取得，以協助臺灣中小企業建立智慧製

造轉型之基礎。其次，受訪企業表示目前已遇到人力不足之問題，受訪企業認

為在學學生對製造業仍存在某些刻板印象，導致其畢業後，較不願意進入製造

業，並表示其實已經盡力傳達自身持續創新之精神與理念，希望政府能對學生

加大力道推廣，改變刻板印象。另一方面，受訪企業亦認為應加強技職教育，

以提供產業發展所需人才及訓練。最後在對勞基法方面，受訪企業目前生產線

加班率達 20%，希望可放寬每月加班上限 46 小時/一季上限 138 小時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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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二(企業 B) 

一、企業簡介 

受訪企業創立於西元 1988 年，為一研發導向和垂直整合的紡織製造商，專

門從事於假撚、織造、染色、印花、後加工、塗佈和貼合等業務。產品涵蓋特

殊聚酯加工絲、LYCRA 包覆紗、仿麂皮織物、超細纖維及超輕織物、功能性高

密度織物、長短纖交纖物、高防水透濕貼合、智慧記憶型織物、長纖先染織

物、短纖先染織物、超薄貼合織物、AIR PASS 貼合織物、AIR FLOW 貼合織

物等。 

為持續保持創新領先，受訪企業率先國內紡織業者於 2003 年創立研發中心

「尖端技術研究所」，由「物理紡織」轉型為「化學紡織」，每年以營業額的

3%至 4%投入於研發創新。2004 年，受訪企業陸續增設製膜機、貼合機、塗佈

機以及印花機，投入新材料領域；2014 年投資增購針織設備，成為針平兩取的

一貫化專業廠，提供整合性服務；2016 年底投資設立數位印花廠，將既有市場

從運動、戶外與時尚，延伸至生活風格休閒市場，以符合全球環保節能的綠色

商機。目前計畫開發之新產品涵蓋抗菌保溫紗；Poly 涼感紗；防蚊紗；生質

Nylon、自製夜光紗、奈米陶瓷紗、負離子紗、Cordura 耐磨彈性布、仿羊皮感

貼合布、Yarn dyed 無縫衣、立體大提花針織布、豐厚高彈針織布、輕量針織貼

合布；反光膜貼合產品、高可視螢光膜貼合產品、奈米銅線導電膜、熱敷複合

產品開發及高彩印花反光貼膜系列產品。 

營運布局方面，受訪企業於 2016 年啟動「放膽射月 5+5 全球布局」的願景

策略，並於 2017 年已完成第一階段布局，除了新增衣索比亞及海地成衣廠外，

並同時在美國增設具有垂直整合能力的紗織染成衣廠，目前產線皆已全面進入

試產階段，預計於 2018 年第二季開始全面投產。截至目前，受訪企業除在台南

設立總公司外，另有四個生產基地(臺灣、中國、泰國及美國)、兩家成衣廠(海

地、衣索比亞)及八個行銷據點，透過全球化從紗、布到成衣一貫化的策略布

局，為品牌及零售客戶提供更快速與整合的全球價值鏈服務。 

在經營績效方面，受訪企業 2017 年的合併營業收入為 88 億 4,700 萬元，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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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成長 0.4%，稅後淨利為 2 億 1,500 萬元，稅後每股盈餘為 0.47 元，營運

業務之主要內容及其營業比重分別為成品布(88.42%)、加工絲(9.83%)及其他

(1.75%)(附表 1-1)。149 

附表 1-1 受訪企業 2017 年主要業務績效表現 

項目 

主要 

商品 

產量(噸) 
產值 

(千元) 

內銷值 

(千元) 
外銷值(千元) 營業比重 

加工絲 21,519 2,193,852 774,950 93,568 9.83% 

成品布 104,111 6,193,397 871,583 6,943,679 88.42% 

其他 N/A N/A 110,638 52,795 1.75% 

合計 125,630 8,387,249 1,757,172 7,090,042 100% 

資料來源：受訪企業 106 年年報 

二、企業導入智慧製造的作法與成效  

受訪企業自成立之初即採用了自動化的機器進行生產，並採用

CAD(Computer-Aided Design)、PDM(Product Data Management)及 ERP(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系統整合三廠研發資源，讓研發流程與經驗能夠在臺灣、上

海及泰國三個廠之間協調整合。為因應智慧化與自動化的工業 4.0 時代的來臨，

受訪企業持續投資與引進新的系統及技術來打造智慧工廠，除了上述的三大系

統外，亦於 2015 年導入 MES (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當 MES 與 ERP

系統進行彈性整合後，管理者能透過電腦系統管理生產機台、製造流程以及現

場人力運作情形，將資訊系統的功能及效益最大化。150 

                                                      
149 受訪企業 106 年年報 
150 https://www.digitimes.com.tw/iot/article.asp?cat=130&cat1=&cat2=&id=0000477907_wullk64jlhd1 

 l88mx7p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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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s://www.digitimes.com.tw/iot/article.asp?cat=130&cat1=&cat2=&id=0000477907_wullk64jlh

d1l88mx7pf4 

附圖 1-4 同業與受訪企業共同打造的「布車定位解決方案」 

整體來說，受訪企業目前正處在打造工業 3.5 的半自動化進程中，將生產流

程、遠端監控與即時數據分析進行整合，未來將往建構智慧整合感控系統、打

造縱向訂單及橫向生產系統互聯網，與最佳化工廠營運管制系統的工業 4.0 智慧

平台的願景前進(附表 1-2)。 

附表 1-2 智慧企業策略藍圖 

現在 

 設備自動化 

 設備條件參數收集 

 生產數據變化即時監視 

進行中 

(工業 3.5) 

 即時資訊流資料收集、分析 

 設備監控-遠端控制生產條件參數 

 生產條件設備參數複製監控同步化 

未來願景 

(工業 4.0) 

 建構智慧整合感控系統 

 應用資通訊技術打造生產線之移動互聯網 

 縱向:訂單系統互聯網 

 橫向:生產系統互聯網 

 工廠營運管制系統 

 最佳化自主交換訊息、自行診斷、自動校正 

資料來源：2018 年受訪企業自辦展及研討會 



附-13 

出於成本的考量，受訪企業選擇了部分較重要的機台進行智慧化的更新，

將這些機器裝上感應器後，不但能夠透過 PTC(美國參數科技公司)的 IOT(物聯

網)即時看板將現場的生產狀況讓管理者即時掌控外，亦能夠透過大數據分析來

優化投入與產出。幾個較重要的案例如下: 

1.PTC IOT 即時看板 

過去在未導入整合性的資訊看板時，受訪企業多靠著人工查詢報表來掌握

生產狀況，這不但減少了資訊的透明程度，更無法即時反映給消費者。在導入

PTC IOT 即時看板後，包含染色、整理、品保等資訊都能夠被整合並且進行綜

合分析，讓廠務管理能夠在中控室藉由大螢幕對生產狀況一目了然。此外，系

統也支援移動式裝置，讓監控人員能夠隨時隨地掌握現場情況 

           PTC IOT 即時看板               移動式裝置版本 

資料來源：2018 年宏遠興業自辦展及研討會 

附圖 1-5 受訪企業 PTC IOT 即時看板 

2.染整先進動態排程 

受訪企業過去的染整排程採用人工預排的方式，容易因為漂缸、停機的發

生而導致排程不如預期。現在採用結合電子化看板的自動化排程後，企業不但

能夠依交期、色系及平準化來進行染整的先進排程，亦能夠藉由緊急度、染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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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RGB(顏色)及材質的需求來進行動態排程，其結果顯示在染機預排作業

時間、產能利用率及加工缸數都有顯著的提升，並較過去更能夠即時的掌握生

產狀況(附表 1-3)。 

附表 1-3 染整先進動態排程 

特性 過去現在 成果 

互聯/透明化 
人工整合資訊 

電子化看板 
即時掌握機台狀況 

優化 
人工排程 

自動排程 

染機預排作業時間 

從每日 6 小時5 分鐘 

前瞻性 
停機機台未標示 

即時動態調整排程 

產能利用率 

從 75%90% 

靈活性 
平行調度費時 

甘特圖平準化染機 

小月每日加工缸數 

從 85115 

大月繳庫可增加三萬碼 

資料來源：受訪企業 

3.EVS 智慧驗布 

有別於以往的人工驗布，受訪企業改採用高速相機來拍攝瑕疵，並在記錄

瑕疵位置後自動進行色差分析，最後生成報告來供人員處置，整個人機協作的

流程不但能夠減少人力、誤差率，並且能夠即時回饋瑕疵、即時進行改善。據

估計，採用智慧驗布後，一年可以產生的效益可換算為 1,056 萬元，整套設備投

資成本約在 2.4 年後即可回收。3.宏遠導入智慧製造對勞動關係之影響、面臨議

題與因應措施 

三、企業導入智慧製造對勞動關係之影響、面臨議題與因應措施  

1.在組織架構、人力配置、績效考核及人員培訓等方面的調整 

(1)組織架構 

為配合導入工業 4.0，受訪企業不但設有全球成衣創新研發中心(附圖 1-6)，

每年投入了大量的研發經費(2017 年為 3 億 231 萬元)，更在原組織架構下特別新

增了智能技術組，目前約有 10 幾位成員，主要進行 IOT 整合平台、AR/VR/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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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實整合、AI 大數據及機器學習等專案。 

 

資料來源：受訪企業官網 

附圖 1-6 受訪企業組織架構 

(2)人力配置 

截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受訪企業共有 4,694 位員工(1,124 位幹部、3570 位

職員/技術員)151，員工平均年齡為 36.4 歲，平均服務年資為 7.1 年。在學歷分布

方面，大專畢業為最大宗，佔全體員工比例的 40.2%，接著依次分別為高中

(30%)、高中以下(25.3%)、碩士(4.3%)及博士(0.2%)。 

由於紡織業屬於 3K (骯髒、危險、辛苦)產業，又需要按照三班制輪班，因

此社會對此等傳統產業有一定的刻板印象，加上公司地點相對較偏遠，招募人

才更加不易。除此之外，受訪企業近年來亦臨了約 5、600 位資深員工辦理退休

的問題，使得缺工的情形更加嚴重。為了解決缺工的問題，受訪企業於 2018 年

7 月開始，將最基層的操作員底薪從每月 22,000 元調高至 25,000 元，具有大學

                                                      
151 含 500 多位外籍勞工，其中多數為菲律賓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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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的畢業生起薪則調高至 28,000 元，與當地企業相比，受訪企業的薪資水準

處於較高的水平，但目前在招募新血方面仍未有較顯著的成果。 

(3)績效考核 

受訪企業的績效考核以全體員工一致為原則，除了固定調薪外，部門主管

會在每月評比人員考績，並提報優秀員工給予特殊獎勵，並無給予投入智慧製

造相關議題的人員特別的鼓勵。 

(4)人員培訓 

由於受訪企業隸屬於傳統的紡織業，員工多屬於一般作業性質的操作人

員，因此該公司的 IT 人員在招募進來時即須有相關的 IT專業知識背景。此外，

為了因應引進 AI 及工業 4.0 技術到作業流程上，受訪企業除在各部門都有配置

欲培養的種子人員外，也派選優秀人才到中研院人工智慧學校的經理人周末研

修班進行培訓。 

2.對勞動雇用關係及工作條件所產生的影響 

由於受訪企業正積極地推動導入虛擬實境(VR)、擴增實境(AR)及人工智慧

(AI)應用等未來智慧工廠所需的創新營運模式技術，需要大量的相關領域人

才，在現有的 IT 人員不足以完全承接新專案的狀況下，一方面除積極地補進 IT

人才外，同時間所推動的工業 3.5 半自動化進程正逐步地將工段縮減，使得員工

可以同時控制多個機台，正好紓解原本的人力缺口。此外，智慧化生產模式也

能讓比較艱苦及具危險性的工作，都讓機器來取代人力的操作，員工不但安全

較有保障，也可以有效地減少工時。 

整體而言，推動智慧製造後，目前一般員工工作內容變化有限，也尚未發

生人力被取代的問題，企業反而能夠藉此避開在夏日用電高峰時開機，待周末

假日時開機生產以節省電費，在降低成本的原則下，可以達到工廠節省電費，

而員工也得以獲取加班費的雙贏局面。 

未來受訪企業計畫提供有在地主國設廠的國內海外留學生(如中國、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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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海地及伊索比亞)在臺灣廠的實習機會，待畢業回國後即可回到其母國的

廠區就業，有助於受訪企業在企業文化及管理制度上的轉移。但由於學生一週

僅能有少數時間到工廠實習，因此該方案仍在審慎衡量中。 

四、對於政府之建議事項  

由於紡織業有明顯的淡旺季，最適當的人員調派模式為淡季減少人員編

制，旺季時讓員工增加加班時數，但以法規限制及人員招聘困難的狀況來看，

現有的人力並無法滿足旺季的勞動力需求。有鑑於此，該公司已跟工會達成協

議，並透過紡織公會對勞動部提交建議，希望在 7休 1及輪班間隔規定的例外行

業中，也將紡織業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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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三(企業 C) 

一、企業簡介 

受訪企業創立於西元 1992 年，為其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00%持股之企業(圖

1)，業務範圍包含商業銀行、外匯、投資及財富管理等業務。長期以來，受訪

企業不論在綜合績效、業務發展、公司治理、顧客服務、風險管理、金融創

新、企業社會責任等領域皆有傑出的表現。在深耕臺灣、布局亞洲及接軌國際

的策略下，受訪企業在國內現有 138 家分行，透過虛實整合、數位領航思維與

槓桿金融科技，提供顧客完整金融解決方案；在海外布局方面，受訪企業亦在 9

個國家地區設有 25 個海外營業據點，涵蓋中國、香港、日本、新加坡、越南、

柬埔寨、緬甸、澳洲及美國等，力求建構亞洲金融服務網絡，以提供優質在地

服務來滿足顧客跨境金融需求。 

綜觀 2017 年度的經營狀況與財務績效，受訪企業的利息淨收益約為 200

億，利息以外淨收益約為 248 億，而稅前淨利則約達 170 億元。此外，2017 年

受訪企業在法人金融業務、個人金融業務、財富管理業務、數位金融業務及信

用卡暨支付金融業務等五大獲利引擎的表現亦相當亮眼(附表 1-4)。 

附表 1-4 受訪企業 2017 年五大業務績效表現 

業務名稱 績效表現 

法人金融業務 

1.法金業務: 

法金總放款餘額為新台幣 604,161 佰萬元，佔總放款比重為 50.39%，

較 2016 年底增加 51,884 佰萬元；依產業別區分，主要包括製造業

39%、批發及零售業 19%、金融保險不動產業 14%。 

2.外匯業務: 

連續十年獲得國際金融機構頒發「STP Award」。為持續提升匯款專業

與效率，受訪企業於 2017 年率先加入 SWIFT 全球支付創新計劃(GPI)，

以更順暢透明的匯款流程，接軌國際銀行新標準。 

個人金融業務 

1.存匯業務: 

總存款餘額合計 1,694,745 佰萬元，較上年度增加 152,189 佰萬元，成

長 8.98%，其中臺外幣活期性存款餘額為 965,205 佰萬元，佔總存款比

重為 57%，定期性存款餘額為 729,540 佰萬元，佔總存款比重為 43%；

整體存款結構良好並且持續穩定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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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名稱 績效表現 

2.房貸業務: 

房貸餘額為 497,204 佰萬元。 

財富管理業務 

1.基金業務: 

海外信託餘額約為新臺幣 137,228 佰萬元，國內信託餘額約為新臺幣

53,743 佰萬元。 

2.信託及附屬業務: 

信託資產餘額為新臺幣 487,593 佰萬元，較上年度增加 75,934 佰萬元；

保管有價證券業務之保管資產餘額為新臺幣 74,827 佰萬元，保管基金

專戶資產餘額為新臺幣 263,372 佰萬元。 

數位金融業務 

致力推動三大新金融發展： 

1.場景金融-金融服務結合顧客生活場景、2.智慧金融-結合 AI 與社群提

供互動、客製化服務、3. 普惠金融-降低線上業務門檻，提升服務效率

與便利性 

信用卡暨支付

金融業務 

流通卡數 457 萬卡、有效卡數 322 萬卡、簽帳金額 3,190 億元，為市場

第三大發卡銀行，流通卡、有效卡及簽帳金額市占率 11%以上，流通

卡、有效卡成長率分別為 6.5%、7.6%均優於市場成長。 

資料來源：受訪企業 2017 年年報 

二、企業導入金融科技的作法與成效 

1.企業導入金融科技的作法 

作為臺灣導入金融科技的先驅銀行，繼服務的、專業的形象後，受訪企業

在 2012年起邁入第三個十年大戰略-科技的形象。在此戰略下，受訪企業不但在

2016 年及 2017 年分別投入了 2 億 4,600 萬及 3 億 4,580 萬的研發經費，亦在組

織流程及文化制度方面進行了幾項領先業界的重大創新： 

(1)組織與流程變革 

隨著金融科技快速發展，各種需求不斷的增加，跨部門溝通、專案數量也

都遠超過以往，受訪企業在導入金融科技後，重新梳理了整個作業流程，由總

部成立需求管理小組來負責全行 IT 資源管理調度。以下為受訪企業針對金融科

技所作的幾項重大改革： 

A.重新盤點職務並建立商業分析師職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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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企業將全行金融科技的相關職務進行了通盤的檢視，以四大技術

領域進行分類(金融專業、資訊技術、數位場景建立及數據經營)，盤點出

11 個金融科技相關職系及其職涯規劃。其中為了因應科技專案需求大量增

加，特別建立了商業分析師(BA)職系，以協助各單位梳理需求，並進行相

關專案管理，讓軟體專案的進行更具效能與效率。 

商業分析師需要撰寫包含專案內容、功能及介面設計等完整的文件

後，交由系統分析師(SA)將業務需求翻譯成程式設計師(PG)所能夠開發的

流程圖，最後整個專案需做完用戶驗收測試(UAT)後才能夠上線。由此可

知商業分析師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職系，須具備有資訊科技(IT)溝通能力，

而目前受訪企業除要求商業分析師考取基本的專案管理師證照(PMP)外，

也鼓勵其取得 Google 所頒發的行銷學程認證，以扮演關鍵的跨部門溝通介

面之角色。 

B.成立數位金融事業處 

受訪企業於 2015年即領先同業，成立數位金融事業處，並設立數位長

職務，負責全行數位金融策略與制度發展。目前數位金融事業處的員工平

均年齡為 27 歲，且全由熟悉數位網路的年輕族群組成 Center of 

Excellence(COE)，共同規劃傳統銀行與新興數位科技的結合。 

C.設立科技長辦公室 

受訪企業於 2015年即領先同業，成立數位金融事業處，並設立數位長

職務，負責全行數位金融策略與制度發展。目前數位金融事業處的員工平

均年齡為 27 歲，且全由熟悉數位網路的年輕族群組成 Center of 

Excellence(COE)，共同規劃傳統銀行與新興數位科技的結合。 

D.整合全行 IT 人員成立科技聯隊 

為了有效的整合資源，受訪企業將原有的數位金融事業處、客戶價值

風險單位(CRV)、資訊處、信用卡 IT 團隊及收購進來的金財通科技公司等

科技人員，組合成一個將近 1,000 人的科技聯隊，採用敏捷式的管理來整

合全行的金融科技資源，除此之外，各單位有興趣的同仁也可以申請轉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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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科技聯隊的相關部門。 

(2)文化與制度創新 

為了讓全行同仁能夠快速地融入企業的科技轉型，受訪企業也不遺餘力地

塑造新的文化氛圍，並對傳統制度做出了符合時宜的調整。如: 高度鼓勵創

新，為科技聯隊的人才打造舒適活潑的辦公環境(附圖 1-7)，並同時放寬了服裝

的規定；每年以區為單位進行創新競賽，不但能夠讓基層員工可以針對顧客的

痛點提出新的企劃，總行也能藉此機會發掘有科技創新特質的人才到科技聯隊

的相關部門。此外，受訪企業亦相當注重新科技的「紀律」，強調必須在維護顧

客資料保護、反洗錢及資訊安全的前提下，才能夠進行相關範圍內的創新。 

 

 

 

資料來源：漢象設計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官網 

附圖 1-7 受訪企業科技大樓辦公室 

2.企業導入金融科技之成效 

經過長期在金融科技方面的耕耘，加上原有的網路銀行和支付系統的基

礎，受訪企業在消費金融業務方面如房貸、理財、外匯等業務導入金融科技的

程度最高。相對而言，由於業務屬性的差異，債權、法遵監理等領域則仍須由

人員親自處理。至於證券領域，由於受訪企業證券部門自始即採取差異化策

略，重視電子下單業務，因此導入金融科技的障礙亦相對同業較低。目前受訪

企業在金融科技的應用上已有幾個非常顯著的成功案例： 

1.受訪企業自 1997 年即成立估價師職系，並累積龐大估價數據，在此大數據基

礎下，以往房貸試算流程要五天，現在透過 AI 僅需三分鐘，但後續正式核貸

仍需經由專業人員審核。 

2.受訪企業自 1997 年即成立估價師職系，並累積龐大估價數據，在此大數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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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下，以往房貸試算流程要五天，現在透過 AI 僅需三分鐘，但後續正式核貸

仍需經由專業人員審核。 

3.以往理專一人要服務 400 到 500 位客戶，現在需服務的客戶數量大為減少，可

更專注地提供重要的理財貴賓服務。 

4.根據內部估計，臨櫃交易平均成本為線上交易平均成本之 10 倍，在導入金融

科技後，受訪企業以往每月有超過 200 萬筆的人工交易，現降至僅約 80 萬筆。 

5.網路銀行以往每月有約 200 萬筆的交易量，現增至約 400 萬筆。 

6.目前該行每 100 筆交易中，約有 70 筆是透過數位通路完成；且 100 位客戶中，

約有 25 位為數位客戶，為亞洲領先銀行之一。 

 

 

  

    受訪企業小 i 隨身金融顧問             受訪企業數位銀行旗艦分行 

資料來源： 

1.https://fintech.csie.ntu.edu.tw/2016/05/%E7%8E%89%E5%B1%B1%E6%A0%A1%E5%9C%92%E9

%BB%91%E5%AE%A2%E6%9D%BE-%E5%8F%B0%E5%A4%A7%E5%9C%98%E9%9A%8A

%E5%A5%AA%E5%86%A0/  

2.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60407/655324.htm 

附圖 1-8 受訪企業金融科技應用實例 

三、企業導入金融科技對勞動關係之影響、面臨議題與因應措施  

1.對營運模式之影響、面臨議題與因應措施(組織架構、作業流程) 

(1)在人才招募、人力配置、績效考核及人員培訓等方面的調整 

受訪企業在 2015 年成立數位金融事業處時，即設定了幾個重要的目標：

一、協助各事業單位做數位轉型，二、發展金融科技的平台，希望最後能夠將

所有金融科技相關應用整合成一個生態系，三、發展數位行銷。為了達到這三

大目標，受訪企業在力求數位轉型及人才轉型的動因下，在人才招募、人力配

置、績效考核及教育訓練等方面也進行了相對應的改革。幾項重要的做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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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A.人才招募 

受訪企業自 1992年成立開始，招聘即無設定科系限制。在金融科技的

潮流下，除了有越來越多的理工、社會學、醫學背景等人才進入外，受訪

企業也積極的歡迎有數位行銷等相關經歷的人才加入。此外，為落實成為

金融科技領航者的策略，受訪企業致力於打造數位人才供應鏈，擴大人才

接觸管道，並以創新的招募工具，以及客製化的甄選流程，以吸引、辨識

高潛力的金融科技專才。舉例來說，除了一般招聘管道外，受訪企業也會

主動地到校園或資策會訓練課程等地尋找適合的人才。 

B.人力配置 

全行各事業處因應數位轉型，也成立相應的專責小組，包含數位行

銷、數據分析等單位，與總行的客戶價值風險單位、數位金融處分進合

擊，讓效率達到最佳化。 

C.績效考核 

過往的績效考核都是按年度由單位主管進行單向評核，因應跨部門專

案增加，且專案時程有長有短，受訪企業現採取雙線的考核流程，並讓功

能別與 KPI 一致，以讓績效回饋得更精準即時。 

D.人員培訓 

i.內部訓練 

 每年一次的知識分享大會，除讓創辦人、董事長及總經理能夠與員

工溝通企業未來三到十年的轉型與戰略方向外，也積極的對基層員

工進行教育訓練。員工在了解到數位科技發展能夠節省工作時間並

提高效率後，也會非常主動地在 AI 的訓練上提供協助，在這種進行

雙向訓練下，有助於引導更多的客戶到線上進行數位交易。 

 在新進行員訓練班增加科普課程及「數位引導課程」。 

 舉辦希望工程師班:「績效管理 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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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辦技術專業在職訓練班(Jave、Python、.Net...等)。 

ii.外部合作 

 產業界：與同業合作進行「Google Ignite 數位火星計劃」。 

 學界：與台大等校進行產學合作，如希望種子計畫、校園黑客松競

賽及 Mooc 線上學習課程等。 

 外部專家：不定期聘請顧問協助發展科技聯隊組織職務及人員管理

議(如 2013 年邀請哈佛大學的教授來導入創新的概念。) 

 海外參訪:安排高階主管到以色列、中國大陸的電商、招商銀行等機

構參訪。 

資料來源：受訪企業官網 

附圖 1-9 受訪企業與外部機構合作的金融科技相關活動 

2.對勞動僱傭關係及工作條件所產生的影響 

受訪企業對於員工的權益及福利相當重視，因此也提供了許多優於法令的

留才措施，如實施員工配股、優惠儲蓄、家庭照顧假及陪產假外，更試行了「彈

性工時」與「遠距上班」等制度來因應同仁的需求，到目前為止，未有相關的職

災情形發生。整體來說，受訪企業在數位轉型的過程中皆與工會有著充分的溝

通，並讓工會成員了解到未來面臨轉型所需具備的能力，讓整個轉型過程產生

較小的衝擊，因此並無碰到太多來自工會的阻礙。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受訪企

業在轉型過程中所提供的教育、訓練及相關補助措施，反而更加凝聚了員工的

向心力，也使得員工與企業之間的關係更加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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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於政府之建議事項  

由於銀行業為特殊行業，並在未來逐漸會往金融科技公司的方向走，因此

系統的即時性維護相當重要，工時與出勤管理必須具備一定的彈性。受訪企業

建議政府能夠因應產業特性的差異，參照國外在勞動基準法中增加「服務業專

章」，減少一體適用的勞動法令對金融業造成的不便，也得以達到從「工時管理」

轉向「價值管理」的目標。其次，因應數位時代來臨，建議教育相關部門應將程

式訓練納入基礎教育，以強化數位科普教育。最後，受訪企業也建議政府可以

考慮建立「標竿制度」，讓臺灣的其他公司得以向標竿企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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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訪談紀錄 

訪談紀錄 D(企業) 

一、訪談時間：2018 年 10 月 15 日 14:00~16:00 

二、訪談人員：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辛炳隆副教授 

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 楊書菲副主任/副研究員 

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 顧瑩華研究員 

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 林廉庭輔佐研究員 

三、訪談摘要： 

1.智慧製造(工業 4.0)等新科技對 貴公司營運模式產生什麼影響?其與傳統模

式有何差異? 

D 企業為全球前三大螺帽品牌，銷售至國內外供應鏈。推動智慧製造初

期，D 企業主要從物聯網及大數據著手了解智慧製造，以符合「少量多樣」的營

運方向。由於資訊是公司核心的商業機密，無法委外，因此少量多樣的營運模

式考驗企業生產排程及混線製造的能力。企業強調，開發智慧製造需要全面性

地掌握內部資訊、建置與整合軟硬體、強化機台稼接技術，及重視機聯網與

ERP 系統的應用；同時透過收集、整合及分析數據將「執行面」、「資訊流」、

「物流」於一天內同步於各廠區，以了解生產狀況。 

於確立智慧化之動機與目的，及於評估人才、技術與資金後，D 企業執行

智慧製造的首要三件事：第一是將重複性的事務自動化整合，例如 D 企業原先

配置 45位操作人員，而自動化整合後降至 15位，並同時大量增加資訊人才，使

公司整體人力非但沒減少反而增加。至於因自動化減少之部分人力，則在接受

教育訓練後轉至其他部門；第二是成立「機電整合部門」，由於機器 24 小時的

運作下產品品質需要精確的控管，因此與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PMC)合作機

聯網技術，使機台能遠端控制以提升硬體的感測元件(Sensor)，並使高層根據即

時資料了解員工工作狀況及效能(例如員工的稼機時間與產出數量)、機器運作與

優化程度，及從數據差異和紀錄中改善決策；第三是建置落系統，減少管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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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此外，將「資訊部門」獨立並擴大培育資訊人才及產學合作；將「品保部門」

獨立，使產品生產流程標準化及合理化；同時，成立了自動化專案及三間實驗

室。受訪者表示，儘管臺灣市場規模不如中國，但 D 企業以「做好」及「做精」

為生產導向；以「智慧製造」與「少量多樣」為行銷主軸，且與德國、日本客戶

建立了高可靠度及信任感的關係。 

2016 年 D 企業選擇根留臺灣，使用高質化先進設備、少量多樣的生產模

式，及以自有品牌拓展藍海市場，目前產品在臺灣的市佔率有八成；中國有五

成。D 企業少量多樣的生產模式不但沒有生產過剩的問題，同時能使產品高值

化及高精度化，並提供短且準時的「好交期」。然而，彈性地製造模式則需要有

優秀人才，而非只仰賴投入設備；企業藉由內部教育訓練傳達企業獨特的理

念：「產品的創新是點；技術的創新是線；生產管理模式的創新是面」及擁有難

以被複製的生產管理模式，在全球市場中保有優勢。 

2.貴公司導入智慧製造(工業 4.0)等新科技後，於生產流程、工廠管理以及跨

部門協調等管理制度所進行的調整。 

D 企業今年初全面更換 ERP 系統，並將部分產線自動化。由於資訊化過程

中需要導入大數據及分析能力，因此與 PMC 合作 SkyMars 機聯網，使 150 台機

器能即時整合，亦能使管理者遠端監控五廠區且從資訊看板中獲得各廠區的生

產資訊，用以針對員工或是產品提升生產效率，例如機器的操作者為何人、機

器正在執行的項目。此外，智慧技術能運用感測元件(Sensor)針對刀具監測與提

出預警，並透過機聯網將數據整合至 ERP 系統。整體效益方面，智慧化轉型

後，D 企業機台設備的稼動率提升了 20%、產品良率提升了 7%。更多的是，D

企業即將成立智慧製造決策中心，使用資訊看板讓員工的貢獻被看見，未來更

將使用視訊方式進行跨廠區會議；同時，將於台中大里成立智慧自動化工廠，

期望透過智慧製造理念看出企業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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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貴公司導入智慧製造(工業 4.0)等新科技後，於企業組織架構、部門人力配

置、績效考核、培訓等所進行的調整。 

開創智慧製造初期，D 企業首先描繪出未來的發展藍圖，再依公司目前軟

硬體能力及規模按部就班地執行規劃。轉型初期，D企業聘請 3位資訊人員，並

花費 2 至 3 年時間更換商業關係管理(Business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BRM)系

統。在逐漸地步上軌道後企業才擴大尋找長期合作的人才，透過邀請老師至企

業演講，並與資訊學生合作調整企業內部資訊，才慢慢地將學生培育成符合公

司需求的人才，例如替企業開發專屬的應用程式。 

D 企業有超過二十年的產學合作經驗，並擁有非常優良的人才培育機制。

透過「人才扎根計畫」將大一及大二學生分門別類地進行一週 1 或 1.5 天的教學，

除了每月提供大學生 6,000元及碩士生 15,000元的獎學金，更栽培學生取得碩士

學位。 

此外，D 企業無空降的員工，更沒有人才斷層的問題，全體員工皆為透過

與勤益、修平、僑光科大，合作篩選與培育而來的優秀及合適人才。D 企業並

替學生規畫未來職涯及提升其向心力，更以「養魚苗」的思維從學生階段開始栽

培人才，形成優質的「在地化人才、在地培育、在地用」企業文化。因此，智慧

製造的轉型不只使企業有煥然一新的管理模式，更從產學合作的過程中取得優

秀人才，減少了企業缺乏人力的問題。更多的是，D 企業將於勤益科大建立「產

業創新會所」，與企業配合的師生未來能在此空間交換知識及激發新創意，以達

到培育臺灣更多人才及企業責任的目標，更期望將智慧化轉型經驗分享予其他

中小企業。 

除此之外，D 企業建立的「智慧製造聯盟」是於企業內部的 15 位資訊人才

組成，而此團隊人員皆為產學合作栽培出來的學生，因此企業除了推廣產官學

研參訪交流活動及職涯規劃外，更透過進廠媒合與導引的方式培養專業及跨領

域人才，使原本的同仁與資訊學生相互學習與合作，並讓學生們針對部門的問

題來一一解決，不僅提升了組織人員整體的職業能力，更讓既有員工了解資訊

工具的效益。例如公司目前以少量多樣為生產主軸，因此智慧報價系統透過結

合演算法及專家的知識產生模型，大幅減少報價失敗的成本；此外，透過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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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學生與營業部門人員結合，產生數據來定義、分析與管理客戶。 

4.新的營運模式對 貴公司之勞動僱用關係及工作條件產生什麼影響? 

D 受訪者表示，轉型初期階段需要技術人才；中期需要創新及研發人才；

成熟期需要跨領域人才。於資訊人才持續擴大編列的情況下，企業每年 7/8 月會

有 20 至 30 位的產學合作實習生，經過主管重點栽培後，會留下約 10 位的同學

在企業服務。主要透過基層主管負責管理學生，並鼓勵既有員工擔任種子人員

及學習 ERP 系統，而經過考試認證的種子人員將獲得獎勵金，此項教學機制有

效帶動了既有員工的學習與管理能力。更多的是，D 企業採取引導與鼓勵的方

式與員工溝通，每日透過早會傳達公司的政策及方向，並且進行國民健康操及

請員工分享故事，以提升員工口語表達能力。此外，全額補助中高階人員於上

班時間進修，提升幹部的管理能力，同時提供全體人員日文及英文班進修訓

練，希望員工能有流暢的語言能力以提升客戶關係。 

由於 D 企業的員工平均年齡較低(25 歲)，所以於較無排斥學習新科技系

統。另外為提升企業競爭優勢，當初全面性斷點轉移舊的 ERP 系統，儘管員工

初期有適應的困難，但讓既有員工了解新 EPR 系統的好處，及資訊學生是來提

升業務效率、減輕業務量，而非取代其原有業務，例如將既有員工提出的問

題，請資訊老師及學生來解決，來鼓勵同仁接受新科技；同時，讓同仁理解提

升競爭力後的營利將轉化為員工的福利，例如今年 1 月及 7 月皆調薪 6%。此

外，透過傳達公司政策、營運方向及「大企業選優秀人才，中小企業選適合人

才」的概念來提升員工向心力。更多的是，於選擇 ERP 系統公司，D 企業也是

挑選「適合」而非大公司的「鉅茂科技公司」合作。 

5.貴公司如何因應上述勞動關係及條件的改變?主要遭遇的困難是什麼? 

人才培育的過程中，D 企業目前沒有面臨相關的難題。然而，隨著企業規

模擴大，員工人數增加，D 企業未來可能會不再被歸為「中小企業」，進而無法

適用政府對中小企業相關之租稅優惠與補助。由於 D 企業目前所加保的員工有

許多都是實習或產學合作的學生，如果政府僅以是否加保做為計算員工人數的

標準，可能會迫使 D 企業無法編入及進用更多的學生。因此，受訪企業希望政

府能放寬對製造業中小企業的定義，能將建教生排除在公司總人數之定義外，

使企業能招募更多學生至企業接受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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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錄 E(企業) 

一、訪談時間：2018 年 10 月 17 日 15:30~16:30 

二、訪談人員：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辛炳隆副教授 

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 楊書菲副主任/副研究員 

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 林俊甫助研究員 

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 林廉庭輔佐研究員 

三、訪談摘要： 

1.智慧製造(工業 4.0)等新科技對 貴公司營運模式產生什麼影響?其與傳統模

式有何差異? 

E 企業 2011 年正式進行智慧化轉型，當時推動的主要目的是提高產品品質

穩定度，而非降低人力成本；同時考量公共安全與勞動環境，將具有危險性的

工作，例如化學品添加、烤箱等製程，交由機器執行。而原本的人員則負責維

修與保養的事項，有效降低員工於作業上的複雜度及工作危險。此外，E 企業

將智慧化轉型分成三階段執行：首先是「盤點問題」，透過基層員工及 KPI 達成

情形，找出企業流程可改善之處；第二是推動「無紙化」，透過系統上傳所有數

據，代替人工紀錄；第三是「即時性管理 (Real-time Management System, 

RTMS)」，例如於會議時管理者根據系統即時的資料進行決策。除了透過三大步

驟執行機器智慧化，E 企業亦透過教育訓練建立員工對於智慧製造的概念，僅

管初期需花費較多時間與員工溝通，但透過內部 Computer-Integrated 

Manufacturing(CIM)委員會每週及每月的集會，溝通與傳達企業轉型的理念，有

效形成共識。經過幾年下來的推動，智慧化轉型已有效顯現其效益，例如作業

員不再需要花費大量時間使用紙筆抄寫數據，大幅提升作業效率外，亦減少弊

端。另外智慧化轉型相關系統軟體，皆是自行建置。 

2.貴公司導入智慧製造(工業 4.0)等新科技後，於企業組織架構、部門人力配

置、績效考核、培訓等所進行的調整。 

E 企業推動智慧化轉型涉及原有職務轉型主要包括兩部分：(1)基層作業員

轉成「技術作業員」，透過強化技術能力，扮演作業員與工程師間溝通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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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IM 委員會團隊擴充。 

其中 CIM 委員會由既有 IT 及設備人員組成，並逐步於各廠區成立專責推動

之資訊人員，目前規模已從最初的 100多人增加到 400多人。至於招募的管道，

由於南部地區相對較難聘請到資訊人才，因此公司藉由與學校產學合作的方式

延攬人才；其次透過 104 人力平台招募資訊工程系、統計學系、數學系人才；

或是透過內部自行訓練。目前 E 企業已建置內部培訓系統，同時與大學合作開

設訓練課程，例如與高雄大學合作，透過兩個月密集的 CIM 課程及全薪補貼的

方式培育既有設備工程師投入 CIM。由於 E 企業自行建置職能標準，故在與大

學合作時，可以根據此職能標準共同設計課程內容，使期能符合企業需求。至

於設備工程師轉任 CIM 工作，並未搭配薪資調升機制作為誘因，主要是具有企

圖心、積極性高的員工主動參與。雖然如此，由於員工體認到這是大勢所趨，

而且有助於個人職涯發展，故參與意願很高。 

績效考核方面，機器智慧化後，當機台發生問題時，系統會根據員工技術

專長，自動搜尋並通知適合的人員前往維修；系統同時也會針對維修過程與結

果進行績效評分，績效分成 ABCE 四個等級，其中 D 等績效的人員需要考試以

重新考核。 

3.貴公司導入智慧製造(工業 4.0)等新科技後，是否造成員工的壓力及作業上

的障礙? 

智慧化轉型初期，E 企業的員工確實經歷作業模式改變的過渡期，但透過

鼓勵及溝通，員工逐漸接受新的作業模式。其次，由於設備智慧化的目的為減

少人為疏失及讓員工更容易地操作，加上減少人工抄寫等工作負擔，員工多能

體會到智慧化的具體效益，因此員工接受度很高。隨著設備更容易操作，未來

新進員工熟悉設備時間可望縮短，甚至只要幾天訓練就可以熟悉。 

再者，受訪者表示智慧製造是個潛移默化的過程，過程中輔助既有的人工

作業流程、提升產品良率與品質，員工因此提升績效且獲得更多的獎勵；同時

在員工出勤率及生產效率皆上升的情況下，顯示了智慧製造帶來的正面效益。

然而，智慧化轉型後由於工作現場人員配置減少，產生了些許員工心靈上的孤

寂感，其後續影響值得關注；另亦觀察到員工較不喜歡被調離原有廠區，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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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圖心或年輕的員工則希望能轉至自動化程度高的廠區工作，榮譽感較高。長

期而言，各廠區的智慧化進程將趨於一致，公司亦會透過廠區主管輪調，以提

升推動成效。除此之外，E 企業的工會基本上扮演員工與企業間溝通之橋樑，

而非與企業抗衡的角色；工會關切事項多為休假等基本事項。而推動智慧化等

理念與策略，則主要由各單位規劃與執行，工會參與程度十分有限。 

4.對於政府勞動法規及制度有何建議? 

目前 E 企業對加班時數的掌控及分配皆相當均勻。然而，受訪者認為政府

應放寬每月加班時數上限(目前規定是每月上限54小時，但每季仍為138小時)，

由於部份員工有加班意願，但受限於法令規定無法增加工作時數。此外受訪者

認為學校是培育企業人才的重要前置階段，目前 E 企業正推動以德國技職體系

的概念與高雄科技大學合作。同時，期望學校未來能開設符合企業需求的必修

課程，目標是課堂中三分之一的學生無縫接軌地且學以致用的進入此企業實習

及就業，亦能降低企業招募人才的成本。再者，期望職訓單位未來能支持企業

投入人才訓練，例如補助企業相關訓練費用，並於北中南建置產業所需專業人

才培訓場域，以提升人力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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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錄 F(工會) 

一、訪談時間：2018 年 10 月 24 日 11:00~12:00 

二、訪談人員：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辛炳隆副教授 

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 楊書菲副主任/副研究員 

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 林俊甫助研究員 

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 林廉庭輔佐研究員 

三、訪談摘要： 

1.目前政府已經將 FinTech 等新科技與新經濟模式發展列為重要產業政策，

而且獲得許多企業的響應。請問  貴會居於保護勞工權益的立場，對此政策

有何看法? 

F企業相當快速地發展數位化轉型，例如產物保險、證券、貸款皆能於網路

操作。與此同時，由於臺灣勞動力不斷減少，加上企業目前正檢討如何降低營

運成本，例如透過整併或裁撤證券分公司、銀行分行，未來可能從原本的 61 間

降至 10 間。工會體認到此趨勢，一方面與會員溝通應調整心態；同時向資方訴

求員工權益不受影響。其中，企業於數位化轉型時，工會要求資方必須保證三

件事：第一是全數留用受影響員工；第二是員工可申請「優離優退」，工會首先

建議企業藉由內部徵才留住優秀人才，並提供其轉職至集團內其他事業體的機

會，若無適合的轉職機會再申請優離優退；第三是不准踐踏員工的權益，使員

工有最終的選擇權，並應體諒員工面臨企業數位化轉型時的心情。 

此外，F 企業工會向公司爭取「員工持股信託」。透過成立專戶，定期以市

價購入公司股票，員工可於離職時可選擇領取現金或是股票，達到變相加薪的

效果，也有效提升員工的向心力。目前，除少數同業也有相同的機制外，此一

持股專案在同業之間仍相當罕見。 

但部分業務推動數位化亦有其缺點，人力並未因此被取代。例如線上投

保，核保流程需 7 個工作天，比向業務員投保慢；其次，線上投保保戶，如遇

緊急情況只能撥打客服專線處理，無專人服務。因此，消費者多仍直接向業務

人員投保，不僅能獲取即時性的服務，更能維持人與人之間溫暖的互動。另隨

著新科技之應用，未來部分業務如理賠，可能委外由專業理賠公司負責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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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公司則專注於前端業務。 

2.據您所知， 貴公司是否已經開始在服務流程導入區塊鏈等 FinTech，以及

強化網路銀行功能?如果有，請問這對  貴公司之人力結構、勞動關係及勞

動條件產生哪些影響?  

於產物保險領域，F企業已成立電子商務部門並擴增人力，主要負責線上投

保、網路行銷；至於傳統業務部門仍維持原有組織架構，但招聘新人則趨於審

慎。此外，F 企業推出「大無疆計畫」，期望吸引與培育優秀人才在家鄉就業；

另外持續投入 FinTech並結合與運用各子公司資源，朝金融百貨的概念提供全方

位金融服務，且以成為「國民金融品牌」為目標。再者，F 企業相當重視企業社

會責任，於今年起實施優於勞基法的婚育獎勵福利，以鼓勵員工成立家庭與生

育。其他勞動條件方面，F企業承認所有新進人員過去於金融同業之年資，因此

若新進人員之前在金融業有三年工作經驗，將無條件地取得十天特休；若特休

未使用完畢，則能折換現金或是將其遞延使用。 

除此之外，受訪者表示目前集團數位轉型最迫切的是證券，其次為銀行，

再其次為保險；同時工會向集團提出，若整併或裁撤分公司、分行時，應先取

得工會同意，以保護現有員工權益。 

3.貴公司在導入 FinTech的過程中，管理階層是否有主動告知  貴會?  貴會

是否有主動向管理階層詢問? 

F企業於推動新政策前通常不會告知工會，但工會於取得消息後會透過勞資

會議提出相關意見。另外，數位化轉型下員工會擔心其勞動條件受影響，加上

部分員工認為職務轉調是不合理的，工會因此會從中協助員工調適心態，並替

員工爭取於相同的勞動條件下有半年的調適期。更多的是，於工會的建議下，

企業集團日後內部的合併案，皆會與工會先協商，再透過工會告知員工及溝

通；工會亦提出應讓既有員工選擇，優先於就近的據點繼續服務，或是調整至

其他事業單位。上述工會訴求，皆已獲得資方同意並寫入團體協約中。 

此外，工會成立至今，勞資相關事項皆會公布於網站上予員工了解，更持

續蒐集會員意見，再向資方反映。溝通管道方面，會員通常透過該地區、或事

業別工會理事反映，也可以直接向工會總部反映意見，而意見須具名且以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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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提出才會受理。除此之外，工會以「會員意見不過夜」積極地執行態度，重

視也正視會員心情，使會員人數不斷增加。工會亦會表揚內部幹部於吸收會員

上的績效，提高凝聚力。 

4.面對新科技與新經濟模式的發展， 貴會會員是否會擔心自己的勞動權益

受損? 貴會對於新科技與新經濟模式發展對會員之可能影響，會採行哪些因

應措施?對於政府在勞動法規及制度上又有何建議? 

數位化轉型下，F企業會協助員工轉型並實行相關培訓，同時工會時常主動

於各地區舉辦說明會，除了納入更多的會員外，更藉此傾聽員工心聲及收集意

見以呈報給企業並替員工爭取福利。其中，關於現有人員對數位化轉型的擔憂

程度，由於 F 企業目前的平均年齡為 38 歲，因此較無學習新數位系統的障礙，

而不適應的情況多與員工其人格特質有關，年齡上反而較無直接相關。另外，

企業設有「資源公池」，轉職人員能於其中獲取關於新職務之資訊，能降低轉職

人員的於新職位上經驗的落差。然而，數位化轉型仍使部分員工需要被轉調職

位，產生部分人員不願離開原有工作環境的情況，但工會強調，F企業會在薪水

與勞動條件不變及外加業務獎金下，提供半年的調適期，以保障轉職人員的勞

動權益。半年後，若學習情況良好，員工的勞動條件將不會改變，企業如要更

改勞動條件將需經過工會同意；反之，若學習情況不如預期，轉職人員得申請

優離優退方案。此半年的轉職制度於今年開始實行，截至目前為止轉職人員的

離職率低。 

除此之外，目前 F 企業已給予員工工時部分彈性，例如根據期貨業務需配

合國際市場開盤時間，將原本八點半的上班時間調整至下午兩點，不只能使員

工配合國外業務的時間、增加員工上班時間的彈性，亦能節省企業成本。另隨

著數位科技的應用，工作時間、地點彈性提高，部分單位亦曾討論是否可能完

全不需要規範工時，但僅止於討論。 

在對政府的建議方面，受訪者建議金管會應強制要求所有金融機構(不限銀

行)，於裁撤、合併、遷移據點時，應先進行勞資協商。另外，於今年 5 月底全

面推動的強制車險「電子式保險證」，集團目前收到客戶反映，雖然此政策已實

施，但部分地方監理站仍無法受理電子證；另部分年長保戶可能不熟悉智慧型

手機操作介面，希望相關單位能完善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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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錄 G(企業) 

一、訪談時間：2018 年 10 月 25 日 15:45~16:45 

二、訪談人員：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辛炳隆副教授 

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 楊書菲副主任/副研究員 

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 林俊甫助研究員 

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 林廉庭輔佐研究員 

三、訪談摘要： 

1.貴公司機器人等新科技之研發動機與實際導入情況 

少子與高齡化使人力嚴重缺乏的情況，是受訪企業考慮導入更多自動化系

統主要的原因。其次是兼職人員最低時薪不斷的調漲，使企業的人事費用與自

動化機器設備的成本維修費用已逐漸拉近，將來五年內或許將擴大導入更多自

動化設備。另一方面，由於臺灣的消費者習慣使用現金支付，加上目前的無現

金環境仍不夠友善，不像中國全面使用電子支付模式，因此使企業在導入多元

支付方系統時仍有諸多需考量之處，仍待觀望整體環境的發展。 

自動化與智慧化方面，受訪企業鎖定導入服務型機器人，協助送餐服務，

至於餐點製作仍維持人工進行。服務型機器人目前仍在試驗階段，曾於部分分

店測試。機器人由相關企業開發，受訪企業營運部門的同仁與相關企業的開發

人員共同討論後，透過實測搜集數據與訓練機器人，及幫助開發人員改寫程

式。目前於送餐條件較嚴苛的狀況下，系統仍有相當多需要改善及考量的因

素。例如連鎖餐飲業為降低房租成本，通常承租店面二樓為用餐區，因此如何

讓機器人送餐點至二樓將是難題之一；此外，機器人的送餐速度、是否會撞到

人、如何防範餐點被拿走等，皆為必須納入考量的問題。 

受訪業者的機器人於門市試驗後，資訊人員透過實際場域的試驗獲得大量

的數據，有利於開發人員改善系統。與工廠的固定場域相當不同是，送餐機器

人試驗時會面臨的各式各樣狀況。經過幾次試驗後發現，機器人送餐的首要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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擾點是人為干擾，使機器人需要不斷重複修正送餐路徑，因而耗費大量時間才

達成送餐任務。因此，研發人員於開發送餐程式的同時，需將許多人為及風險

因素需納入考量。另外，另一家速食業者於澳洲雪梨機場門市開發新穎的送餐

軌道，使用傳送帶將產品從「空中廚房」傳送到顧客手中，其餐點送達的成功率

為八成，而兩成的失敗率則相當值得探討。受訪企業也正為人為所產生之送餐

失敗的問題研發，防範意外發生的運送容器與模型，因此企業現階段仍無法預

估何時會大量導入服務型機器人，但期望機器人於開發成熟後能取代送餐人

力，以便將人力集中在製餐與收銀方面。 

此外，原物料配送方面，受訪業者通常由總部負責採購，再將原物料配送

至各門市，但若要達到原物料配置的最適化仍需要透過各門市店長依據該據點

的特性調整。國內知名科技業者曾與受訪業者洽談自動配貨系統，但討論過後

發現，製造業產量的需求是預先可知的，而餐飲業每日的銷售狀況相當難預

測，因此仍難以歷年銷售資料來分析每日應有的配貨量。受訪企業亦認為在原

料配送方面要導入智慧化系統目前仍有困難。 

2.因應機器人應用日漸普及，貴公司是否進行組織調整 (如新增單位或職

類)，另對於營運模式等可能之影響與因應方向 

由於受訪企業正積極朝向數位化服務發展，近期新成立相關部門，負責「大

數據應用」、「會員數位行銷」、「電子商務」等業務。人才方面，由於對外招

募科技 / 資訊人才成本高，加上內部人員擁有此領域的知識 (Domain 

Knowledge)，因此電商部門的人員皆透過內部徵才方式甄選。然而，目前資訊

人員的編制仍在審核中，因此尚無法確定日後會有多少資訊人員。培訓方面，

高層主管評估確認後，有意學習資訊化專長的在職人員將被派送至外部機構參

與資訊技術課程(例如 Python)，並於兩週內取得 GA(Google Analytics)證照，且

資訊人員須懂得如何運用市場資訊使提升自我能力。另外，程式撰寫方面的技

術則委由外部公司執行，但受訪者表示要找到能符合企業需求的資訊廠商較為

困難。 

另由於營運成本(房租、人事費用)逐漸地升高，受訪企業規劃運用大數據分

析進行精準行銷。將透過數據資料分析會員的消費行為，例如透過統計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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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點餐系統的資料後發現，儘管受訪企業主要的消費族群為女性，但男性使

用自動點餐系統的比率較女性高，同時消費者在較無壓力下的點餐行為會增加

一至兩成的消費金額。再者，受訪企業期望未來藉由數據資料的統計與分析為

基礎，建置差別化的會員行銷措施，確保行銷能更精準，以創造更大商業效

益。另外，受訪企業於 Facebook、Line 皆成立了會員專頁，會員人數目前分別

達到 46 萬及 250 萬人，而這些會員皆為受訪業者待開發的商業資源。 

3.未來隨著導入機器人的數量持續增加，是否可能對 貴公司的人力結構、

勞動條件(如工時)產生影響與因應方向 

由於臺灣正面臨少子化衝擊，且民眾普遍認為餐飲業的時薪低且工時長，

因此較不願意投入，形成受訪企業招募人才之障礙。受訪業者表示，最難招募

員工的據點為竹科門市，因為周遭高科技大廠薪資條件高，即使受訪企業在提

高薪資的情況下仍難招募到員工。除此之外，預期政府未來會不斷調漲兼職人

員的基本薪資，甚至於未來五年內將最低薪資調漲至與澳洲相同的薪資水準；

在人力不足與人力成本持續升高下，受訪企業兩年前將自動點餐設備導入門市

及研發了手機訂餐的 APP，同時將取餐櫃檯獨立。 

導入自動點餐設備後，受訪企業減少了點餐/收銀人員的數量，並將人力配

置重點轉而集中在收銀及製餐。由於面臨人力不足的問題，在職員工認為導入

自動點餐設備、APP 與送餐機器人等，正可紓解其工作負擔，因此並未有工作

可能遭到替代之憂慮。其次，也由於面臨人力不足，受訪企業並未因為導入各

項新科技而減少雇用。 

人力族群與調度方面，受訪企業每 10 間門市就配有一位區經理協助調配人

力，而員工大多為穩定性高、配合度高、工作態度認真的二度就業婦女；相同

地，受訪企業於日本的門市大多聘請中高齡的婦女。此外，受訪企業於每間門

市皆會雇用身心障礙的人員，稱為「企業之小天使」，負責送餐及打掃等基本事

項；年輕族群的人力則通常透過建教合作招募。 

4.因應結合新科技之智慧化服務趨勢，對於政府勞動法規及制度之建議。 

由於時常接收到中高齡員工反映能增加工作時數，但礙於勞基法規定，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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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業者目前使用四周變形工時制度，員工每週工時受限於 40 小時，企業無法讓

有意願的員工有獲取更多收入的機會，因此期望政府能放寬相關限制，使工時

方面的規定能有更大的彈性。另外，受訪企業認為其門市據點分散於全省各

地，若依現行「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規定，企業人員達 300 人以上須僱用護理人

員於企業辦理健康管理相關工作，將無法有效地達到此規則的原始目的；反

之，企業與各地醫院簽屬特約才會是較有效果的做法。再者，於護理人員離

職，但新聘護理人員尚未到任或招募中的空檔，政府應給予企業合理的緩衝

期，緩衝期內應免於受罰。除此之外，金流方面，受訪企業認為目前國內「無現

金支付」環境仍不夠友善；建議金管會應放寬思維，對於電子付款的支付方式不

應侷限在綁定信用卡，而可評估開放如類似支付寶，以開設帳號、存入金額的

支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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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錄 H(企業) 

一、訪談時間：2018 年 10 月 22 日 

二、訪談人員：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辛炳隆副教授 

三、訪談摘要： 

1. 貴公司是否計畫導入新科技技術執行相關業務? 

基本上，企業在導入 AI 系統會以前端與後端作業來區分，前端為各大便利

商店目前已使用的電子標籤(RFID 技術)，然而對受訪企業來說比較困難的是後

端部分。一般的電商(例如 PChome、蝦皮、Lativ)具有 6-12 小時內配送能力，是

基於統一倉儲、公規箱子的原因，使其能依據箱子規格編碼及撿貨。但是對於

便利商店來說，產品包裝多樣化，加上為使效益極大化及庫存最小化，仍然需

要人工撿貨，因此目前技術上仍無法使作業流程自動化及公規化。 

2.對於政府勞動法規及制度有何建議? 

於政府政策方面，受訪者認為「青年就業領航計畫」鼓勵高中畢業生就業為

相當好的政策方向，企業也普遍歡迎技職體系的學生，例如受訪企業目前許多

的幹部皆為透過產學合作而來。但是與以往相較，現今青年的適應、溝通與應

變能力，已不如三、四年前或是更以前的同齡者，因此產學合作將對企業的人

事方面產生較大的風險。儘管企業須承擔更多的風險，受訪企業仍願意給青年

多一點時間與機會學習：第一是提供高中生三年實習期間；第二是保證給予

28,000 元的薪資，同時政府將另外補助 10,000 元，相當於高中畢業生依政府計

畫每個月可領取 37,000-38,000 元之薪資，顯示產學合作不只能使青年獲得高薪

與工作權，企業亦能獲得穩定的人力。 

受訪企業於產學合作中，去年招募了 27位學生，其中 19位有意願留下繼續

在該公司工作；今年則招募了 22 位，其中一般高中生的比例較高職生多。同

時，受訪企業期望政府未來能重視且延伸此類計畫，如同受訪企業於產學合作

的三年中，不只對學生進行幹部培訓的課程，並鼓勵考取店長認證。除此之

外，若學生於產學合作期間後有意願留下繼續在該公司工作，企業將直接任用

其為幹部並承認於受訪企業實習的年資；反之，若學生想繼續就學，受訪者認

為政府須有配套措施，應鼓勵學生朝向與實習階段相關的領域學習，以延伸技

職體系之目的及培養社會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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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錄 I(專家學者) 

一、訪談時間：2018 年 10 月 31 日 10:30~12:00 

二、訪談人員：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 楊書菲副主任/副研究員 

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 林俊甫助研究員 

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 林廉庭輔佐研究員 

三、訪談摘要： 

1.目前政府已經將 FinTech、AI 等新科技與新經濟模式(平台經濟)發展列為

重要產業政策，而且獲得許多企業的響應。您認為這樣的發展趨勢對於我國

勞動市場及勞工權益將產生何種影響?如勞動條件(工時、加班費)、安全衛

生問題(工作環境、隱私權、過勞)、勞工保險(社會保險、退休金、健保)

等。 

受訪者首先說明從國內相關報告中感受到 AI 等新科技可能對工作者產生威

脅，特別是重複性高的工作可能被替代，但同時新的工作或是能力需求也被開

發出來。受訪者進一步以自身經驗為例，原為社會科學背景的他，留意到網路

聲量等非傳統問卷調查的數據蒐集、分析正在興起，進而自學程式語言專業，

成為埋首處理數據之「碼農」。但過程中亦感受到整體學術環境對學者投入新科

技領域的友善和支持程度不足，僅能依靠本身資源，以自學方式學習。 

其次，受訪者指出，傳統政治經濟學已經提出，經濟的力量必須要被社會

所調適。「兩種資本主義之戰」則提出「盎格魯薩克遜模式」與「萊茵模式」等

兩種資本主義積累模式，東亞社會則有另一特殊的資本積累路徑，臺灣又是東

亞區域中的指標性經濟體。因此臺灣或許在上述東亞社會的脈絡下，可以發展

出不同於西方國家，因應或吸納(absorb)新科技等外在衝擊的特殊發展路徑。 

受訪者認為新科技與新經濟模式下，過勞的狀況十分普遍，甚至已有研究

者已經因為長期投入數據分析而有肌肉萎縮等安全衛生問題。至於隱私權議題

則主要集中在工作現場和醫療檢查等數據，在透過網路科技蒐集、傳輸過程

中，對於隱私權造成侵害。另外西方國家近期關切社會福利縮減議題，特別是

民粹主義者，並將原因指向 AI 等新科技的興起(以及接受過多的外來移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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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等國家做出回應。例如英國近日對 Google 等業者課徵數位稅(Digital Services 

Tax)或是其他國家實施的機器人稅，用以支持社會福利等公共服務體系。基本

收入則似乎是另一個解決方案，但仍在試驗階段。 

不過新科技是否必然帶來失業問題仍待觀察。受訪者自行透過分析國際機

器人協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 IFR)與各國失業率數據(2016 年)，

以使用工業機器人最多的前 20 個國家為對象進行分析發現，工業機器人的使用

比率與失業率為負相關(但未達顯著負相關)，顯示使用越多的機器人似乎並不會

造成失業人數的上升。 

受訪者進一步指出，長期的低薪文化將不利於臺灣面對新科技與新經濟模

式的到來，而此與政策面與企業運作模式相關。首先從過去開放大量的外籍勞

工來臺工作使薪資水平降低，到低收入標準認定較嚴苛；例如國際勞工組織

(ILO)以「家庭」於一地區基本生存的薪資為最低工資，而臺灣基本工資則以「個

人」薪資為標準，相對較為嚴苛，皆可發現政府一直以來採取維持低薪的政策方

向。其次，受訪者認為企業導入自動化、智慧化等新科技以及研發，可分為兩

個極端，一端是資源豐富的大型企業、領先企業，或是享有壟斷地位者如金融

業者，投入意願高，但也可能壓縮到薪資調整空間；另一端則是一味尋求降低

成本(cost down)的企業，當然包括降低人力成本，都造成臺灣低薪文化長期延

續。 

另由於內需市場規模有限以及產業創新不足等因素，亦使低薪現象更加難

以改善。特別是對於中小企業而言，由於對於成本十分敏感，投資研發、新機

器設備及數位化轉型之意願不高，造成長期依賴低薪勞動力。例如受訪者多年

前曾訪問鳳山某家從事農產加工的中小企業表示，耗資數百萬從日本引進的自

動化機器，但因為屢次調校皆無法符合其需求，從此封存自動化機台。加上人

事成本低，因而寧願使用原本的人工作業模式(以高齡婦女為主)，也不再投資自

動化設備。為追求更高利潤，當時某些南部受訪業者甚至付給勞工較低工資(例

如在部分農村甚至支付六小時 500 元)，以創造更高利潤。未來如隨著對於勞動

條件或產品品質要求提高，這些中小企業可能在壓力下開始自動化；但也可能

決定不投資，而是轉至東南亞或其他低成本地點，但在當地成本上揚後，可能

就會結束事業，資金可能回臺轉入房地產等投機事業，對臺灣經濟將有不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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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 

另對於引進外勞政策，受訪者觀察臺灣社會近二十年來，對於東南亞勞工

的包容、接納度大幅提高，惡意攻擊外勞案例已經很少。預估未來隨著新南向

政策與相關法規實施(如新經濟移民法)，以及高齡照護需求增加等因素，如果引

進東南亞勞工人數增加，臺灣社會應不致於有太多反對聲音。 

2.在新發展趨勢下，工會的角色及型態是否需進行調整?如何調整? 

整體而言，針對新科技、新經濟可能對勞工產生影響的議題，臺灣各地方

產業工會的認知有限，同時取決於工會主其事者的態度與投入程度。例如以服

務產業為主的台北市，照理產業工會應該關切無人商店增加、銀行分行數逐漸

減少與資訊部門不斷增加下，可能帶來資訊人員增加與裁減櫃台人員等問題。

然而，實際上由於台北市產業工會多數為公營事業，並未意識到此問題；南部

產業工會以重工業為主，但國營事業色彩濃厚，對於趨勢變化的反應亦較為緩

慢。相對而言，擁有豐富製造業的桃園、中壢，由於較多企業推動轉型，甚至

是已設立關燈工廠，是少數認知到相關議題之產業工會。 

企業工會方面，首先目前臺灣企業成立工會的比例就很低，員工參加企業

工會的比例也不高；加上工會掌握資訊的意願有限，掌握資訊能力也經常不如

資方，難以明確認知到新科技等趨勢變化。因此，工會是否能發揮其功能，仍

取決於工會幹部之積極性、產業環境以及資方的態度。不同部門、年齡層的員

工，關切的利益與立場可能不同。而工會幹部的組成與決策機制，將影響其爭

取之權益內容與優先順序，例如部分企業工會的團體協約條款對資深同仁保障

程度高，但對新進青年族群不利。 

整體而言，臺灣企業工會與美國、西北歐生態不同，多僅關注本身利益，

運作成效也與其他國家差異甚大，甚至在臺灣曾有工會提出較資方更嚴苛之薪

資等條件，並未能代表員工爭取權益。至於企業工會之間一般很少互動，要合

作爭取公共利益並不容易，也鮮少有分享資訊的情形。但如遇到企業間推動合

併案時，雙方工會經常為捍衛員工升遷權益與爭取為存續公司等議題，引發衝

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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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工會應設定其扮演的角色，並強化所提訴求的建設性與具體性，以

提升工會的影響力及信任度；然而，臺灣仍少有勞資雙方針對推動自動化等經

營議題，事先達成共識的案例。有關德國工會與資方之溝通經驗，受訪者分享

德國今年初發生 28 年來第一次金屬工業罷工，導致全部汽車廠停擺。德國金屬

工業工會爭取「兩年內每週工時自 35 小時縮減至 28 小時」，資方則提出加薪但

不減工時，但工會堅持縮減工時，拒絕加薪條件。 

3.在新發展趨勢下，就產業發展及勞工保護的角度下，您認為我國現行勞動

法有哪些需修改之處?未來修法的原則及方向為何? 

除了第二與第三語言的教學，受訪者認為相當重要的是檢視下一世代是否

具備數位能力，未來「數位文盲」可能比語言文盲的問題更為迫切。就業者也需

要不斷提升自身能力，例如會統計方法已經不足夠，而是要會自行上網抓數據

和運用統計軟體分析，具備開發與撰寫程式的技能。這將會牽涉到社會未來的

發展，政府應把問題回歸到人力素質的提升。例如以教育政策而言，應加強國

中、小學程式語言與應用的教學(例如 Google Blockly 課程)，幫助下一世代能具

有符合市場需求的職業技能。此外，臺灣經濟的創新動能仍不足，例如據觀察

近年臺灣生技產業並未獲美國主流創投業者關注。因此期望政府能帶動創新，

包括稅收制度，而非守舊的強調社會保險；同時政府應重視理科基礎研究，並

提供社會科學於應用資訊技術上友善的研究環境。更多的政策建議以下將列點

說明： 

1. 現行國民年金制度對於工作者於轉職銜接期間如出現工作缺口，須立即

補繳相關費用。此對於收入中斷的工作者而言，形成很重的負擔，建議

檢討此制度之缺失。 

2. 平台經濟興起下，受訪者認為臺灣目前勞動參與率仍不高，且政府於促

進勞動參與率的政策多較為消極，應規劃相關政策措施，提升勞動參與

率。 

3. 政府提供的職業訓練與實際需求有落差，企業內部自行訓練相對扮演較

為吃重的角色。建議職訓制度的設計應多元化並與資訊相關，以符合實

際需求。 

4. 建議政府應提高企業所得稅，以提升失業保險給付。除此之外，針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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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經濟下接案者之勞動權益保障，目前由工作者自行承擔的壓力甚大，

可以採取比例分攤的概念確認雇用關係，進而由雇主承擔相關責任與成

本。受訪者認為，唯有社會安全機制承擔更多個人風險，個人才可能進

行學習、進修等自我投資，人力也才能升級。但目前新科技、新經濟模

式的發展趨勢似乎是讓個人承擔過多風險。 

5. 受訪者認為政府應發展 AI，帶動製造業升級，連帶服務業也會受益，

才可能創造社會性的財富，而非長期維持低薪的政策方向，此將不利於

產業發展。例如農產品的消費族群以都市為主，若無法帶動都市居民薪

資水準，就難以支持傳統農業與農村轉型；但政府似乎刻意壓低農作物

價格，以減緩都市工資上漲壓力。另一方面，新臺幣長期貶值的政策固

然有利出口，但不利於產業轉型。不過外界並不容易了解中央銀行的貨

幣政策決策過程。受訪者強烈建議，秉持開放政府的原則，立法院應立

法強制臺灣的中央銀行，政府應仿照美國聯準會，定期公布中央銀行過

去的理事會、監事會與各專家會議之紀錄，讓民眾了解各項決策之間的

關聯性，並朝「透明政府」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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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紀錄 J(企業) 

一、訪談時間：2018 年 10 月 5 日 

二、訪談地點：(電話訪談) 

三、受訪人員：公司發言人 

四、訪談摘要： 

受訪企業表示目前無人商店僅是試驗性質，仍在觀察消費者對此新穎之消

費模式的接受度。由於現階段消費者反應並未如預期，短期內企業沒有擴張無

人商店數量之計畫。故本團隊針對無人商店日後如有大量展店計畫，所提出可

能影響勞動權益與勞動條件之議題，企業於現階段尚無法回覆，同時婉謝本團

隊的訪談邀約。此外，受訪企業表示由於目前已取消導覽服務，因此如有需

要，建議本團隊可直接前往無人商店體驗。 

聯絡紀錄 K(工會) 

一、訪談時間：2018 年 10 月 22 日 

二、訪談地點：(電話訪談) 

三、訪談摘要： 

受訪企業表示，於新科技(例如智慧物流)導入方面，目前由於業務內容應用

AI 技術智慧化的進展有限，因此對於企業內部員工的勞動權益及勞動條件影響

不大。故本團隊所提出智慧化產生之人力結構、勞動關係及勞動條件變動的訪

談議題，受訪企業工會於現階段尚無法回覆，同時婉謝本團隊的訪談邀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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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錄 L(工會) 

一、訪談時間：2018 年 11 月 15 日 14:00~15:00 

二、訪談人員：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辛炳隆副教授 

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 林俊甫助研究員 

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 林廉庭輔佐研究員 

三、訪談摘要： 

1.目前政府已經將新科技與新經濟模式發展列為重要產業政策，而且獲得許

多企業的響應。請問您居於保護勞工權益的立場，對此政策有何看法? 

由於非典型勞工相對企業員工缺乏保障，更突顯產職業工會的重要性，但

產職業工會的扎根需要時間，且需要花更多時間來穩定會員、來使之團結且有

效發聲。這儘管是很大的挑戰，但是是必經的過程。受訪者也期盼企業工會若

願意將工會一部分的收入，拿來支持成立產業工會，以團結的力量共同面對產

業將來的問題，將可增加與資方對話的優勢。 

此外，受訪者也觀察到國內部分產職業工會已開始重視如何提供會員諮詢

等服務。例如某工會不是只有提供勞健保加保服務，或是為了取得話語權而短

線操作，而是投入許多會員服務工作。該工會的會員許多是自營工作者，以接

案形式為主，因此該工會每個月提供法律諮詢，幫助會員檢視合約；若合約有

相關爭議時，得透過律師、法律顧問得到協助及解惑。同時政府單位是該工會

會員主要的案主之一，若政府部門的標案不合理或拖欠付款時，單憑會員力量

很難與案主協商，這時該工會即協助會員向政府單位爭取權益。 

但企業工會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例如航空公司雖然已經聯合組成機師職

業工會，但倘若要進行勞動條件談判時，企業仍是要分開各自談判，因為企業

的薪資結構及內部規範完全不一樣；又例如韓國金屬工會有十幾萬會員，若金

屬產業底下的汽車廠發生勞資糾紛或是職災問題，仍需要各企業與其工會進行

協商。因此若以集結成更大的產業工會替代企業工會，將是不現實也不應該的

作法。 

2.德國在推動工業 4.0 相關政策措施時，自始至今工會都有參與。您認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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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在發展新科技與新經濟模式的過程中，工會是否也應該參與?據您所知，

國內工會對此議題的參與意願如何?據您所知，在導入智慧化設備的過程

中，管理階層主動告知企業工會的情形是否普遍? 工會是否主動向管理階層

詢問? 

目前大部分企業工會尚未意識到新科技將取代勞動者職務的問題，僅少部

分企業工會已面臨因新科技所引發的勞動問題。各行業中，由於新網路媒體步

調快且又需要分眾經營，甚至涉及金流功能，因此平面媒體是受新網路媒體技

衝擊最大的行業。以某報社為例，該報社數位轉型起步較晚且沒有足夠的進場

知識，加上高層對於新科技的應用沒有概念，認為只是將採訪內容上傳至網路

平台而已。但事實上新科技已造成整個新聞產製流程的改變，記者須配戴數位

包並身兼數職，包括發送即時新聞文稿及影音、一般新聞文稿、完整的文字報

導稿等，工作量為原本的兩倍以上。雇主一度規劃使用獎金方式鼓勵同仁，但

後來卻認為獎金制度將增加支出，又再次變更獎金結構，如此使從業人員無法

接受。此顯示了媒體領導者沒有充分了解數位轉型背後的流程改變，亦沒有意

識到員工的勞動條件與勞動權益會因此受到影響。 

受訪者進一步表示，一般企業高層認為其內部的決策沒有必要與工會討

論，且通常將勞動問題與產業經營問題切割，但有少數企業會於裁員(Layoff)時

先與工會討論的案例。臺灣工會目前面對的基礎環境不如德國，德國工會代表

長期與資方共同研商任何改變的前置作業流程，以及因科技變化後勞工所需的

技術與能力培訓。臺灣企業工會若要參與、討論企業內部議題，首先工會本身

需要具備相當的知識，但臺灣企業工會幹部的年齡層普遍較高，或是不太了解

當前勞動的脈動，所以無法快速且直接地意識到新進人員工作上的問題；另新

進同仁抱怨的事情，已不是單用降工時、加薪水或升遷能解決的，其中隱藏的

危機已和過去大不相同，例如新進人員對於工作的穩定感。 

另一方面，由於工會的會員通常是企業的正職人員，可能無暇意識到環境

包括數位科技的變化，加上目前沒有充分的實例或是數據讓各工會幹部感受到

新科技未來將對勞動者會有相當大的影響，因此認知程度有限。受訪者建議供

各工會幹部多一些的實際案例參考，並漸漸地引導企業工會直接與資方共同面

對、共同回應，並以團體協約方式保障權益。 

3.據您所知，已在生產或服務流程導入智慧化設備的企業，這些公司的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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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勞動關係及勞動條件是否已經受到影響?如何進行調整? 

新科技發展下，媒體業所受衝擊相當大，員工間因技術能力相互取代的問

題增加。電子媒體方面，若媒體企業的理事長是新媒體部門的工作人員或是年

齡層在 30 至 40 歲的工會幹部，皆相當注重相關議題並會努力吸取新科技的新

知，例如參考日本電視台如何將新聞透過新的影音格式與程式呈現於手機

APP，並研究使用手機 APP 觀看新聞的族群。同時新科技發展將使媒體企業減

少人力，國內電視台前陣子表示，首先要解僱傳統搭景技術人員，其次是資深

員工。因此照常理來說，企業工會應優先處理勞工的工作權問題，但資深的工

會及工會幹部在這方面完全沒有因應能力，同時企業沒有對員工進行技術訓練

及轉職輔導時，就會產生勞資爭議。 

媒體業的技術與生產流程變革方面，首先由於媒體業技術進步非常快速，

既有員工 20 年前的剪接技術，在現今是相當過時的且已無用武之地，但若要求

在職的五十歲資深員工學習全新的電腦剪接技術，將是相當大的挑戰。其次，

新媒體在新聞產製上的概念已與傳統相當不同，過去新聞的採訪需經過出機訪

問、剪接、上字幕等各種繁瑣流程；但新網路媒體時代強調「即時」，且當今媒

體看重有即時能力且能下聳動標題的記者，但對新聞品質要求較過去低，因此

新聞從業人員在新聞的品質及勞動價值上受到衝擊，尤其是以往以人脈與專業

撰述能力為優勢的資深記者。 

另一方面，傳統媒體從業人員注重新聞品質，再考量技術能力；但新媒體

從業人員則先考量技術含量與即時性，兩者的思維完全相反，且新聞的呈現方

式亦與以往不一樣。例如當今的新聞可用影音、動畫、VR 等新穎的方式展現。

若傳統的從業人員執著於既有思考模式，於新科技不斷進步之下將對其產生影

響與威脅。另外受訪者表示，目前我國相關從業人員的職業能力較弱使其缺乏

競爭優勢(例如燈光與音響設備的傳統硬體技術已沒有競爭優勢)，且我國企業在

投資規模相對較弱之下，使諸多臺灣電視產業人員前往中國就業。 

除此之外，無論電子媒體、平面媒體、網路媒體目前皆包含了新媒體部

門，但是新媒體部門的產製人員與傳統媒體人員的工作流程完全不同、需要的

技術完全不同、對新聞的概念亦完全不同。與此同時，沒有跟上潮流改變的傳

統媒體人員，將對新媒體部門有錯誤的認知，亦與新媒體部門的人員無法有效

地交流。近期文化部計畫推動「大公廣」整合計畫，擬將公廣集團、中央通訊



附-51 

社、中央廣播電台都納入「大公廣集團」，但從業人員雖然遇到了整合現有技術

與經驗，並使之轉化成不同於傳統產製方式的困難，但從業人員卻退而討論四

家媒體企業整合後的勞動條件，例如待遇的調整、職位的變動，而非新科技的

衝擊與因應。如此顯示了企業工會對新科技背後所產生的勞動問題，並沒有足

夠的危機意識，受訪者建議文化部與 NCC 應於「大公廣集團」的成立過程中，

就讓各方工會進場共同討論集團未來的定位、功能及人力的問題；而不應該等

合併後產生權益問題時再事後彌補勞動權益。最終這幾家企業工會有成功地爭

取到優先進場討論的機會，而此案例也是少數成功的例子。 

相同地，停車管理業也因新科技受相當大的衝擊，開單作業方式不斷演變

下，從以往人工開單，轉變成委外作業並以 PDA 設備開單，而現今台北市的地

下停車場、戶外停車場、路邊停車皆已自動化與智慧化，根本不需要人力。以

上述案例來看，部分停管企業工會以往會向市府抗爭反委外與工作權，但因為

少子化、老人化、科技化使工會體認人力需求大幅下降是必然的現象，例如工

會原本 1500 人的規模，現在降至 300 至 400 人的規模，大約是剩下 1/4-1/5 的人

力，抗爭反委外與工作權已經沒意義。停管企業工會現在將重點轉往爭取既有

人力的退休或是轉職權益。 

此外，銀行與保險業方面，日本保險業工會驚覺其 90%的理賠業務將被機

器取代，而人工只需處理其餘 10%的異常案件，同時臨櫃作業與保險業的紙本

審核作業也逐漸消失。但受訪者發現我國企業工會幹部(例如運輸業、航空業、

政府公共服務業)僅熟悉企業內部的勞資關係，或是勞動條件變化的議題，對於

整體勞動市場與勞動趨勢的變化並不敏感，亦尚未意識到哪些新科技未來可能

取代勞動力等議題。因此工會 L 也於今年四月舉辦數位科技對勞動市場與權益

之影響的勞動教育活動，並請到相關學者進行關於勞動的專題演講，期望工會

幹部能開始探討與此相關的議題。 

4.面對新科技與新經濟模式的發展，您評估對勞動權益可能造成之影響?可

能採行哪些因應措施?對於政府在勞動法規及制度上又有何建議? 

媒體企業僱用派遣、特約、外編人員等非典型員工的比例大幅增加，例如

某媒體的副總編輯與其公司就是簽委外約；某網路媒體公司的攝影師團隊中僅

三位為正職人員，其餘皆是特約人員；某電視台公司 1/3 是承攬人員且比例未來

會繼續增加，而承攬與派遣人員攬所負擔的工作量與正職人員一樣大，若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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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發生職災將得不到任何補償。 

因此工會 L 透過各種方式協助勞工或非典型工作者取得權益，例如由於法

律規定三十人以上方能組成企業工會，小型媒體組織因人數不足而無法組成工

會，這時受訪者建議其可邀請相關同業者加入，以通過現行規定的門檻及進行

團體協約；另亦要求工會開放非典型工作者加入，因此許多企業工會已在章程

加入「只要勞工的所提供的勞務屬於這個組織區域內就能加入該工會」條文，打

破傳統只有該企業正職員工才能加入的原則。如此不論是否為正職人員，只要

願意就可以加入該企業工會，且以幫助承攬人員爭取成為正職人員為目標。另

受訪者希望勞動部將媒體業排除在「勞基法七休一例假調整」之外，讓工會 L 先

協助產業工會進行集體性的團體協約，處理例假挪移問題，讓產業工會形成團

體協約，進而成為行業的規範，漸進式的促進產業面的勞資對話。 

新經濟模式方面，受訪者認為現行的社會保險體制是藉由有無雇主去區

辨，如此使沒有雇主的勞動者面臨比較大的職業風險且較少的社會保障。平台

經濟、眾包經濟、零工經濟下工作者所面臨的權益問題是相同的，既有的法規

不可能無限擴張的適用所有勞動關係，若原有的勞動法擴張到適用所有勞動關

係，法律將變得非常模糊且喪失保護能力。因此儘管政府應明確化僱傭關係的

認定，但不是只修正勞基法，且將之套用在所有勞動關係，例如漁工適用勞基

法的主張就難以理解，應該是要針對不同形態的勞動關係制定相關法規，修正

與該產業勞工相關的法律讓無解的現行法有所進展，也讓法律判決有所依據。 

同時，產職業工會有助於產業團結，例如職業技術訓練、與雇主團體的團

體協商、行業內的勞資紛爭調解、勞動條件提升等，此時產職業工會對於勞工

是重要的。但目前工會普遍缺乏團結的意識，通常只提供加保的服務，若工會

不是以團結為成立的主要目的，勞工就不需要多此一舉的透過工會再向勞保局

加保。因此只要是工作者就應該擁有勞保，政府不應強迫沒有雇主的自營工作

者透過職業工會加入保險，亦應修正此制度。同時由於越來越多的勞工同時擁

有多份工作，政府可利用類似帳戶或是手機 APP 打卡的方式記錄個人工時，以

釐清個人在不同時間與區段的工作責任。除此之外，受訪者認為臺灣社會團結

與行業團結的意識越漸薄弱之下，政府近期於新制勞工退休金計畫中開放勞工

自選投資，此舉值得商榷。勞工退休金的本意為提供勞工退休後的生活保障，

若薪資低的勞工將 6%退休金進行投資，便會喪失其原本的保障效果，甚至使社

會安全體制崩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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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錄 M(專家學者) 

一、訪談時間：2018 年 11 月 16 日 10:00~11:00 

二、訪談人員：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 楊書菲副主任/副研究員 

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 林俊甫助研究員 

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 林廉庭輔佐研究員 

三、訪談摘要： 

1.隨著平台經濟與零工經濟等新經濟模式的興起，如何認定僱傭關係與雇主

責任成為各國關切的議題。以臺灣的角度而言，您對於勞動法制面，如何明

確勞務平台勞務提供者、需求者，以及平台業者之關係與責任之建議? 

平台經濟在臺灣正值萌芽階段，受訪者透過拜訪企業了解，現行的物流配

送平台業者，招募機車族為會員接案送貨，並將會員區分等級。例如 C 級是隨

機媒合鄰近會員接案送貨，無特別送貨條件；B 級是會員收到貨物後須於指定

時間內完成任務；A 級則是會員須接受相關訓練(例如處理易碎品、生鮮食品等)

並依照送貨條件完成任務，站在法律的角度，此三種工作模式為不同的契約行

為。 

首先平台業者與 C 級會員的居間媒合關係為荷蘭模式，其雇主責任最小。

在歐洲國家，平台經濟興起前，從事此類型居間媒合的就業服務機構以公營為

主、私營為輔，並遵守國際勞工組織 181 號「私營就業服務機構公約」，私營就

業服務機構須另外接受相關專業訓練。臺灣法律方面，民國 81 年之前的職業介

紹法，原則上只有公營機構可進行媒合行為，如果私營公司從事職業介紹則屬

違法行為，涉及勞動基準法第 6 條「介入他人契約收取不法利益」的規定；民國

81 年之後新規定則是承認私營就業服務機構，但私營機構處理本國人的仲介關

係則必須取得私立服務機構的營業執照，從業人員也需要取得證照，且服務機

構的收費需要控制在一定額度之下，僅能收取微薄的諮詢費。其次，平台業者

與 B 級會員間為有條件式的勞務關係，工作者在依照條件完成任務後，便能獲

得報酬的工作方式，依臺灣的法律來說是類似承攬契約。承攬契約本身沒有勞

雇關係，工作者是自行控制其勞務，同時現在多數的勞務承攬關係的目的是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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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民法的規範，而此為目前臺灣法律控管最寬鬆的部分。再其次，由於有高密

度指揮與監督行為，平台業者與 A 級會員則為典型的勞務契約，此僱傭關係適

用勞動法所有法律。 

其次，受訪者近年與國外學者討論「新工作型態是否會對勞動法受到衝擊」

等議題後發現，不同年齡層的學者對此看法不同。60 歲以上的學者大多認為此

將不會對勞動法產生衝擊，僅須回歸判斷其指揮監督關係，即判斷勞動者無是

否有人格從屬性、經濟從屬性或是組織從屬性即可； 40-60 歲的學者則認為此

是大問題，相當重視「是否需要變革勞動法及設立新勞動法制」來因應新勞動型

態等相關議題，並對於難以預測的發展感到擔憂。然而從屬關係最初是透過人

格從屬性界定，藉由雇主是否對勞工有指揮監督的行為來認定僱傭關係。但今

日工作者與業者間的從屬關係日漸模糊，工作者提供勞務的目的已區分成，為

自己或是為企業組織提供服務的兩種形式，如此使組織從屬性的新概念逐漸形

成。而後又衍生出非典型工作者與派遣工作者的勞務關係，使得組織從屬性已

無法涵蓋此類型的勞工。受訪者認為此議題需經過時間演化出較低風險、可控

的運作模式，再透過各國的經驗處理法律關係；同時法制的發展仍受需求程度

影響，只要需求大到一定程度自然會有因應的法令出現，如同當初制定勞動基

準法來平衡民法所無法處理的勞動問題。 

2.針對現行勞動法制，如何強化對平台勞務提供者之隱私權保護、職業災害

(如過勞)、社會保險、集體協商權之建議?  

職業災害處理方面，可分為防止與補償兩個角度，防止的部份依據職業災

害勞工保護法，首要需先認定工作者為勞工或者是在共同工作的工作者；其次

是確定工作場所，若勞工在工作場所發生意外就可視為職業災害，若派遣人員

在工作場所發生意外則由工作場域的負責人負責。然而補償則是現階段對於非

典型工作者較為嚴重的問題，工作者若要獲得補償，勞基法方面首先要確認工

作者符合勞動基準法條件的勞工定義，才適用勞基法第 59 條職業災害的補償責

任，此法條規定「雇主不管有沒有過失都要負補償責任」，其中補償規定「若雇

主有按照法令或社會保險的規定，幫勞工投保職業災害的保險，此保險給付可

以抵充職業災害的補償金額」；民法方面，民事賠償則不限制受補償者需為勞

工，同時依勞基法第 60 條規定「職業災害的保險給付可以抵充職業災害的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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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而此職業災害的補償亦可抵充民事災害的賠償金額。法律的設計原理是，

由於勞工保險補償的定義範圍最大，包括通勤的災害、類似職業的災害皆涵蓋

在此，但其補償金額較低；其次職業災害補償定義範圍相對較小，但補償金額

較高；最後民事賠償的認定門檻最高、最嚴格，必須判斷雇主有沒有故意或過

失才可以判定賠償，但民事賠償的範圍與勞工保險及勞基法職業災害補償規定

相比之下是最廣的，例如工作者在工作場域內發生意外後，聘請看護等費用皆

由雇主支付。 

此外，歐洲國家曾預估平台經濟將快速成長，但根據國外學者調查，目前

僅英國與荷蘭的成長較快。大部分國家的平台經濟發展不如預期的原因可能

是，如同 20-30年前電傳勞動發展之初亦預期其將快速成長，但經營與發展上並

沒有想像中的容易。此外，在德國若要進行遠距工作(Telework)，因為其家中環

境將會是工作場所，政府單位會去工作者家中檢視環境是否符合安全規定。確

認符合規定後，工作者若發生意外則由雇主負責，此說明了平台經濟的發展在

德國較緩慢的原因。臺灣在這方面則完全沒有法律規範，也沒有相關配套措

施，以致在家工作的門檻低，但風險也相對高。然而為保障勞動權益，臺灣政

府時常直接引用外國的法律，但在立法前卻沒有完全了解外國法律的立法背

景，因此我國政府未來應先清楚了解立法背景再進行引用，才不會產生法律不

適用、不全面與節外生枝的情形。 

回到承攬關係中工作者的權益問題，德國法律規定，若工作者同時從事兩

份工作時，其總工作時數不能超過十小時，另工作者必須主動告知第一份工作

雇主即將有兼職行為，於告知後如工作者仍超過法定工作時數且發生災害，第

一份工作雇主則無需負責。另外香港的法律對此議題有些許突破，兩年前香港

依照長期依附性的概念，工作者若持續且穩定從事承攬工作兩年以上，企業就

必須給予勞動者休息的機會，及給予勞動者有薪的休假，不再淡化從屬性。然

而臺灣未來僅計畫將「五人以上公司之雇主需要強制幫工作者透過勞保局投保職

災保險」修改為「四人以上之公司」，政府在這方面似乎可以更積極。建議政府

可參考德國與香港的相關作法，但在引用國外的法律前政府應詳盡地了解各國

的立法背景及相關配套措施，再進行採用。 

社會保險方面，以上述企業為例，該平台業者若向勞保局投勞保，會因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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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人員非為企業員工遭勞保局拒絕；若向商業保險公司投保，亦會因勞動者可

能在 A、B、C 級工作間任意更換任務型態，而無法評估勞動者固定的勞務遭到

拒絕。換言之，現階段臺灣對平台勞務提供者，無法給予相關保險，對勞動者

保障方面是很大的缺失。另外臺灣不像德國的勞動者一定要有雇主才能投保社

會保險，因此建議協助工作者加入職業工會以加入社會保險。 

除此之外，現在潛藏的最大風險問題是，從大數據分析發現，平台經濟興

起之下，一項大型的工作可切割成眾多小工作，使企業能大幅降低的成本。如

同一項大工程的成本為十萬美金，若將其分割成零散的小工作，成本則只要一

萬美金；另外曾有導演透過Youtube集結全球群眾力量，利用各國民眾提供的小

影片製作成一部完整的微影片，並僅給予影片供給者微薄的酬勞。因此歐洲國

家調查發現，大部分平台經濟工作者處於低薪狀態。其次，受訪者擔心未來於

資源強烈的不對等情況下，掌握技術與平台經濟模式的人將控制所有的工作資

源。例如現今美國廣告業已受到新科技、新經濟模式衝擊。傳統的報章雜誌或

是電視媒體的廣告量只剩下 25%，其餘 75%的廣告業務皆被 Google、

Facebook、Instagram 等社群媒體控制，此情形與德國 1935 年代製造業類同。當

時原有數家汽車企業，但後來併購到只剩兩大廠商(GM 及 Ford)形成壟斷。 

歐洲國家亦擔心非典型工作者因為不是法律上正式的勞工，將產生其缺乏

社會保障的問題，例如沒有信貸的保障下，非典型工作者將很難通過貸款門

檻，因此造成其購屋及購車時借貸的問題，此為目前各國普遍擔憂的議題。再

者，平台勞務提供者普遍同時處理多樣工作，學習新技能需求高，因此歐洲學

者提出了非典型工作者學習新技能成本的歸屬問題，但應歸屬於勞動者本身、

企業、或是政府仍待討論。 

此外，臺灣產職業工會普遍僅有勞保加保的作用，沒有確實發揮為勞工爭

取勞動條件的功能。目前實際有積極運作的工會是桃園航空工會、機師工會、

外籍勞工組成的宜蘭漁工工會等。企業工會方面，受訪者建議應突破「只有受僱

用員工才能加入企業工會」的規定，過去只有完成登記手續、符合一定條件者才

能取得與資方談判條件的思維需要重新思考。另有關平台經濟者設立工會方

面，對此受訪者認為，較困難的是執行的可能性。由於難以審核平台勞務提供

者身分，其中牽涉個資法的問題，加上工作者皆分散在世界各地，難以集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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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向雇主談判，種種實務上的問題皆降低其可行性。除非當需求達到一定程

度且面臨迫切性時，政府才可能提出讓勞工以登記的方式，統計工作者所屬的

平台單位，再由國家替工作者出面與平台業者協商。 

新科技與新經濟模式對勞動影響的議題，發展及變化皆相當快速，因此現

階段仍無法制定出預防的機制，只能慢慢地透過法律引導，來控制工作模式及

工作風險，若直接用禁止的方式規範將會扼殺發展。政府應先從可處理的方向

開始執行，例如透過職業工會處理非典型工作者的社會保險問題；引導商業保

險公司開發保單，再要求勞務需求者、平台業者負擔部分保費。另外針對派遣

人力，事實上派遣制度對於企業彈性調度人力確有其正面效益，政府不應禁止

派遣，而是應規範其薪資水準，並規定要派公司應負連帶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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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錄 N(其他單位) 

一、訪談時間：2018 年 11 月 20 日 12:45~14:15 

二、訪談人員：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 楊書菲副主任/副研究員 

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 林俊甫助研究員 

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 林廉庭輔佐研究員 

三、訪談摘要： 

1.人工智慧、機器人等新科技對 貴院臨床實務、照護服務產生什麼影響?醫

師與護理人員如何結合新科技，進行診療判斷或提供照護服務? 

受訪醫院已導入多項智慧醫療設備，以血壓量測後自動傳輸為例，是否使

護理人員省時且省事，受訪者表示護理人員原本就依據病房區域、時間進行職

責劃分，基本上工作內容沒有改變，因此新科技導入前後差異不大。但護理人

員確實能透過此方式提高工作效率，且能減少資料遭竄改的疑慮、資料抄寫錯

誤或忘記抄寫的可能；同時因為護理人員仍延續原本的職責劃分，並沒有因為

使用新科技設備而會有被監視的感覺。此外在醫療端，保險業目前已在推動，

透過串聯醫院病歷資料庫，直接出具核保用診斷書；如此醫生以後將不用替病

人寫診斷書，但診斷書將沒有任何模糊的界線。整體來看此項新科技發展是利

大於弊，影響病人的行為模式不大，但是會牽涉個資等問題。 

2. 貴院導入人工智慧、機器人等新科技後，是否進行組織調整(如新增資訊

技術相關單位或職類)?醫師與護理人員是否需要進行相關訓練? 

護理人員的訓練方面，首先為導入新型血壓測量儀器與自動傳輸系統，受

訪者向該院共 23 個單位進行教育訓練，每單位約需花費三十分鐘說明，並透過

測試與體驗來提升護理人員對於新科技的接受度與操作意願。其次是新型血糖

測量機，新儀器不但可以減少護理人員的測量次數與提升精確度，亦能減少護

理人員抄寫的動作及降低錯誤率。由於新型測量儀器具備自動拋轉數據的功

能，同時能提升交班的效率。此外，受訪者認為人員培訓是個大工程，在職人

員是否能「接受」新科技是相當重要的關鍵。儘管時下大眾皆有使用電腦、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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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等新科技商品，但導入血壓、血糖量自動測技術仍須學習新的介面。訓練

初期對員工來說，由於伴隨著學習新知所需花費的時間與精神，護理人員並不

會認為新科技能減少其工作量，但是逐漸上軌道後，護理人員已相信新科技設

備能有效提升工作的效率。 

其他醫院方面，根據受訪者觀察與教學(護理課程)經驗，由於各家醫院推動

智慧化轉型的程度不一，有的中小型醫院尚未安裝智慧化設備，導致為使學生

了解醫院護理工作的實務情形，教學時必須同時傳授傳統及新的護理作業方

式。 

3.隨著導入人工智慧、機器人的程度日漸提高，是否可能對 貴院的人力結

構、醫護人員勞動條件(如工時)產生影響?例如紓解照護人力不足。 

目前醫療機器人概略分為三大類，第一是未接觸人體的外部服務型機器

人，例如招呼機器人、陪伴機器人；第二是搬運機器人，搬運項目根據安全等

級由低到高包括一般廢料、醫療廢料、器械、檢體及藥物，以及安全等級最高

的病人；第三是手術機器人、智慧開刀房等系統。導入的順位通常以安全等級

較低者優先，再逐步提高。但受訪者表示，目前國內醫療院所導入機器人等智

慧醫療設備進度，其中最主要的限制因素是依衛服部規定，醫院的護理人員/病

患比例是固定的，換言之並不能因為導入智慧醫療設備，而減少護理人員數

量。以受訪者任職的醫院為例，導入智慧醫療設備後，一位護理人員的負責床

數可從 5-6 床提升至約 8 床，但護理人員總數並未改變，而是將部分人員轉至較

缺乏人力的單位。也因此受訪者認為目前國內醫療院所導入智慧醫療設備，並

非著眼於減少人力，最主要的動機可能是為了營造其形象、提升曝光率，進而

可以吸引更多病患前來就醫。 

另由於目前國內對於智慧醫療的效益缺乏實際數據，隨著未來 5 年內臺灣

各縣市陸續會有以智慧醫療為導向的新醫院啟用(估計將會有約三千床即將進入

醫療供應端)，受訪者期待能累積導入智慧醫療前後的數據，以作為分析基礎。 

4.人工智慧、機器人應用於復健、照護或其他醫療領域之機會與展望。 

受訪者認為新科技日漸運用在醫療領域，將醫師數十年的經驗透過機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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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濃縮在電腦程式中，儘管 AI 能減少醫療遲疑時間、簡化繁瑣程序，使醫護人

員省下作業空間與時間，但各項智慧醫療設備仍需要由醫護人員進行確認，最

終的決策者仍為醫生，無法達到完全機器操作狀態。例如抓藥機器人，僅管抓

藥機器人與倉儲機器人相同的是，兩者的作業內容皆是有規律性的，但其中最

大的不同是，抓藥機器人仍需要藥劑師進行最終的確認。此顯示了人的價值無

法取代，而且溫暖照護，以及系統性知識是智慧醫療機器人所沒有的。然而醫

療產業未來將面臨，最終決策者是自然人醫生或是機器人的衝突、AI 機器人是

否具有法人身分、利用機器人進行醫療決策的責任歸屬、病人對機器人的信賴

程度等問題，皆為推動智慧醫療的挑戰。同時新科技將使醫院實體界線逐漸消

失，醫院的責任會因為居家醫療，及導入穿戴式設備而背負很大的責任。目前

各國相關的法律規範尚在發展中，未來法律上的紅線一旦形成，可能會使醫療

資源的分配重置，並對醫療產業發展及利害關係人產生嚴重的影響。 

5.因應結合新科技之智慧化醫療服務趨勢，對於政府勞動法規及制度之建

議。 

關於醫生納入勞基法的議題，受訪者認為可能性極低，第一是醫療具有延

續性，難以區分上下班時間；醫生同時被要求是無限責任制；第二是將產生極

高的加班費支出及相關人事成本；第三是諸多醫界資深人員皆不同意，儘管

85%沒有發聲權的受僱醫生相當期望醫生能納入勞基法。除此之外，於世代交

替與新科技不斷發展之下，教育端將產生不同世代的落差，老師與學生間的思

想與觀念產生差距，未來醫學的學校教育也需要翻轉，包括專業技術與倫理。

例如大一生現行所學的知識，於未來就業時可能已產生巨大的改變。受訪者表

示可以效仿紐約大學醫學院，募款讓學生免學雜費，無經濟壓力下，學生較能

按照意願選擇科系、科別，不用為了還清學貸而選擇報酬率較高的科系或科

別，同時也有助於改善科別間不平衡發展的現象；此顯示了制度誘導的重要

性，政府應修正相關制度以利醫療產業日後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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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錄 O(工會) 

一、訪談時間：2018 年 11 月 21 日 14:00~15:00 

二、訪談人員：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辛炳隆副教授 

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 林俊甫助研究員 

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 林廉庭輔佐研究員 

三、訪談摘要： 

1.請說明 貴公司目前對新科技的導入情形，以及導入之後對 貴公司之人力

結構、勞動關係及勞動條件產生哪些影響? 

受訪者認為新科技對勞動者產生的影響屬於漸進式。人力結構方面，該公

司的新媒體部門目前已成立 10 年，新媒體部門的人力資源大部分為重新招募，

其餘由其他部門人員調任。新聞產製流程方面，臺灣業界目前新聞產製的方式

多樣化，例如透過網路線上直播的網路即時新聞；透過 SNG 發送；電子報

(EDM)則是較為簡易的新聞產製方式，僅透過手機編輯與上傳。平面媒體方

面，國內部分報紙和雜誌已經退出紙本市場，且報紙產業皆已無打字部門，印

刷部門也隨紙媒沒落走向夕陽；電視產業目前則尚未有部門消失的情況產生。 

再者新媒體需要大量運用電腦製作，現今諸多的新聞作業都是虛擬攝影

棚，背景皆由電腦繪製而成，因此減少搭景佈置的需要。臺灣電視產業目前僅

剩一家電視台有搭景班，該電視台也正計畫將搭景班另外成立公司，除了自家

的案子外更可以接外面的案子；其餘的電視公司則通常是委託外部廠商執行搭

景業務；而受訪企業的搭景業務亦向來都是與外部廠商合作。此外，諸多電視

台目前皆僅剩新聞業務自製，其餘的節目大多為委製節目(即外包形式)，或是購

片，電視台人員則以擔任節目編審工作為主。 

此外，受訪者認為數位載具日新月異之下，將會削弱電視產業的發展，甚

至未來家庭將不再需要電視機。將來若消費者對新媒體接受程度越高，便會加

快電視台消逝的速度，電視公司則勢必要轉型。如此電視台在電視產業未來可

能以提供「內容」與內容的播出平台為主，則製作類的員工最可能走向精緻化甚

至因此消失，而這些製作類人員將走向製作公司；但其餘的專業人員則較難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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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例如記者，雖有 AI 取代記者編輯撰稿一說，但目前仍要視消費者的接受

程度定論。 

較為特殊的是，受訪工會曾於民國 92 年及 102 年兩度向公司爭取將全部的

派遣人員及承攬人員納入正職人員，以予勞務提供者較穩定的工作保障。 

2. 貴公司員工對於公司導入新科技有何反應?是否會擔心損及自己的工作權

益? 

新科技時代下，大眾可透過電腦、手機、平板等各種載具設備收看新聞，

使電視公司皆成立新媒體部門。受訪企業從對內的網路服務到對外網站服務、

從類比到數位，至今則轉變成 4K 全數位化製作模式，在技術上不斷演進。其

次，「無帶化片庫」也改變過去需要大量錄影帶儲存空間的形式，非線剪接流程

也較過去更為省時有效率。 

受訪者發現若將傳統思維放在新媒體事業則無法運行，還好該公司員工對

新科技將改變工作內容，都已有所認知，且了解若能善用新科技設備將大幅提

升其工作效率。不過針對這些技術變革，同仁仍需要相當多的時間學習及適應

介面操作，也確實有一些製作技術人員曾向工會反映其對數位轉型的恐懼感及

壓力。工會則是一方面說服會員了解新科技的變革是無法抵擋的，另一方面也

向公司爭取教育訓練資源，以減緩員工壓力。截至目前，受訪企業並無員工離

職，同時由於媒體工作內容專業性強及技術成分高，多數員工目前沒有因新科

技而被取代的疑慮。 

3. 貴公司在導入新科技的過程中，管理階層是否有主動告知  貴會?  貴會

是否曾就這項議題與管理階層進行協商? 

受訪者表示公司並不會主動將營運決策告知工會，同時工會亦無法於勞資

會議獲取內部訊息，工會通常是透過電子郵件取得相關訊息，如此受訪工會必

須自行了解企業內部各項新科技的發展及運用。另外目前該公司除了 4K 的大幅

轉型外，其他作業內容變動幅度不大，因此受訪工會仍以保障勞動權益為主。 

4. 貴會對於公司導入新科技對會員之可能影響，會採行哪些因應措施?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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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勞動法規及制度上又有何建議? 

該公司於民國 87 年成立，成立之時員工就提出了設立工會的想法，因此於

民國 88年便成立企業工會。受訪工會至今已成立 20 年，目前約有 800位會員，

並每月向會員收取 200 元會費，且加入了國際網絡工會 (Union Network 

International, UNI)。之後工會於成立的第十年，因當時面臨政黨輪替而產生危

機感，工會決議將部分經費轉成基金形式，以做為未來如需要向政府爭取權益

時之用。其次，由於文化部大力支持將臺灣的戲劇節目走向國際，該公司近期

積極投入戲劇製作，因此人員並沒有被解雇或被取代的問題；甚至因為導入新

科技而需要更多的人力，例如媒體產業的新科技設備皆需要由人員操作，不像

製造業可完全無人操作化。除此之外，近期政府計畫將四大公媒體部門整併，

受訪者表示該公司已與政府單位達成不解雇人員、勞動條件不變的協議。 

受訪者進一步建議於勞基法第 11 條「非有左列情事之一者，雇主不得預告

勞工終止勞動契約」第 5 項「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規定，加入

「應給予勞工緩衝期及企業應提供訓練」等事項，以保障勞工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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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錄 P(工會) 

一、訪談時間：2018 年 11 月 22 日 10:00~11:00 

二、訪談人員：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辛炳隆副教授 

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 林俊甫助研究員 

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 林廉庭輔佐研究員 

三、訪談摘要： 

1.目前政府已經將 FinTech 等新科技與新經濟模式發展列為重要產業政策，

而且獲得許多企業的響應。請問 貴會居於保護勞工權益的立場，對此政策

有何看法? 

受訪者表示該企業集團設有集團工會，且旗下各金融事業，包含銀行、證

券等亦皆有設立企業工會。受訪工會至今已成立三十年，且為臺灣金融界第一

家工會，因此擁有較強勢的發言權；另由於主管機關規定金融業於整併與裁撤

據點時，需先針對人員安置等進行勞資協商，且須將共識以書面方式記錄，企

業方能執行；再加上該公司僅推動少數據點裁併，速度並不快，因此目前對於

該公司的員工較無影響。 

金融業一方面為推廣數位化，裁併分行據點與櫃檯人員，但同時也要求加

強與消費者互動(包括 Know Your Customer, KYC)，此顯示數位科技無法替代人

員完成所有營業項目，尤其是業務推廣的部分，仍需透過人與人的交流來完

成。此外，日本的銀行近期於門市設置全方位的服務型機器，其能提供所有服

務項目，可是現場仍有人員的配置，但僅為引導作用。受訪者認為日本銀行此

新形態的服務模式，不見得能降低營運成本；且我國民眾對於新交易模式的接

受程度較為審慎，因此導入新科技仍需評估諸多因素，可能無法完全彰顯其效

益。 

2.據您所知， 貴公司是否已經開始在服務流程導入區塊鏈等 FinTech，以及

強化網路銀行功能?  

受訪者表示該集團以銀行與證券業務比重較高，這兩個事業體導入新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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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重也較高，網路銀行、網路下單更是早已在推動。此外，因應新科技的發

展，該集團於 2018 年成立了「數位科技處」；銀行亦成立了「電子金融處」。

該行於今年九月成立的南港分行，則是智慧型分行示範點，消費者可使用平板

填寫資料及電子簽章等數位功能，完全無紙化作業；另未來亦將於台南設立另

一智慧型分行-成大分行，為此該公司近年積極對內招募具備金融科技新思維的

員工，推動數位轉型。然而受訪者表示對新科技的發展產生些許隱憂，例如沒

有電力供應下可能會造成金流癱瘓；或者高齡長者可能因不熟悉數位操作介

面，產生交易安全問題等。 

3.請問 貴公司強化網路銀行功能，以及在服務流程導入區塊鏈等 FinTech對

人力結構、勞動關係及勞動條件產生哪些影響? 

該公司目前分行作業員工約有 1,285 位，工會理事長由於已有三十幾年資

歷，對於大多數分行作業員工的狀況皆相當熟悉。當同仁遇到困難時，會直接

向工會反映，例如員工因地緣需求的工作轉調等事項，工會亦會協助向管理單

位協調，工會充分發揮其角色。 

受訪者進一步表示，目前該公司的員工沒有因新科技而變動職務，據點裁

併的案例也相當少。僅有少部分櫃台人員轉職為業務人員，及依照同仁需求調

整員工的工作地點。針對少數由櫃台人員轉職為業務人員的同仁，其薪資結構

並沒有變化；但其中部分員工因此而獲得升遷，不過業績也需要達到相應的標

準。至於員工的心理調適方面，目前同仁都已接觸新科技訊息並有數位化觀

念，了解此為不可抵擋的趨勢，因此目前無特殊不適應的問題。教育訓練方

面，該公司支持給予轉職員工相關訓練，但要求員工考取新業務相關證照，以

便業務推動。最終受訪者認為，儘管自動化興起使人力需求下降，或許可考慮

縮減分行面積或搬遷至二樓，但不應該就此消滅分行據點，而是應該續留實體

門市，以保留就近服務、社區銀行的核心價值。 

4. 貴公司在導入 FinTech 的過程中，管理階層是否有主動告知  貴會?  貴

會是否有主動向管理階層詢問? 

受訪者表示儘管工會每三年會與企業簽訂一次團體協約，且包含「企業裁撤

人員需先與工會溝通與協調」之事項，但資方通常不會將訊息公開且透明化，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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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受訪工會目前已無勞方董事代表出席董事會會議，導致資訊不對稱的問題。

因此受訪者期望「證券交易法增訂 14 條之 7 條草案」能順利通過，以強制設置

勞工董事。其次，受訪者期望「勞動事件法」能儘早通過，以有效維護勞工法定

權益及促進勞資關係和諧。 

5. 面對新科技與新經濟模式的發展， 貴會會員是否會擔心自己的勞動權益

受損? 貴會對於新科技與新經濟模式發展對會員之可能影響，會採行哪些因

應措施?對於政府在勞動法規及制度上又有何建議? 

受訪者建議修正「勞動基準法第 35 條」連續工作四小時應休息三十分鐘之

規定，銀行業為連續性的工作性質，例如銀行行員正在進行結帳作業，不可能

因此停下手邊工作休息，因此產生執行上的困難；同時企業主管會以此規範變

相使員工加班，導致勞資關係惡化。此外，受訪者認為「工會法第 6 條」實質上

允許企業內有多層級工會的設立，不只會讓企業可能成立多個工會而產生鬥

爭、使工會無法團結，更會使多數的勞資會議淪為形式，因此建議政府應規範

企業成立一個企業工會為限。 

另「勞資會議實施辦法第 2 條」規定事業場所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上者，亦

應分別舉辦勞資會議之規定；由於銀行業分行數多，如此許多分行皆須另外召

開勞資會議，其會議可能淪為形式，因此建議將金融業排除適用。最終受訪者

建議如引用其他國家法令或制度時，應先考量國內整體環境之條件與適用程

度，以評估其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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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錄 Q(專家學者) 

一、訪談時間：2018 年 11 月 22 日 14:00~15:30 

二、訪談人員：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 劉大年研究員兼主任 

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 林俊甫助研究員 

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 魏品揚輔佐研究員 

三、訪談摘要： 

1.加強既有人力轉型與人才引進是目前各國因應人工智慧等新科技對勞動市

場可能衝擊，普遍的因應做法。對於臺灣面臨新科技可能衍生的職能與勞動

力缺口，您對於現行人才培訓(包含職訓、建教合作)與引進外籍工作者(包括

白領、藍領)等相關法制面之建議? 

目前新科技與新經濟模式之崛起，可能會對勞動者產生影響。舉例而言，

除了應用於金融服務業的理財機器人，近期微軟的亞洲研究院甚至還開發一種

技術，可以閱讀各篇文章的關鍵字，從而產生出另一份全新的分析文章，此舉

可能導致未來的分析人員面臨失業的風險。從以上的例子得知，人工智慧等新

科技可能產生勞動力取代及移轉的問題。因此，近期政府相關部門皆有研究關

於新科技取代部分勞動力之問題。但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慧等新科技對每個

產業影響的力道不同，很難以一個全面性的說法概括。換言之，智慧化轉型對

每個產業之勞工產生的失業壓力，在急迫程度上有快有慢，企業導入新科技的

時程也有所差異，例如傳產導入智慧製造的速度較慢，因此後續導致失業的壓

力不見得很大，建議後續政府實有必要針對每個產業的特性，研析新科技與新

經濟模式對其之影響。 

在人才培訓方面，可以分兩種面向討論。首先，在新進員工方面，建議可

以透過產官學研或是平台交流，在掌握企業需要的人才後，來媒合學界或政府

部門的資源規劃培訓課程；等到課程模組發展一定程度後，定期透過平台交流

調整模組，再將模組推廣至其他單位，擴大培訓人才的效益。第二，對既有之

工作人員方面，企業需要的是立刻可以作戰的人才，能夠將新科技所導入的設

備操作自如，而非是培養一個碩博士生。因此政府所投入之人才培訓或建教合

作，首先需理解企業需要的人才為何，才能在企業與勞動者間找到平衡點，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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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設立適當的培訓課程。此外，政府在推行人才培訓之課程，也須注意到被新

科技取代的人才，轉移到另一個領域之情況，例如：新加坡就曾發生大量製造

業外移，原有勞動者轉移到服務業的情況，因此建議政府可以思考如何讓勞動

者在移轉到另一個產業的過程中，獲得適當的協助。最重要的是，政府在做培

訓之前，建議先對每個產業與領域的特性(例如：白領與藍領在知識堆積的能力

上具有明顯差異)、每個產業對於轉型的必要性與迫切性以及目前哪些技術或是

職業被取代的可能性較高，作一番盤點與分析，才能有效將人力培訓之課程與

企業所需人才作適當的對接。 

在引進外籍工作者方面，可以區分為藍領或白領兩個面向討論。假定新科

技之導入是以節省人力為主要目的，在藍領勞工方面，可以如同新加坡一樣停

止引進來解決。至於在白領方面，政府似可思考在什麼領域需要白領的高階人

員，如何讓他們學習智慧化的工作型態，進而提升企業效率。去年我國政府通

過《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已把人工智慧放入這個領域項目，因此建議

政府可以研析攬才專法的施行，是否會排擠到本國勞工的就業情況。 

2.新科技對勞動市場亦具有勞動力開發的意涵，您對於隨著新科技的應用，

可能擴大如婦女與高齡者勞動參與機會之看法，以及法制面之建議? 

關於擴大婦女就業方面，日本就有類似透過電傳勞動的案例，例如已婚婦

女可以一邊在家照顧小孩，一邊透過遠距的方式參與勞動，而這也逐漸成為一

種趨勢。然而，我國的勞基法係以過去工廠法為基礎，偏向製造業營運模式；

並以「定時、定量、定點」的準則來定義勞資關係，不論是工時計算或是職災給

付都有一定的標準。但若是遠距此種新型態的工作成為趨勢，那麼「工時計算的

認定」該如何衡量以及「在家工作受傷」的職災認定就成為重要課題，有待政府

去釐清。基於此，必須回歸勞基法設立的基本面，主要是保障勞資雙方的權利

義務，資方須保障勞工固定工時，加班時數的認定也需要有一套標準。因此，

只要遠距之工作型態可以確認雇主的確存在指揮監督關係存在，那麼相關法規

(除了勞動權益，甚至還須包含勞動環境與勞動條件)必須要與時俱進的調整來因

應新型態工作。 

3.隨著平台經濟與零工經濟等新經濟模式的興起，如何認定僱傭關係與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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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成為各國關切的議題。以臺灣的角度而言，您對於勞動法制面，如何明

確勞務平台勞務提供者、需求者，以及平台業者之關係與責任之建議? 

在對平台勞務提供者的保障方面，因應新型態工作的出現，勞動者工作的

地點不再是傳統的固定地點，也可以在家裡自由接案，也可能不只為一個雇主

工作。因此法制面如何因應新工作型態實為一個很重要之課題。目前國民年金

制度提供自雇者最基本的保障，但跟傳統勞動者可以透過工會加入勞保相比，

對於新型態勞動者的保障仍有不足。 

基於此，建議政府應該要省思「在家工作接案」或是「承攬商」等新的工作

形式是否可以被法律認可的型態，若可以被認可，政府應當介入協調，將他們

視同傳統勞動者般給予平等的對待，也就是說相關勞工權益及社會福利都應該

比照傳統勞動者，例如加入工會、納入勞保等。若是當前法律仍不認可這樣的

工作型態，則可以透過商業保險補足保障缺口。然而，採用商業保險有其困難

存在，一是目前仍沒有開發相關商品，即便開發出相關商品，所耗費的成本也

可能很高。二是保險費用可能就必須轉嫁到自雇者身上，進而造成社會保障制

度對於勞務提供者，因為其有無雇主，不平等對待的狀況。 

4.針對現行勞動法制，如何強化對平台勞務提供者之隱私權保護、職業災害

(如過勞)、社會保險、集體協商權之建議? 

在勞工五權方面，例如集體協商權的部分。如果一個新形態的工作者可被

視為勞工，那麼相關的勞動權益及社會福利都應該比照傳統勞工，而這也牽涉

到政府的態度。換言之，政府是否認為自由接案者及在家工作是一個被認可的

工作型態，若是政府其實不鼓勵此種新型態工作，後續的相關權益如集體協商

可能就沒有討論的必要。 

其次，必須思考在平台的範疇，集體協商權適用哪個法律。例如以 Uber 為

例，在司機與平台間是否存在僱傭關係，若兩者間存在僱傭關係，在司機與平

台間的定型化契約中，司機是否為弱勢的一方，若是則政府應可介入協商。但

若兩者間不存在僱傭關係，則就並非適用勞基法，也就沒有後續是否適用勞工

五權的問題。此外，新科技與新經濟模式具有涉及多重利害關係人

(multi-stakeholder)特性，必須釐清錯綜複雜的關係與適用的法律。以上述 U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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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來看，其實部分議題也不適合由勞動法規處理，而與競爭法有關。換言

之，平台的出現是為了解決資訊落差的問題，司機與平台間是否存在僱傭關係

其實有待商榷，若是因為兩者間契約問題需要協商，其實相關工會便可暫時解

決這個問題。但若之後有新型態的類別出現，例如：住宿業者及住宿平台，住

宿業者是否必須歸類勞動者，就有很多值得探討的空間。基於此，建議政府必

須回歸基本面，在因應新科技及新經濟模式來調整相對應法規之前，應該先盤

點每個產業的特性及態樣比較適當。 

5.其他因應新科技、新經濟模式之勞動法制相關建議。 

對於其他建議目前有兩點，第一，政府對於新科技與新經濟模式的定義標

準的拿捏必須適當，首先，自雇者的特性與型態是否真的可以歸類於勞工，因

為他們大多採用自由接案的方式，自由程度遠比傳統勞工大，雇主似乎也沒有

對新型態工作者進行指揮監督。因此建議政府可以思考新型態工作者是否具備

勞工的本質，進而思考新型態工作者是否有被保護的必要，若是他們並非處於

弱勢的情況，政府是否有必要花費相關資源去保護他們。 

此外，對於平台和新型態工作者間，建議可以朝競爭法的面向思考，進而

評斷平台是否存在壟斷的情況，但這樣又似與本研究研究的勞動法的範疇偏

離。第二，在人才培訓方面，建議地方政府也必須參與其中，相對於中央，地

方政府對於當地市場及產業脈動有較高的敏感性，更能了解勞工需求，也較容

易在企業與勞動者間扮演居中協商的角色，反而可以真正保障勞動者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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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錄 R(勞工團體) 

一、訪談時間：2018 年 11 月 23 日 18:00~19:30 

二、訪談人員：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辛炳隆副教授 

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 楊書菲副研究員兼副主任 

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 林俊甫助研究員 

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 魏品揚輔佐研究員 

三、訪談摘要： 

1.目前政府已經將新科技與新經濟模式發展列為重要產業政策，而且獲得許

多企業的響應。請問您居於保護勞工權益的立場，對此政策有何看法? 

目前新科技與新經濟模式發展已蔚為一種風潮，歐美各國皆興起相當多新

形態的工作方式。以此趨勢來觀察，可能是一種不可逆之狀態。然而，既有的

勞動法規尚無法與時俱進調整，例如僱傭關係不明確等問題，導致勞工權益受

到傷害。因此既有勞動法規該如何因應新科技及新經濟模式調整，是相當重要

的課題，也有待相關單位進一步釐清。 

首先，新科技的出現與新經濟模式的興起(如：共享經濟與平台經濟)兩者間

其實存在因果關係。換言之，當一產業內的勞動者被人工智慧等新科技替代掉

後，除了可以移轉至另一個工作部門，另一個可能性就是離開原有崗位，接下

來可能就往新經濟模式發展，例如轉入某個平台，成為承攬商或是自雇者。特

別是目前平台的進入門檻低，更容易吸納受新科技替代的勞動者。例如

Lalamove 兼差送貨平台便主打時間彈性自由、不用排班以及無須快遞經驗的人

都可以進入。基於此，自雇者與平台間是否存在明確的僱傭關係，便是一個值

得探討之問題。舉例而言，若是一個 Lalamove 登入型派遣者在兼差送貨途中發

生意外傷害，職災給付責任如何認定仍有爭議。另一方面，目前平台勞務的收

費亦普遍低於基本工資。從以上面向看，新型態勞動者的權益可能因新科技與

新經濟模式的興起受到影響。 

2.德國在推動工業 4.0 相關政策措施時，自始至今工會都有參與。您認為我

國在發展新科技與新經濟模式的過程中，工會是否也應該參與?據您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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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工會對此議題的參與意願如何? 

在工會議題方面，可能是民族性因素，德國工會在推動工業 4.0 相關政策措

施時，自始至今參與的程度都很高。國內工會目前則尚未關注新科技與新經濟

模式相關議題，其主要原因可分為四點。第一，企業考量導入新科技與維修成

本，加上人事成本仍相對低等因素，全面採用新科技的願景還很遙遠。這種情

況在臺灣零售業很常見，也可以解釋目前臺灣大賣場為何較少導入自助結帳等

設備。第二，針對新科技與新經濟模式催化新型態工作者之議題，國內工會並

不熟悉，普遍欠缺危機意識。 

第三，由於網際網路之普及，網路上已有一些為勞工權益發聲的管道，例

如網路哭牆，可能會替代既有工會的部分功能。但在網路上以虛擬形式發聲或

是動員仍比不上實際組織動員有效，因為實體組織的共識及意識形態較為明

確，也較有影響力。因此對未來虛擬工會是否能夠真正成形，受訪者立場較為

悲觀。最後，由於人本身具備人格的多樣性，可能在某些時候是勞動者，某些

時候又變成消費者；在新經濟模式興起下，身為消費者得到的利益經常讓人忽

略了勞動者權益，因此要形成一個與平台集體協商之格局並不容易。 

基於此，建議後續研究可能要點出新科技與新經濟模式興起可能引發的危

機為何，讓工會或相關部門重視，才可能提高工會的參與意願。  

3.據您所知，已在生產或服務流程導入智慧化設備的企業，這些公司的人力

結構、勞動關係及勞動條件是否已經受到影響?如何進行調整? 

在採用人工智慧等新科技的企業方面，金融業其實存在一個有趣之現象。

目前銀行除了 ATM 外，也推出其他網路銀行或是手機下載銀行官方 APP，便可

處理轉帳、付款等業務。值得一提的是，銀行員工還需教會客戶如何下載及使

用 APP，而這也是 KPI 之一，因此形成一種員工教會客戶使用新科技來取代自

身工作的現象。由上述金融業的案例可知，已在生產或服務流程導入相關智慧

化設備的企業，可能會取代現有人力的工作內容；但在金融業，推出金融商品

的速度日新月異，因此原有人力可能會移轉到更是以績效為導向之部門，例如

衍生性金融商品之部門，將會導致員工因追求績效，加班的情況更為普遍，進

而使勞動條件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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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據您所知，在導入智慧化設備的過程中，管理階層主動告知企業工會的情

形是否普遍? 工會是否主動向管理階層詢問? 

據了解目前有事先進行溝通的企業很少；但根據規定，工會不得透過團體

協約限制企業購置新技術與設備。但受訪者認為目前在法規的解讀上，應該是

指當企業決定導入新技術或新設備時，特別是此項技術可能替代掉部分人力

時，應當與工會協商。然而，在目前的情況，工會鮮少使用這項條文主動與管

理階層討論導入新技術或新設備，對勞動議題之影響。 

5.面對新科技與新經濟模式的發展，您評估對勞動權益可能造成之影響?可

能採行哪些因應措施?對於政府在勞動法規及制度上又有何建議? 

目前新科技與新經濟模式已是一個不可逆的現象，因此建議相關單位必須

重視這個課題。當一產業內的工作者被人工智慧等新科技替代後，除了可以移

轉部門或是工作內容，另一個可能性就是離開原有崗位，往門檻較低的平台發

展。因此工作者可能從僱傭關係明確之工作環境，轉換到平台此種僱傭關係模

糊的地帶，對勞工應有的職災等社會保障將造成損害。 

在因應措施方面，平台勞務需求者可能是平台，例如 Lalamove 此種登入型

派遣平台，但由於勞務提供者可以自行選擇是否接案，較難以設計完善的勞工

保護機制；建議政府應積極認定平台勞務提供者與平台間是否存在勞動事實與

僱傭關係，但也不可能要求所有工作型態都納入勞動法制中，或許可以判例的

形式協助釐清其僱傭關係。例如 Lalamove 送貨員被投訴而後遭到懲戒，是否就

可以此認定其與平台間具有所謂的指揮監督關係，進而界定其具有從屬性。目

前 Uber 在臺灣已克服此種困難，Uber 在臺灣必須要完成登記，因此勞務提供者

可被視為是自營作業者，就如同一般的計程車司機。但新型態的工作形式日新

月異，因此建議政府累積足夠態樣後，才能得知既有法規是否有需要調整的地

方，也才能設定一個最適合新型態勞動者的保護機制。 

但在設計勞動保護機制時，還須注意一件事情，因新科技被取代的勞動

者，本身條件並不具優勢，所以不得不選擇平台經濟等低門檻的工作。若是政

府提出的保護機制過高，導致進入平台的門檻提升，對於失業勞工的就業反而

有害。基於此，受訪者預計後續將蒐集平台勞務提供者案例，了解其勞動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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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進而尋求就業機會與社會保障間的平衡點；受訪者建議政策目標應要給予

平台勞務提供者一個最低門檻之保護，而不是如目前的幾乎無保障。另外，在

工會方面，我國工會目前對新科技與新經濟模式的議題較為忽視，建議後續須

點出新科技與新經濟模式可能引發的問題，進而讓工會或相關勞工團體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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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錄 S(工會) 

一、訪談時間：2018 年 11 月 27 日 10:00~11:00 

二、訪談人員：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 林俊甫助研究員 

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 林廉庭輔佐研究員 

三、訪談摘要： 

1.請簡要介紹當初成立工會的動機、會員組成概況以及提供會員的服務內

容。另從成立至今，工會運作主要面臨哪些議題? 

受訪工會成立於 2011 年，目前約有 800 位會員，每年向會員收取 1,800 元

年費，但每年的會費收入僅能支持基本會務。至於提供給會員的其他服務，例

如法律諮詢、合約檢視、講座等則需向文化部、文化局、國藝會等，透過申請

藝文推廣計畫，例如視覺與表演類補助案，爭取額外的經費。其次，受訪工會

曾嘗試與同領域其他產業工會交流，希望可以形成整體力量，但可能由於各工

會理念不同，並未獲得響應。但受訪者表示該工會的許多服務已逐漸影響同領

域其他產業工會，期望未來能創造更多外溢效果。 

此外，受訪者表示臺灣多數職業工會只提供勞健保加保功能，不如國外的

職業工會具有強勢的地位，例如德國的職業工會擁有議價條件且工會會員皆為

該職業相關的人士。因此受訪者曾向政府單位提出「強制規定工作者加入職業工

會」的建議，但政府單位認為臺灣為民主自由國家，無法強迫工作者加入工會。

受訪者則認為，若不改善工會的地位，將會侷限工會未來的發展。 

2.據您的觀察，新科技(如數位設計)、新經濟(如平台經濟)對於藝術創作者的

影響程度，以及主要影響的面向? 

近年來逐漸興起許多結合新科技的表演藝術形式，例如需要下載 APP 的捷

運演出或是配戴耳機等新形式。整體而言，藝術創作者目前並未因新科技而導

致失業，反而新科技是促使藝術創作者進行試驗與創新，產生跨界的多元表演

方式。同時由於一般藝術創作者的工作狀態不穩定，並非處於固定就業狀態，

也就難稱之為因新科技而失業。另外藝術創作者所具備的能力，通常不是由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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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或公共提供訓練資源，長期以來就是依靠本身自己投資，因此新科技對於其

創作生態而言，並未有太大影響。 

3.據您的觀察，藝術創作者透過網路平台提供勞務的過程中，最常遇到的勞

動條件和權益的議題有哪些?從工會的角度，可能提供哪些協助? 

受訪者觀察到部分藝術品交易平台，會要求創作者與平台業者簽訂永久專

屬授權合約，進而獨家取得創作者作品之全部著作權。此對於創作者非常不公

平，但因為創作者普遍不熟悉法律，也沒有詳閱合約文字，而造成權益受損。

其次，受訪者進一步表示，經常接到藝術創作者遭遇合約內容不合理與款項拖

欠等事項，此時受訪工會會以法律諮詢的方式提供建議，並期望未來能建立藝

術創作者對合約條款審閱、修改與議價的觀念，以降低工作風險。受訪工會也

正在擬定定型化契約範本，目前已有演員合約範本，未來將有表演藝術合約範

本、藝術家與畫廊間的視覺藝術合約範本等，供藝術創作者參考。 

受訪者近期也觀察到藝術創作領域有部分正向發展，第一是接案過程中，

開始有勞務需求方提供透明的預算表；第二是勞務需求方請創作者自行報價，

而非一味要求低價。未來，受訪者期望該工會能朝向最低限度經紀人的模式經

營，透過工會制定不同藝術領域的文件範本與價格制度，讓勞務提供者擁有基

本的工資與權益保障，並強化其面對勞務需求方之談判力量。 

4.因應新科技、新經濟對勞動權益的可能影響，您對政府在勞動法規及制度

上有何建議? 

社會保障方面，目前原則上職業工會僅接受從事相關工作者加入會員並加

入勞保，因此如果勞務提供者同時從事多個差異很大的工作，就有同時參加不

同職業工會的需求，否則保障會有缺口。受訪者建議未來應要求勞務需求者須

負擔工作者勞保、職災保險保費，而非全數由工作者自行承擔；儘管工作天數

很短，需求方仍應負擔工作者之勞保、勞退、職災保險保費。 

其次，受訪者表示藝術創作工作者目前所面臨的困難是，無法如同有僱傭

關係的勞工，能透過企業證明其工作性質，並由雇主申請職災給付。藝術工作

者需要靠本身力量處理職災給付或賠償事項，並需自行設想勞保局願意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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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證明且提供非常多的佐證資料。對於藝術工作者來說提出證明是相當困難

的，由於無固定雇主、或是雇主不願意提供證明，加上藝術工作者的工作場

所、工作方式與傳統受僱者相當不同，皆導致藝術工作者及非典型工作者難以

舉證。再者勞保的傷病給付分成職業傷病與普通傷病兩種，係以「因不能工作導

致無收入的薪資損失部分」的概念，職業傷病給付工作者 70%的平均月投保薪

資；普通傷病則僅給付50%的平均月投保薪資，且普通傷病要住院超過4日才能

請領，自行修養的期間是沒有給付的。 

針對上述職災保險議題，如果用商業保險方式補強保障缺口，相當於將成

本轉嫁個人，有違公平性。實務上，目前許多藝術創作者，因為工作具高風險

性質如特技人員，一般保險公司已拒絕承保，未來如發展出商業保險，預估也

會面臨類似問題；因此希望文化部能開發類似「藝保」的方案提供藝術創作者保

障。 

此外，虛擬工會的可行性方面，受訪者表示認同將會務數位化，但虛擬工

會對於會員的入會資格仍應進行嚴格審查，且會員身分應與產業工會的性質相

同；若人員審查標準寬鬆，將會違背工會宗旨且不利工作者團結。受訪者另表

示儘管多數會務已可透過線上作業，但工會目前較為困難的事項為，選舉會員

代表時，仍須有一定數量的會員出席投票，需費時聯絡才能達到出席人數之門

檻。最後受訪者表示曾以劇團，搭配學校共同申請經濟部、科技部之產學合作

專案，但因為劇團屬於非營利單位，被認定為資格不符，建議放寬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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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焦點座談會紀錄 

「新科技及新經濟對勞動市場及勞動權益的影

響」座談會 

會議紀錄 

壹、時  間：107 年 08 月 31 日(星期五)下午 14:00-16:30 

貳、地  點：中華經濟研究院 522 會議室 

(臺北市大安區長興街 75 號) 

叁、與會人員：共 26 位(詳見簽到單)。 

肆、議  程： 

時間 議程 

13:30-14:00 報到 

14:00-14:05 主持人致詞 辛炳隆副教授 /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14:05-14:20 引言簡報 楊書菲副主任 /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 

14:20-16:30 

綜合討論 

討論議題： 

(1) 新科技及新經濟的發展趨勢及對企業營運模式的影響 

(2) 企業營運模式的改變對勞動市場(如就業及職能需求、雇用

型態等)的可能影響 

(3) 勞動市場的改變對勞動權益(如雇用關係、最低工資、工作

時間、勞工福祉及職災保險、勞工歧視)的可能影響 

(4) 新科技及新經濟對勞資關係、勞動政策、外勞政策等之影響 

(5) 企業及勞工的因應策略建議 

(6) 政府的相關政策調整建議 

主持人：辛炳隆副教授 /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與談人： 

王厚誠司長 / 勞動部綜合規劃司 

林子文副總經理 / 全聯福利中心 

韓仕賢秘書長 / 全國金融業工會聯合總會 

簡禎富講座教授 / 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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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其恆所長 / 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 

戴國榮秘書長 / 全國產業總工會 

謝鄭忠處長 / 宇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服務處 

伍、會議記錄：林廉庭 

陸、會議討論主題：新科技及新經濟對勞動市場及勞動權益的影響 

一、主持人致詞  

辛炳隆副教授 /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臺灣現階段製造業發展不如預期，在需求量不足的情況下，製造商難以有

足夠的資金與機會跟上工業4.0的腳步。此外，AI可能大量取代人力已是各界關

注重點，未來勞工的工作內容及型態必定會因此有所改變，如此受僱者勢必要

學習新技能以因應新科技與新經濟模式。此顯示職能升級為相當重要的一個環

節。 

於零工經濟蓬勃發展下，我國在勞資關係的處理上與德國完全相反，臺灣

工會始終沒有與資方共同進行協議，再加上自由工作者與平台業者無法律上的

僱傭關係，將產生許多權益上的爭議。因此我國或許可以參考德國經驗改善相

關制度，以保障勞動權益。 

以上為臺灣經濟及勞動背景之補充，希望藉由此次座談會聽取各方之意見，

以獲取實質建議來幫助我國勞動市場及勞動權益之提升。 

二、引言人報告  

楊書菲副主任 / 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 

針對新科技及新經濟對勞工的影響，將分為三大部份進行說明。第一，臺

灣勞動結構之變革。2013 年至今，我國少子化及高齡化程度越漸明顯，從歷年

人口結構變化顯示，臺灣未來的人口數將呈現負成長。就勞動市場面，主要特

徵包括非典型就業人口增加、總勞動參與率相對於其他國略低。就業分布方

面，我國就業人口除聚焦在服務業外，約三分之一就業人口從事機械操作與技

藝相關工作，未來可能受自動化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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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臺灣新經濟及新科技之政策。我國為提升企業研發實力，推動諸多

政策來維持經濟與產業的永續發展，例如「5+2 產業創新計畫」、「國家科學技

術發展計畫」及「臺灣 AI 行動計畫」。在全球數位競爭力排名上，我國為前段

班，但近年來排名有逐漸落後的趨勢；產業自動化程度方面，我國有不錯的基

礎，為全球前十大。產業對於數位的應用，我國 90%企業表示，未來三年將以

導入人工智慧為主軸。其次為，大數據分析與決策、商業流程自動化，及雲端

客戶關係管理。此外，臺灣共享經濟的發展領域逐漸擴展，其中以「產品共

享」、「服務共享」及「群眾募資」為主，而新經濟的發展多屬「自由接案」形

式。 

第三，各國對於新科技及新經濟之因應措施。依目前研究顯示，在各國非

典型就業的多元化及新科技的發展下，關切重複性且極低薪之工作將被自動化

取代。但日本與其他國家不同，以勞動力開發角度，積極投入如何應用 AI 技術

引導婦女、高齡者再就業，以補強勞動缺口。另因應平台經濟下模糊的僱傭關

係、勞動保險等社會安全制度不足，加上教育程度低及高齡族群易被新科技取

代，各國皆重視提供職業訓練來提升勞工技能，並以釐清僱傭關係及修訂平台

經濟之相關法規為目標。 

三、綜合討論 

經由此次座談會，針對我國新科技及新經濟對勞動市場及勞動權益的影

響，與談人提供相當多建議與意見，重點歸納如下： 

(一)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辛副教授炳隆： 

(1) 本計畫關注的議題主要包括：第一是企業導入新科技的速度和程度，如

果根據本研究進行的個案研究發現，製造業導入新科技的速度其實並不

如預期快； 

(2) 第二是人力是否被 AI 等新科技取代，目前的文獻呈現眾說紛紜，如從個

案研究結果觀察，並沒有人力遭到替代的情況，更多的是工作內容的改

變； 

(3) 第三是因應新科技、新經濟模式，人力素質的提升是必要策略。但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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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制度無法有效提升人力素質，擴大引進外籍專業人士是必要的，即

新經濟移民法規劃方向。 

(4) 第四是新科技、新經濟模式對勞動權益的影響，這部份議題包括隨著零

工經濟興起，保險制度如何因應? 一個方向是納入既有保險架構，使之

成為準勞工；另一個方向則是建立新的制度。 

(5) 相對於歐洲特別是德國工會是與資方共同討論新科技、新經濟的影響與

因應措施，臺灣工會對此議題的認知相對有限。 

(二)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簡講座教授禎富： 

(1) 於 IT 產業，已經觀察到新科技帶來新的組織型態和架構改變，例如很多

半導體廠已經減少作業員，自然也就不需要領班、課長等職位；同時工

程師擔任專案經理成為主流。 

(2) 更多的職位稱為助理工程師，但問題是這些同仁習慣透過電腦管理製

程，但不了解生產線實際狀況，如現場發生問題難以上線處理。 

(3) 大學教育需要重新思考，應該強化訓練學生系統化思考、分析能力與實

作經驗，而非只有片斷化的能力。或許可發展類似法律 JD或醫學MD等

重視通用基礎系統分析能力，而不是只強調過於專注特定主題的博士班

訓練。 

(4) 與跨國企業如 IBM 聘用大量策略、研究分析人員的狀況不同，臺灣科技

企業往往不習慣在組織內有過多的分析人員。儘管 IT 人員有基本分析能

力，企業仍應聘僱有專業營運分析能力的人才，才能因應新科技的導入

與新經濟模式。 

(5) 臺灣傳統產業多屬中小企業，因此在建置 AI 架構及應用上成效尚不明

顯，加上傳統產業對於人員組織的配套不完善，致使新科技之導入產生

諸多問題，未來政策應著重於支持中小企業。 

(三)全聯福利中心 林副總經理子文： 

(1) 全聯導入零售自動化等「新零售科技」的主要原因是臺灣人口結構面臨

少子化與高齡化，以及對岸第三方支付、電商等體系一旦進入臺灣，造

成衝擊往往很大，必須儘早因應。相對於超市，量販店受電商衝擊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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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 

(2) 近年來，各大零售商紛紛設立無人商店，例如亞馬遜、阿里巴巴、7-11

等。但無人商店需要有金流、經濟規模與物流等配套措施，相對於中國

大陸，臺灣雖然有一些示範點，但消費者需求端尚不明確，消費者仍期

待有人員服務，因此普及速度並不快。全聯未來將著重於提高人員服務

效率、擴大導入自助結帳機台，短時間內不會全面推動無人商店。 

(3) 臺灣由於無人商店所需的金流條件尚未齊備，仍需要保全、收銀、銀行

等一連串服務。目前臺灣對中國大陸支付系統審慎開放的作法，或許也

具有降低對國內勞動市場衝擊的意義。 

(4) 儘管電子支付系統的發展可能會對臺灣勞動市場造成衝擊，但零售業日

後仍須積極與電子支付端結合，以提升產業金流數位化程度及全球競爭

優勢。 

(5) 全聯薪資水準早已高於最低薪資水準甚多，加上不斷擴點，員工可升

遷，沒有解僱疑慮。全聯目前收銀等前台服務人力配置約占 90%。相對

於前台，後台自動化比例較高，例如全聯將打造全自動物流中心，但物

流部分用人本來就不多，因此員工尚無被自動化取代的憂慮。 

(6) 臺灣產業面臨的缺工問題並非提高薪資就可以解決，年輕世代仍有就業

意願問題(金錢觀與工作觀的改變)。另應該思考容許物價溫和上揚，才

可能帶動薪資水準。 

(7) 臺灣基本工資的調整應從大企業做起，再透過企業間的比較，連動帶起

全體零售業者對薪資的調漲。政府可考慮比照財報，要求企業揭露工資

水準，企業間有比較才可能進步。另外政策上應多考慮對中小企業的協

助。 

(8) 教育部、經濟部、國發會應多參與新科技及新經濟模式下勞動市場及權

益等相關議題之規劃。 

(四)宇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服務處 謝鄭處長忠： 

(1) 宇瞻生產線中，B2B 以少量多樣為主，仍需要維持較多人力進行換線等

作業，毛利率高；B2C 則因為是大量製造，自動化程度高甚至委外代

工，但毛利率低。 

(2) 宇瞻自從導入自動化後開始蒐集數據，但發現營運、行銷等員工對於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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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數據、系統化解決問題能力不足，例如訂單與庫存增加的關係就花費

許多時間解決。除缺乏營運分析能力外，多數員工對新科技及新經濟的

Know-how 亦相當缺乏。 

(3) 自動化將帶動新職能需求，宇瞻應用勞動部勞力發展署開發的職能分析

系統受惠甚多。新發展的職能體系，如可結合證照系統，將可鼓勵員工

考取證照，將新知識帶回企業，以帶動企業轉型。 

(五)全國產業總工會 戴秘書長國榮： 

(1) 產業尚未轉型導致製造業外勞化、服務業低薪化。理想中隨著就業環境

優化，臺灣不需要外勞 24 小時輪班 3K 工作，就業率應該會提高，年輕

人亦無須從事低薪低階工作，但實質上並未如此。 

(2) 我國應加速成立產業工會，才能充分代表特定業界的聲音並與資方溝

通，以解決新科技及新經濟型態下僱傭關係、薪資及工時的勞資爭議。 

(3) 大公司應該要帶頭進行新科技、新經濟模式因應，不可能要求中小企

業。 

(4) 臺灣製造業人力供需問題，最終將回歸「教育」，假使工資上升，將解

決少子化及缺工問題，且能連動解決相關社會問題。德國係勞資政學共

同協商出工業 4.0 白皮書，引導企業如何加強訓練和轉型。例如德國教

育制度上採取，兩日上學、三日實習的方式提升學生與產業實際面的連

結。 

(5) 以勞方角度，目前臺灣勞動方面的重要議題包括，僱傭關係確立、成立

虛擬工會以協助保障服務提供者權益、應強制成立行業別工會。 

(六)全國金融業工會聯合總會 韓秘書長仕賢： 

(1) Fintech 主要衝擊包括交易模式改變(網銀取代實體通路)；業者招募對象

擴大，包括 ICT、大數據、視覺設計、金融行銷、財務工程、財經法等

多元背景。 

(2) 業者在傳統職務，原則上不會補人但是要求輪調，不過輪調可能會造成

員工調適問題，例如催收轉作理專其實不容易，如果不能配合可能就是

優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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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國金融業工會聯合總會已要求金管會通過，日後分行裁撤、遷移或整

併需要經過勞資會議同意。 

(4) 為因應新科技的發展，銀行業者並非願意全面培訓科技能力，而是選擇

性重點培養人才。 

(5) 由於嚴格且複雜的法規限制，金融業屬於高度監管行業，要快速推動科

技化有一定難度。 

(6) 工會參與政策對話的程度仍然不足，通常只為把關角色，例如金金併議

題。但全金聯組織力和金融業參與率也不足，建議常淪為狗吠火車。 

 

(七)勞動部綜合規劃司 王司長厚誠： 

(1) 德國勞資政學協商平台不容易在臺灣出現，德國甚至是勞資共同出資成

立大學，而非只期待政府。對於德國資方來說，出資設立大學(課程內容

針對產業設計)為培育企業人才之投資。 

(2) 以勞動市場角度，今年臺灣失業率雖然是 18 年最低，但實質薪資沒有成

長，主要原因是企業利潤並未增加，背後根本原因則是經濟成長與企業

轉型動能不足。 

(3) 須關注臺灣電商業者對於量販等通路人力縮減的影響，以及大者恆大對

中小型通路的衝擊。 

(4) 目前臺灣法令規定全國性工會組織，其會員只能是法人。美國與日本都

已可收自然人為會員。此外，德國勞工亦可以個人名義單獨加入工會。 

(八)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 張所長其恆 

(1) 臺灣勞動市場趨勢大致是傳統雇用將朝承攬方向發展。另外僱傭關係認

定大致遵循幾個原則，首先是經濟從屬性，但平台經濟下，很因為僱傭

關係難以認定，形成類勞動或類勞工；其次則根據是為自己或他人利益

判定。 

(2) 平台經濟下比較令人擔心的是發展出失敗的承攬，即服務提供者僅能透

過不斷接案(無固定雇主)，維持基本生活所需的收入。因此，建議未來

必須成立服務提供者虛擬工會，另外訂製者(需求)端也可以形成對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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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以利雙方進行協商。 

(3) 由於勞動市場面臨變動風險，社會安全網須強化，可考量加徵社會安全

稅負(國外多以消費稅形式)，例如每筆交易抽取一定比例之交易稅，用

於支付健保或職災。 

(九)其他 

(1) 根據問卷調查(劉念琪老師研究)，臺灣平台經濟雙方都不認為自己是雇

主或是受僱者。臺灣的零工經濟者多為兼職，少有全職接案的案例。因

此多數零工經濟者自認為是自雇者，平台業者則認定其僅為媒合者，並

不負有雇主責任，亦無提供社會保障、訓練等勞動權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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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技及新經濟對勞動法制之影響」座談會 

會議紀錄 

壹、時  間：107 年 11 月 26 日(星期一)下午 14:00-16:30 

貳、地  點：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 8 樓 814 討論室 

叁、與會人員：共 27 位(詳見簽到單)。 

肆、議  程： 

時間 議程 

13:30-14:00 報到 

14:00-14:10 主持人致詞 辛炳隆副教授 /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14:10-14:30 引言簡報 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 

14:30-16:30 

綜合討論 

討論議題： 

(1) 新科技及新經濟模式可能涉及的勞動議題 

(2) 相關勞動議題可能涉及的法規及制度 

(3) 相關勞動議題對各項法規及制度的影響 

(4) 各項法規及制度的修法方向建議 

(5) 政府的相關政策調整建議 

主持人：辛炳隆副教授 /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與談人： 

勞動部代表 

林佳和 副教授/政治大學法律系 

侯岳宏 教授/台北大學法律學系 

張建一 所長/臺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二所 

王浩嘉 理事長/富邦金控集團工會 

戴國榮 秘書長/全國產業總工會 

許長輝 前理事長/臺灣機械產業工會聯合會 

張文龍 秘書長/中華民國工業協進會 

王伯松 臺灣區總經理/韋萊韜悅 

楊宗斌 發言人/yes123 求職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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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會議記錄：林廉庭 

陸、會議討論主題：新科技及新經濟對勞動法制之影響 

一、主持人致詞  

辛炳隆副教授 /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首先感謝各位學者、工會代表、企業代表等先進今日的參與，本次座談會

以「新科技及新經濟對勞動與勞動法制的影響」為主題。本計畫內容涵蓋諸多層

面，勞動部期望能藉由此計畫了解新科技與新經濟模式對勞動市場與勞動權益

議題的影響程度與修法方向建議，後續再進一步探討修法細節。此外，感謝中

正大學法律學系鄭津津老師提供的修法建議，及主要負責本計畫的中華經濟研

究院團隊。 

二、引言人報告  

林俊甫助研究員/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 

本計畫的採取文獻分析、個案研究、深度訪談、焦點座談等研究方法蒐集

資訊；接下來將分成四部分進行報告：國際經驗回顧、臺灣目前推動新經濟與

新科技的進展、新經濟與新科技對勞動市場及勞動權益的影響、法制與政策建

議。 

第一部份國際經驗主要比較美國、歐洲、中國大陸、韓國、日本的勞動市

場、勞動權益及因應措施。新科技與新經濟對主要國家勞動市場的影響層面十

分類似，大部分國家皆關切新科技取代人力、新工作型態使工作更加零碎化與

彈性化、新工作型態出現等議題。勞動權益面，各國皆特別關注，平台經濟

下，不明確的僱傭關係產生的勞動權益問題。各國的因應策略方面，歐洲國家

對於職業技能與勞雇關係判定的準則都有採取因應措施，報告中有列舉些許作

法可供我國修法參考。 

第二部分，本計畫共完成三個個案研究，其中兩家為製造業，一家服為務

業。三家企業導入新科技技術的時程都不長，約莫是三至四年的時間，因此目

前仍為探索階段。企業導入新科技的目的多是因應趨勢或是客戶要求，基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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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人力替代的動機，且目前的導入程度也並非全面性的，多是從重複性高、

風險低、基礎性的工作項目開始執行，而且許多項目仍沒有辦法於短時間由機

器替代。效益方面，各企業現階段皆呈現正面的降低成本、提高良率、減少錯

誤等成效。另以人力資源的組織面來看新科技的影響，受訪企業基本上都有進

行組織上的調整，例如新工作、新職位、作業流程等；同時不同世代的員工對

新科技的接受度與學習速度產生落差的情況，但各家企業皆已有因應的做法。 

第三部分，新科技及新經濟對勞動市場的影響方面，以勞動供給與需求角

度來看，目前已導入新科技的企業，主要目的是提高品質、降低風險、紓解缺

工，而非取代人力。至於企業尚未快速導入新科技的關鍵因素包括人力成本、

導入過程中調適所需花費的時間與成本、及相關法規等。另金融業較有明確的

人力移轉問題，金融企業將人力移轉至人力需求密集的理專或業務開發單位，

同時各行各業都有資通訊相關的新興職務需求。另新經濟模式引發勞動市場的

影響方面，最根本的問題是僱傭關係的認定。依照現行勞動法令，平台勞務提

供者無法符合勞雇關係的定義，僅有片面或部分的組織從屬性，因此產生僱傭

關係認定上很大的爭議。同時根據相關報告調查，平台業者不認為其應負擔勞

務提供者的勞務保障及相關協助，而平台經濟工作者也自認其為自由工作者，

不認為平台業者為雇主，此將造成勞務提供者保護的缺口。另工時與工資方

面，平台經濟工作者的工時難以計算，工作者若同時間處理很多案件，當工作

者發生職災或是傷害時，將面臨責任歸屬的問題。平台經濟目前為新興產業，

許多規則尚在發展中，未來專業性的平台逐漸發展，將會產生更多的爭議，亦

會使平台經濟相關的議題更加迫切，因此政府應預做因應措施。 

另一方面為新科技與新經濟對勞動權益的影響，本團隊透過訪談了解，大

部分的企業工會與產職業工會，對於新科技與新經濟問題的認知程度有限，以

下歸納出幾個原因：第一是目前受訪企業基本上是單方面的推動數位化轉型，

資方並沒有事先與工會或員工溝通；第二是企業推動的速度是漸進式的，所以

工會與員工的感受並不明顯。但仍有經驗豐富的工會利用集體協商權，針對未

來可能合併的據點或可能調整的工作內容，事先要求資方與工會協商，並要求

企業需在達成共識後才可推動，且需給予員工緩衝期。再者隨著新科技及新經

濟模式興起，傳統工會的動員力與組織力面臨挑戰，甚至未來非典型工作者可

能組成虛擬型態工會。但若虛擬工會要成為事實，線上投票與視訊會議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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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數位資料保全等亦議題皆有釐清的需要。 

性別差異部分，整體來說新科技及新經濟對女性事務人員的衝擊較大，預

估未來此部分的工作機會將減少，同時新科技及新經濟將弱化男士的優勢，讓

性別差異消失。然而未來資通訊產業的人力需求將大幅增加，但資通訊科系畢

業生以男性較多，因此可能再度拉高性別差異。至於隱私權方面，目前沒有明

確規範，非典型工作者在此部分缺乏保障，法制上應做補強；另大數據的側寫

行為可能產生公平性的問題。 

安全衛生方面，根據目前研究結果，安全衛生的責任應由勞務需求者負擔

較為合理，此部分可參考其他國家的做法。職災方面，目前發現勞務提供者有

錯失資訊恐懼症的問題，未來如何讓新興科技產業降低對於人的身心健康的影

響為非常重要的議題。最後社會保險的部分，各方研究指出無固定雇主/自雇者

面臨社會保險的缺口最為顯著。目前非典型工作者雖然可以透過加保職業工會

取得勞保資格，但於零工經濟趨勢下，非典型工作者無法透過單一的職業工會

獲得完整的保障，特別是發生職災時會有補償的缺口，因此現行社會保險制度

有調整必要。 

第四部分為結論與建議。政策建議方面，首先根據目前的研究結果發現，

新科技與新經濟的議題已涉及多重利害關係人，不同的產業有不同的主管機

關，因此建議可參考德國推動工業 4.0 經驗，由國發會建置涵蓋勞、資、政、學

等代表之協調平台。其次，人力資源面，職業訓練應有精進的方向，包括與時

俱進的職能標準與相應之產職業的分類、擴充課程內容以符合實際需求等。另

人力需求部分，目前外界關切新經濟移民法平均薪資 70 分位的門檻是否過高，

同時對於中階技術人力管道，業界也有不同的聲音。因此本團隊認為新經濟移

民法方向的立法正確，但部分措施仍必須些微調整。勞動權益方面，勞資雙方

應建立數位科技的共識，不只保障勞方權益，對於資方要達到數位化的成效亦

有幫助；另工會應利用團體協約機制、輔導成立產職業工會及其運作、成立虛

擬工會等亦皆為本研究提出之政策建議。 

僱傭關係認定準則方面，基本上目前不需要大幅更動勞基法，而是應制定

更細緻的規範，例如美國加州最高法院在 2018 年提出的「ABC 準則」，此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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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概念為將所有勞務提供者視為受僱人，除非是勞方或是資方另有需求才

會視為承攬人員，但由於不同國家會有體制上的差異性，此準則目前僅供參

考。此外，目前讓勞務提供者承擔所有責任為相當不理想的狀況，未來應讓平

台業者負有部分的雇主責任，同時應適度擴大平台業者與勞務需求者應負擔的

責任，例如性騷擾風險的告知、個人資料取得與分析等，並讓平台方的資訊更

加透明，也讓勞務供給者有更充分的資訊。職災方面，目前可能的調整方向之

一為個人身分加保，但會對現行的勞保體制產生衝擊，因此仍需商榷；另有學

者建議引導業者開發保險產品、讓平台業者負擔部分的保費，以完善社會保

障，但此建議可能有失公平性及開發的難度，因此仍須討論。 

最後在職場的性別與年齡差異方面，建議鼓勵彈性的新工作形式，以促進

勞動力開發及引導再度就業。另建議參考其他國家的作法，例如英國數位服務

稅與韓國的機器人稅，與財稅部門研議稅收調整措施，以完善社會安全保障。

以下則為法令的修法方向建議： 

(1) 針對技術性失業，勞基法第 11 條明定，雇主可以針對勞工有不適任的

情況，來預告終止契約。但部分受訪工會認為可於此條款增列「應於提

供培訓及合理調適期後」再進行預告終止契約。 

(2) 許多受訪產業提出，在新的科技應用後，員工工作的負擔與過去相較略

有下降，員工本身也提出加班的需求。因此部分產業希望有更多工時彈

性，而此議題與勞基法第 32 條較有相關，建議政府是否給予企業更多

的工時彈性。 

(3) 針對「平台經濟下對於無固定雇主/自雇者勞動權益保障不足」，建議修

正勞基法，使平台業者與勞務需求者負有更多的雇主責任。 

(4) 現行工會的組成與運作方式與傳統的法規面已造成些許衝擊，建議是否

需預做評估，並引導工會朝向更與時俱進的方向發展。 

(5) 「平台經濟下勞務提供者隱私權保護不足」部分，建議修正就業服務法

第 5 條，應增列「平台業者或者雇主如要將勞務提供者相關資訊進行分

析，應先告知並獲得同意」等事項。 

三、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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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林佳和 副教授/政治大學法律系： 

(1) 政策建議中，建議參考美國採用的「ABC 準則」，但美國的勞動法律非

常貧乏且保障非常低，即便被認定具有僱傭關係，雇主責任相對有限；

但我國採用歐洲法系，一旦認定具有僱傭關係，雇主需負擔諸多責任，

因此參考意義不大。 

(2) 平台經濟模式主要分為四種：數位溝通、數位市場、數位居間、數位眾

包，政府應優先處理與「數位居間(例如 Uber)」及「數位眾包」平台模式

相關的議題，並針對各平台模式找出其經營類型、契約關係，例如Clean 

worker 為兩方契約關係、Trivago 為三方契約關係，再透過國外與國內平

台的經營模式比較，找出法律關係。 

(3) 解決方式分成四大路徑： 

a. 擴大勞工概念，不要使用從屬性概念，而是以非獨立性的概念認定

僱傭關係，將沒有獨立面對市場的勞務提供者皆視為勞工。此部分

難以從法律面下手，應先從政府機關開始建立觀念。 

b. 建立「類似勞工」的機制與概念，即「只有經濟從屬性而沒有人格從

屬性」，臺灣立法已怠惰 40 年，在較其他國家落後 40 年之下，政府

應積極面對，若停留在勞工概念，將會讓勞工群體越來越小。 

c. 每位以勞務賺取報酬的工作者應都有個人勞務帳戶，利用行政法「肇

因者原則」，不管工作者是否為目前法律定義的勞工，只要以勞務賺

取報酬，國家應透過勞務帳戶提供社會保障，此為較可行方案；同

時多國已認為無條件基本收入(UBI)計畫不可行，因此不應將此納入

本計畫的政策建議當中。 

d. 多數國家司法部、法務部正在推動經濟法的社會化，例如智慧財產

權、訴訟法的公眾訴訟、民法的契約控制都要導入目前數位平台經

濟模式產生的特殊問題。 

(4) 勞動法令的修法方面： 

a. 目前研究團隊所提勞基法第 11 條修法建議，似乎把職業訓練的部分

限縮於不能勝任工作的特定身分者，事實上法律應更加放寬此部

分。 

b. 工時彈性的修正恐怕會涉及過於複雜的範圍，此議題不是只因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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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而起，另我國為幾乎無管制的彈性。其他國家的彈性工時皆是在

管制下使之具有彈性，因此我國應將彈性工時修正為有管制的彈性

做法。 

c. 「平台經濟下對於無固定雇主/自雇者勞動權益保障不足」之政策建

議，不應是出現在勞基法，而應列為「平等對待」項下。 

d. 「建立確立代表權機制」此涉及範圍複雜，因此沒有辦法放在此脈絡

下討論。 

e. 隱私權的保護是相當重要的議題，但就業服務法第 5 條的規定限縮

於勞工，因此相關人士主張不要再使用就業服務法，而應建立一般

就業平等法來處理隱私權的問題。 

(二)侯岳宏 教授/台北大學法律學系： 

(1) 此計畫的政策建議中並沒有特別突顯個別勞動條件的影響部分，但在後

端修法的部分卻有顯現出來，因此可再微調標題或內容。 

(2) 新科技已改變職場環境，其中日本認為美國在新科技發展下，僅少數勞

工被機器人所取代且對勞工的影響有限，日本反而認為其受到 AI 的影響

重大，因此應有多元的因應措施。此外，新科技之發展反而提升高齡族

群及女性的工作機會，例如新科技使女性不需花費大量力氣便能容易操

作大卡車，提升女性的勞動參與率。日本的研究能呼應本次的研究主

題，因此可作為未來新科技發展下對勞工影響的參考。 

(3) 工時彈性的議題將會越來越複雜，除新科技發展外，政府本身就應處理

此議題；另未來如何促進白領的引進亦是重要議題。 

(4) 電傳勞動的定義在日本仍有爭議，是以指揮、監督關係為原則，但重點

在於如何確認工作時間及防止過勞與職災等問題。 

(5) 雇主認定部分，可參考大法官 740 號解釋(保險業務員與保險公司之間是

否成立勞動契約)。職場性騷擾如何認定是相當大的問題，由於雇主不易

確認，且 740 號解釋對雇主須負擔防範性騷擾責任的著墨較少，主要著

重「誰是行為人」，因此目前法制上性騷擾的防範產生處理盲點。例如

計程車司機性騷擾乘客，性騷擾防治法中規定雇主應對此有所防範，但

計程車司機的雇主是否是車隊仍有爭議，也產生性騷擾責任歸屬的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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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集體法相關的影響： 

a. 工會未來將面臨許多困境，由於企業工會皆是由正職人員組成，因

此可能產生正職人員不替非典型工作者爭取權益的疑慮及產生互斥

的問題，皆為我國工會未來將面臨的困難，應留意日本的因應措

施。 

b. 產職業工會是否具有團體協約法中有第 6條第 3項的協商資格，能代

表非典型工作者進行團體協商，為重要的議題。然而目前臺灣勞方

跟派遣公司協商已有相當的困難，更何況是與要派公司協商，但非

典型工作者人數逐漸增長下，將來勞動條件與團體協商等皆是要面

對的課題。 

(三)王伯松 臺灣區總經理/韋萊韜悅： 

2017 年「未來工作模式」報告分析全球 38 個國家未來因新科技產生對工作

的影響，臺灣企業的工作由自動化完成的比例已從過去三年的 11%上升至今年

的 26%，事實上對於已導入新科技的企業來說，85%的企業認為自動化程度會

持續增長，另企業皆表示自動化不是取代人類而是提升工作效率。此外，企業

將來的人力結構將朝向多元化勞工的趨勢發展，包括透過人工智慧學習的獨立

工作者、約聘人員、兼職人員、承攬人員，此為不可抵擋的趨勢，因此也為企

業帶來諸多的挑戰。第一是提供更彈性的工作場域；第二是更優化工作組合的

設計，因為團隊成員將包括機器人及各種人員；第三是投資講求成本效益。然

而臺灣 65%的企業表示尚未準備好數位化轉型，因此企業須重新設計員工的工

作內容，高技術含量的工作需要依賴人工完成之下，企業需要重新訓練員工，

這是現今社會完全無法迴避的新經濟。另所有人應主動參與其中(政府、企業、

員工)並跨領域合作，且應共同思考如何促使數位化轉型成功，及統合性的解決

新數位議題。 

(四)張建一 所長/臺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二所： 

以智庫角度來看，基本上新科技與新經濟兩者的層次不同： 

(1) 新科技不一定會取代職位，但新科技會取代工作內容，以此認定來看對

勞動的影響。政策建議中提到的勞基法第 11 條第 5 款「勞工對於所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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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其實與第 4 款「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勞工之

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時。」類似，此兩款的認定方式將來皆會

產生極大的爭議，例如已工作十年的資深員工若因新科技而不適用，為

員工、企業、整體環境，還是政府的問題，此將造成責任歸屬的問題。 

(2) 新經濟方面，目前的投保薪資可以「月」及「日」計算，未來零工經濟者

是否能以「小時」計算則為一大問題。數位部分未來可透過電腦登錄的方

式，判定工作者的總工作時數是否超過法定工時，另可參考歐洲「促進生

活與工作條件基金會」對未來新型就業型態的九種分類，在此建議從九種

型態判斷對僱傭關係的影響，再將影響層面對應到我國目前的勞基法。

例如 Uber 為媒合者，其與訊息提供者不同的是，資訊提供者沒有扮演仲

介的角色，而媒合者事實上有雇用者的身份，企業提供客戶服務，而擁

有客戶代表有雇用的成分，所以平台業者及媒合者需負擔部份雇主責

任。此外，金融業工會目前提撥一筆錢因應數位化轉型，因此非典型工

作者的報酬亦應以附加的概念，提撥 5-10%進行額外投保，但是是由勞

務提供者或是由勞務需求者上繳則為勞動部需要思考的部分。 

(五)許長輝 前理事長/臺灣機械產業工會聯合會： 

臺灣機械工會近期舉行社會對話，其中提到空氣污染問題難以透過能源政策

改善，由於製造業每天皆需要發電，只要有製造業的一天就會有空氣污染的問

題，因此政府單位需要認真思考製造業的發展問題。政府規定 2035 年開始不准

銷售燃油機車，此政策將嚴重影響勞動力的需求。，臺灣機車製造業目前有十幾

萬的勞工，而電動機車與燃油機車製造過程對人力的需求相距甚大，電動機車對

於勞動力的需求只有傳統燃油機車的兩成。因此可斷言未來 80%的機車製造人員

將失業。 

其次，臺灣今年進口車銷售量與國產車銷售量相同，此顯示新科技的發展

對資方來說沒有影響，企業未來可不在臺灣生產汽車，改為銷售進口的電動

車。例如去年開始，澳洲車廠逐步關閉，改以販售進口電動車，因此資方將不

會考量勞方任何的權益問題。臺灣汽車業工會應趁企業仍有穩定的獲利時，設

立工會並簽訂團體協約，以防範未然。除此之外，目前臺灣部分傳統製造業面

臨嚴重缺工的問題，業者表示已提高薪資但仍請不到人，現今年輕人不願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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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某製造業去年的員工為 38,000 人，今年則只剩 18,000 人，產生嚴重的

供需不平衡。另由於密集勞力需求的傳統產業面臨勞動力缺口的問題，使企業

不得不進行產業升級，以自動化機器設備替代人力。也因此未來應多培育操作

機器及製造業的人才，同時應建立與扶植技職體系，臺灣若不再發展技職體

系，未來將產生人才斷層的現象。此外，科學園區目前幾乎沒有設立工會，因

此虛擬工會是很好的政策建議。 

(六)張文龍 秘書長/中華民國工業協進會： 

(1) 臺灣製造業正在衰退，以中華民國工業協進會的會員數來看，民國 82 年

製造業有 55,000 家，但現在僅存 24,000 家。相較之下，服務業的數量比

製造業多很多，但服務業創造的產值與就業量是比較挑戰的，因此臺灣

製造業對於社會有一定程度上的貢獻，使製造業有存在的價值。但是製

造業已面臨挑戰，製造業的性質是需要進行資本支出，若一間製造企業

沒有持續進行資本支出，代表該企業已不看好產業前景，因此希望製造

業未來能有好的生態系統且期望政府能提供相關協助。此外，歐洲部份

的剛性立法具挑戰性，而美國對於法律的解讀較為寬鬆，相較之下歐洲

的法律較嚴格，因此在剛性與柔性立法中取得彈性是資方團體的期望；

在賦予勞資雙方最大彈性之下，一定要保障勞動者收益極大化。 

(2) 儘管大部份製造業的工作環境已改善許多，因刻板印象，多數人寧願選

擇服務業，使製造業缺工情況嚴重，例如製造業者刊登一年的人資職務

仍沒有應徵者投遞履歷。現實中製造業找不到勞動力，必須利用自動化

機器設備取代人力；儘管企業可以推動關燈工廠，但業者擔心一起打拼

的舊廠勞工去留問題，因此部份企業自行放慢數位化轉型的速度。另建

議政府應鼓勵現存的製造業者並提供協助，特別是雲林、嘉義的製造

業。現階段製造業者的數量不斷下降，同時面臨現存企業不再投資的情

況，此對整體社會環境不利，若政府再不解決及面對現存的課題，臺灣

的經濟環境將來會更加險峻。同時臺灣應極力留住企業高階活動，若企

業的生產研發單位外移，將流失技術研發人才，人才的問題若沒有妥善

因應，下一代將面臨更大的困境。 

(3) 員工可透過線上學習的方式快速了解業務內容，建議應支持此類微學習

形式，可縮短員工熟悉業務的時間。但企業採用績效及責任制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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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造成超時工作而難以找時間學習。 

(4) 虛擬工會需要有一定量體才有辦法成形，國營事業與上市櫃公司有成立

產業工會的優勢，但其他民營企業卻恰好相反。2016-2018 年臺灣的中

小企業數量從 130 萬家到現在 143 萬家，此顯示兩年內增加了 14%的創

業者，相當於每十人中有一位是創業家，但此將產生自營工作者的創業

風險問題。因此虛擬工會的成形需要由資深企業開始執行，不能貿然的

執行。另勞工應趁企業有獲利能力的時候成立工會及建立制度，制度越

健全，勞工越有條件面對衝擊。 

(七)王浩嘉 理事長/富邦金控集團工會： 

富邦金控集團工會於 2011 年 5 月 1 日成立，是全國第一間成立工會的金融

集團，以行使團結、協商、爭議等三個勞動基本權利為運作宗旨；同時為成功

扮演員工與企業間溝通的橋樑，極力爭取會員加入富邦工會。新科技的發展使

工會疲於奔命，工會須不斷地替員工將來作打算。就富邦工會內部的經驗，證

券業以往需於營業廳看盤，但現在全面為網路下單的方式交易，因此櫃檯人員

從過往的十幾位人員降至目前約 2-3位；產險人員原為僱傭關係，企業現階段與

員工改簽屬混合式的承攬契約，工會端有持續替員工把關勞動條件，並時時關

注轉職及被解雇員工的動向。同時富邦內部 40-50歲的員工需要長時間學習及適

應新科技技術，反而派遣人員對於新科技的學習力強，因此工會強烈建議企業

將派遣人員納為正職人員，同時工會替派遣人員向企業爭取年資的延續。工會

強調，若企業要維持獲利第一名，就需要不斷的與勞方溝通及協調。此外，金

管會制定的規章，企業須提撥 0.5%-1%的稅後盈餘至相關的轉型專戶。相同

地，富邦工會要求企業必須給予員工承諾，因此工會於民國 101 年向企業提出

三大訴求：第一是當企業縮編人力時，工會的會員要全數留用；第二是辦理優

離優退，讓會員自行做選擇；第三是不容許會員的權益遭受企業踐踏，否則工

會不排除採取任何方式加以保護員工，因此富邦企業目前已習慣與工會互動，

形成相互協商與溝通的概念。最後，此計畫的政策建議及法令修改方向方面，

研究團隊提出的政策建議皆貼近富邦工會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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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楊宗斌 發言人/yes123 求職網： 

新科技的發展之下，於人力銀行角度，金融業近幾年的職缺與過去明顯不

同，越來越多的企業需要資訊管理、工程背景的人才、大數據相關的職務及跨領

域的人才，例如數據分析能力與行銷能力兼備的人才。另金融業產生許多新職

務，例如大數據分析人員、防制洗錢人員，但各產業有減少第一線櫃檯人員的趨

勢。另由於企業採漸進式的方式進行數位化轉型，現階段對於減少人力的幅度也

較小，使在職人員危機意識的薄弱，但須注意將來企業會大量裁員的情況。 

製造業方面，臺灣少子化現象，加上年輕人寧可從事薪水相較低的辦公室職

務，皆造成製造業高度的缺工，因此製造業者確實需要思考，將工廠轉移至東南

亞或是進行自動化轉型。儘管臺灣許多產業都期望能執行數位化轉型，但新科技

的投資金額龐大且導入時間長，因此目前有此想法的企業多，而實際行動者少。

服務業方面，導入新科技的原因除了人力的問題之外，近幾年臺灣基本工資一直

調升，讓許多餐飲與量販業者計畫將部分服務由機器人取代，例如無人超商，但

新科技的開發與執行仍需時間試驗，及需要分析新營運模式的績效。因此儘管離

完全自動化的經營模式仍需要很長的時間，勞工本身或是工會仍需防範未然，同

時法律須打破行業模式的思考，以保護勞工權益。然而臺灣近年來參考許多美國

的規定與準則，但我國的法制體系屬歐洲法系，因此建議政府需選定適合我國法

制環境的參考對象。 

新經濟方面，近年來許多年輕人傾向非典型就業，但平台業者無法提供職

災與退休金等保障，因此在非典型工作者及平台業者數量不斷增加之下，未來

一定會產生非常多的新科技與新經濟糾紛，投訴管道亦將會非常複雜，因此政

府應加緊腳步推動修法。 

(九)戴國榮 秘書長/全國產業總工會： 

台積電張忠謀前董事長在 APEC 提到資通訊科技的發展，會產生失業及貧

富差距擴大的問題，將此對應至今天座談會的主題，顯示出社會對話與勞工參

與是非常重要的議題。 

(1) 減少勞資爭議的部分，未來應關切僱傭關係的認定，包括雇主的責任。

若未來將從屬性拿掉後，該如何認定僱傭關係，是否藉由認定平台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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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雇主，其就應保障勞動權益?非常值得思考。 

(2) 降低失業的部分，建議勞基法第 11 條應修正為「在終止勞務契約前，企

業需提供員工在職訓練」。許多原因會產生在職勞工不適用的情況，例如

製造業前景不明使企業不願投資勞工，又或者企業願意投資勞工，但在

職勞工無法提升技術而不能勝任工作，所以勞基法第 11 條應透過制度的

設計，讓雇主必須給予勞工一定的職業訓練、就業的輔導，起碼讓在職

勞工有優先受進用的機會。 

(3) 社會保險方面，建議政府將職業災害保險單獨立法，並納入社會保險政

策，使未來任何工作型態的勞工都具有社會保險。 

(4) 如何建立公平的集體勞資關係，應下修工會法第 11 條組織工會的人數門

檻，另應賦予工會新的組織運作模式。然而即使實體工會未來可以運用

網路科技來團結會員，但此牽涉會員的團結權、協商權、爭議權的行

使。其中勞資對話部分，建議工會同意權可以用網路科技來回覆；另同

意將虛擬工會納入未來的研議方向。工會法第 22 條工會召開會議地點的

部分，是否要增加視訊會議，第 27 條是否放寬會員代表大會相關議事規

定等，亦有待研議。 

(5) 團體協約法方面，第 2 條團體協商的工會資格、第 6 條協商的工會資格、

第 8 條協商代表過半數書面委任的方式，未來可能需要放寬為得採數位的

委任；第 9 條團體協約應放寬得採數位的同意。 

(6) 勞動法令修法建議方面，針對「根據產業特殊性，企業得放寬每月加班上

限」持保留態度。事實上目前國內企業用不了那麼高的加班費，實務運作

上每一季上限 138 個小時的工作時數，已經讓勞工有過勞的疑慮。 

(7) 增加企業勞動彈性方面，臺灣 93%的企業沒有成立工會，因此在此強調企

業需要成立工會，再透過勞資協商取得勞動彈性，但仍須要藉由相關的

勞動法令來規範及保護勞工的基本勞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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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期中審查會議紀錄 

勞動部 

委託辦理「我國推動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對勞動市場的影響與因應」期中報告審

查會議紀錄 

一、時間：107年8年9日(星期四)下午2時 

二、地點：本部501會議室 

三、主持人：王召集人厚誠                             記錄：黃聖紜 

四、出席者：如簽到簿 

五、主席開會引言：(略) 

六、研究團隊期中報告簡報：(略) 

七、審查會議摘要： 

(一)評審委員綜合意見： 

本案整體研究內容符合研究需求，但仍請研究團隊針對委員意見及建議，再

行檢視與修正： 

1. 請研究團隊就研究架構(報告第10頁)上再釐清研究的順序與因果關係，

例如：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對我國勞動相關議題的影響，要釐清

勞動市場、勞動權益及勞動法制的影響是否為同時影響或有時間先後順

序的影響。 

2. 在基本體例部分，研究團隊期中報告於第二章、第三章完成的 5 個國家、地

區及本國現況的內文編排方式，均以勞動市場、勞動權益、人力資源

與勞動法制等面向來敘述鋪陳；惟研究團隊期末報告預擬研究章節如第

四章(詳見目錄頁)是以勞動市場、勞動權益來分析、第五章又以勞動法制

之人力資源、勞動權益、職業安全等章節來分析，建議報告應前後文對

照且脈絡一致， 研究團隊可考慮以期末報告編排的格式來修正第二

章、第三章章節編排。 

3. 有關國外研究以美國、歐洲、日本、韓國及中國大陸等 5 個國家及地

區為主，資料內容充實，但歐洲部分，內文資料又以歐盟呈現，建議語



附-104 

法統一一致。另建議研究團隊於國外 5 個國家之分析，能歸納這些國家

在產業面、勞工面、人力資源(技能面)的影響之特性，區分出共同性與

差異處，並將各國發展經驗製作成一張大表。透過整理出對該國的各

種影響，導引出可供我國借鏡的方法。 

4. 至於我國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部分，除國內目前現有政府計畫與我

國產、企業發展(個案案例)情形外，建議研究團隊仍應回歸本案需求書與

契約書之要求，第三章標題應修正為「我國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

之發展，及其對我國勞動市場的影響」，除分析我國新經濟模式與新

科技發展之發展，及其對產業、企業與人力資源的影響外，是否再補充

我國發展現況在勞動市場、勞動權益、人力資源、勞動法制的影響資料。 

5. 研究團隊專訪的三個個案(東元電機、宏遠興業、玉山金控)均屬舊產業，

除瞭解舊產業在新經濟模式發展下的影響，建議個案訪談能增加新創

產業或創新經濟產業，以增加本文的廣度與參考價值。 

6. 建議研究團隊能於所專訪的企業如東元電機、宏遠興業與玉山金控

等，在引進新科技發展或新經濟模式轉型間，其組織內勞工是否有面

臨衝擊，其所產生的勞動權益、人力資源、勞動法制之影響，這些企

業是否有因應與協處措施，請研究團隊能於該章節更深入研析。 

7. 本文引用美國健保法案(第 41 頁)對零工經濟工作者的影響，建議應再

納入區塊鏈的引進，以及美國、日本現正發展外包法的新經濟模式之

背景因素、政策內涵、方法與措施，這對臺灣的影響更大。另第 64-66 頁

研究團隊提出基本收入政策，但基本收入政策並不必然與新經濟模式及新

科技發展有因果關聯，且基本收入仍非各國正式的政策，多數仍屬試驗計

畫，且有 NGO 組織或企業投入資助，所以於此處引用作為各國因應對

策似有不當。 

8. 有關研究結論人力資源部分，研究團隊設定以職業訓練、人力 

培訓等面向來因應，請研究團隊能新增「勞動力開發」面向的分析與

因應，因未來的產經發展趨勢，人力資源的因應絕非既有的職業訓練

模式可因應。 

9. 建議研究團隊於本國文獻分析上，能新增與本文有關之調查研究資

料，例如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運用調查資料之產業別、職業別或其他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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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調查研究供參考。 

10. 本案期末報告完成前，研究團隊預定於臺北市、高雄市召開 2場焦點

座談會，請研究團隊務必邀請勞動部相關單位同仁出席。 

(二)請研究團隊就以下研究報告內容再行修正： 

1. 有關基本體例部分，本文有錯漏字及贅字部分，請研究團隊再行檢視

與修正。另為快速掌握本委託研究之全貌，請研究團隊於期末報告內容

增列報告摘要。 

2. 有關內文部分，請研究團隊再補充說明與修正： 

(1)第二章(第 17-133 頁)針對美國、歐洲、日本、韓國及中國大陸等 5 個

國家及地區進行本案資料蒐集與研析，請研究團隊補充以下資料，例

如美國國家經驗之第 30 頁提及中階工作者將成為數位化下最易被

取代的族群，低階工作受益於目前技術無法突破，未來就業機會將會

增加，請問是職務還是勞動者被取代。另歐洲德國經驗第 50 頁提

及…低技術、低工資及重複性工作都將可能會被機器人取代…這二國

家之經驗差異，請研究團隊就前後文再補充說明。 

(2)研究團隊對 5 個主要國家及地區發展的經驗多所描述，並舉例發生

於該國(地區)的案例，請研究團隊在這些案例提供分析與建議，作

為政府可參採與注意之處。例如 Amazon Mechanical Turk 的勞資

不平等行為案例中(第 35 頁)，提及不對等的僱傭關係，Turkopticon 

一直是由設計者自行運營，當服務提供者與客戶發生糾紛時，

Turkopticon 並沒有足夠的立場作為調節者，而處於進退兩難的境

地。上述這樣的案例，在未來一定會發生，請研究團隊提供相關協

處建議，以作為政府可參採與注意之處。 

(3)在第 64 頁提及歐洲地區國家如歐陸法系或英美法系，多數國家的

司法機構都已採用多種手段較廣泛的途徑和多元的方法來確定僱

傭關係的存在，且常應用在零工經濟案例中。請研究團隊補充說明

有哪些多元途徑和方法，可供政府借鏡參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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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第 66 頁提及過去有幾個國家進行基本收入試點計畫，例如加拿

大多芬市的「米糠計畫」實驗，可否對此計畫提供補充說明其政策

內涵與內容。 

(5)第三章(第 135- 214 頁)探討我國目前有的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

之政策與發展趨勢，研究團隊在我國勞動市場的影響上，除分析我

國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之發展，及其對產業、企業與人力資源

的影響外，請研究團隊再補充對勞動市場、勞動權益和勞動法制的

影響資料。 

(三)研究團隊回應： 

感謝委員建議，委員所提出意見多數皆採納並進行檢視與修正，以下說明： 

1. 有關研究架構方面：本研究之架構係根據需求書擬定，並配合政府刻正

推動「5+2 產業創新計畫」等與新科技與新興產業發展相關之重大計畫，

以及國內平台經濟等新經濟模式之興起等背景；因此分別彙整新科技、

新經濟模式相關政策內容與發展趨勢，進而分析對於勞動市場、勞動

權益之可能影響。其次，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對於勞動市場的影

響仍有所差異，因此將兩者分開研究及論述。 

2. 有關個案選擇原因與研究成果方面：根據美國及德國推動工業4.0 之經

驗，歐美主要關切議題之一為傳統產業在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下，

能否順利轉型，及對僱用員工是否造成衝擊。相對而言，新創產業對勞

動面多為新增職業的需求。基於此， 研究團隊選擇傳統產業中，三家

導入新科技較具實績之國內企業進行個案研究，這三家企業亦都有設置

工會。其次，個案研究成果受限於受訪者提供之資訊，後續訪談將盡力

蒐集勞資雙方觀點，並安排訪談產業或企業工會，以使研究成果更為完

整。 

3. 有關各國經驗比較研究方面：研究團隊將進一步綜整分析主要國家新

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對勞動之影響與因應作法。其次，研究團

隊後續將分析我國在新科技及新經濟模式下衍生之勞動議題，進而連

結到第二章之各國經驗，例如自僱者的社會保障及僱傭關係的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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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進而研析值得我國借鏡參考之政策意涵。另基本收入制度在歐美

各國尚未形成政策，僅是試驗計畫，後續將適度修正相關內容。 

4. 有關新增量化研究方面：考量我國目前相關調查與數據之限制，

本計畫如要進行量化研究將有其困難度；後續將增加引用與本研究相

關之國內外量化研究文獻。 

八、 主席結論： 

本案整體研究內容符合研究需求審查通過，但仍請研究團隊針對委員意

見及內容再行檢視與修正，並於本(107)年 8 月 24 日(星期五)前，將修正後

期中報告 5 份以書面方式送交本部，並經本部同意後， 檢附發票或收據，向

本部請領第二期款為總價金 30%款項(總價金： 新臺幣 1,160,000 元)，計新臺

幣 348,000元整。 

九、 散會：下午 4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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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期中審查意見修改情形對照表 

審查意見 修改情形 

(一)評審委員綜合意見： 

1. 請研究團隊就研究架構(報告第 10

頁 )上再釐清研究的順序與因果關

係，例如：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

對我國勞動相關議題的影響，要釐清

勞動市場、勞動權益及勞動法制的影

響是否為同時影響或有時間先後順

序的影響。 

1. 本研究之架構係根據需求書擬定，

並配合政府刻正推動「5+2 產業創新

計畫」等與新科技與新興產業發展

相關之重大計畫，以及國內平台經

濟等新經濟模式之興起等背景；因

此分別彙整新科技、新經濟模式相

關政策內容與發展趨勢，進而分析

對於勞動市場、勞動權益之可能影

響。其次，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對

於勞動市場影響有所差異，因此將

兩者分開研究及論述。 

2. 本研究將分析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

發展對我國勞動市場、勞動權益之

影響，進而分析相關之勞動法制議

題及提出建議；另研究架構圖已配

合修正(p.10)。 

2. 在基本體例部分，研究團隊期中報告

於第二章、第三章完成的 5 個國家、

地區及本國現況的內文編排方式，均

以勞動市場、勞動權益、人力資源與

勞動法制等面向來敘述鋪陳；惟研究

團隊期末報告預擬研究章節如第四

章(詳見目錄頁)是以勞動市場、勞動

權益來分析、第五章又以勞動法制之

人力資源、勞動權益、職業安全等章

節來分析，建議報告應前後文對照且

脈絡一致，研究團隊可考慮以期末報

告編排的格式來修正第二章、第三章

章節編排。 

考量勞動市場、勞動權益、勞動法制涵

蓋議題眾多，故本研究預計以第四、五

章呈現；第二、三章則分別探討 5 個主

要國家及我國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

展及對勞動相關議題的影響。研究團隊

將於期末報告強化章節之前後銜接與

脈絡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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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修改情形 

3. 有關國外研究以美國、歐洲、日本、

韓國及中國大陸等 5 個國家及地區為

主，資料內容充實，但歐洲部分，內

文資料又以歐盟呈現，建議語法統一

一致。另建議研究團隊於國外 5 個國

家之分析，能歸納這些國家在產業

面、勞工面、人力資源(技能面)的影

響之特性，區分出共同性與差異處，

並將各國發展經驗製作成一張大

表。透過整理出對該國的各種影響，

導引出可供我國借鏡的方法。 

已調整歐洲、歐盟用詞；另已於第二章

第六節綜合研析增列 5 個國家及地區新

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之興起及其影

響比較表。(p.142- p.144) 

4. 至於我國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

部分，除國內目前現有政府計畫與我

國產、企業發展(個案案例)情形外，

建議研究團隊仍應回歸本案需求書

與契約書之要求，第三章標題應修正

為「我國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之

發展，及其對我國勞動市場的影

響」，除分析我國新經濟模式與新科

技發展之發展，及其對產業、企業與

人力資源的影響外，是否再補充我國

發展現況在勞動市場、勞動權益、人

力資源、勞動法制的影響資料。 

考量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發展對

我國勞動市場、勞動權益、人力資源及

勞動法制之影響將於第四、五章呈現，

第三章聚焦於產業與企業面之影響，並

調整第三章標題為「我國新經濟模式與

新科技發展及其對我國企業人力資源

運用與勞資關係之影響」。 

5. 研究團隊專訪的三個個案 (東元電

機、宏遠興業、玉山金控)均屬舊產

業，除瞭解舊產業在新經濟模式發展

下的影響，建議個案訪談能增加新創

產業或創新經濟產業，以增加本文的

廣度與參考價值。 

研究團隊將於期末報告中納入平台經

濟等新經濟模式與相關議題之研析。 

6. 建議研究團隊能於所專訪的企業如

東元電機、宏遠興業與玉山金控等，

在引進新科技發展或新經濟模式轉

型間，其組織內勞工是否有面臨衝

擊，其所產生的勞動權益、人力資

源、勞動法制之影響，這些企業是否

有因應與協處措施，請研究團隊能於

該章節更深入研析。 

研究團隊已補充個案資訊，並於第三章

第三節綜合研析增列「業者提出之建議

事項」。(p.193-194) 



附-111 

審查意見 修改情形 

7. 本文引用美國健保法案(第 41 頁)對

零工經濟工作者的影響，建議應再納

入區塊鏈的引進，以及美國、日本現

正發展外包法的新經濟模式之背景

因素、政策內涵、方法與措施，這對

臺灣的影響更大。另第 64-66 頁研究

團隊提出基本收入政策，但基本收入

政策並不必然與新經濟模式及新科

技發展有因果關聯，且基本收入仍非

各國正式的政策，多數仍屬試驗計

畫，且有 NGO 組織或企業投入資

助，所以於此處引用作為各國因應對

策似有不當。 

1. 考量目前金融業引進區塊鏈技術對

勞動之影響尚不具體，仍需時間觀

察，暫不列入研究內容。 

2. 經初步搜尋，美國政府政策方向近

期以鼓勵企業僱用本國勞工、增加

就業機會為主；日本政府則以放寬

外籍勞動者赴日工作限制為主，與

外包法相關資訊有限。另已補充說

明日本放寬外籍勞動者赴日工作限

制。(p.90- p.91) 

3. 基本收入已修正為相關試驗計畫，

而非各國政府對策。 

8. 有關研究結論人力資源部分，研究團

隊設定以職業訓練、人力培訓等面向

來因應，請研究團隊能新增「勞動力

開發」面向的分析與因應，因未來的

產經發展趨勢，人力資源的因應絕非

既有的職業訓練模式可因應。 

研究團隊後續將「勞動力開發」納入期

末報告中研析。 

9. 建議研究團隊於本國文獻分析上，能

新增與本文有關之調查研究資料，例

如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運用調查資

料之產業別、職業別或其他專案調查

研究供參考。 

已補充部分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運用

調查資料於第四章第一節。 

10. 本案期末報告完成前，研究團隊預

定於臺北市、高雄市召開 2 場焦點座

談會，請研究團隊務必邀請勞動部相

關單位同仁出席。 

已於 107/8/31 於中華經濟研究院舉辦

「新科技及新經濟對勞動市場及勞動

權益的影響」座談會。另經勞動部同

意，第二場次「新科技及新經濟對勞動

法制之影響」焦點座談會已於 107/11/26

改於臺北舉辦。兩場次座談會皆邀請勞

動部代表、學者專家、企業與工會代表

等出席。 

(二)請研究團隊就以下研究報告內容再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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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修改情形 

1. 有關基本體例部分，本文有錯漏字及

贅字部分，請研究團隊再行檢視與修

正。另為快速掌握本委託研究之全

貌，請研究團隊於期末報告內容增列

報告摘要。 

已修正錯漏字(例如雇佣等)及贅字，並

於期末報告增列報告摘要。 

2. 有關內文部分，請研究團隊再補充說

明與修正： 

 

(1)第二章(第 17- 133 頁)針對美國、歐

洲、日本、韓國及中國大陸等 5 個

國家及地區進行本案資料蒐集與

研析，請研究團隊補充以下資料，

例如美國國家經驗之第 30 頁提及

中階工作者將成為數位化下最易

被取代的族群，低階工作受益於目

前技術無法突破，未來就業機會將

會增加，請問是職務還是勞動者被

取代。另歐洲德國經驗第 50 頁提

及…低技術、低工資及重複性工作

都將可能會被機器人取代…這二

國家之經驗差異，請研究團隊就前

後文再補充說明。 

(1)已補充說明文獻內容，根據歐美相

關研究，受數位科技衝擊程度最高者

為中階技術且重複性高之職務，另低

階技術且極低薪資工作的需求將增

加，但薪資可能因競爭而進一步降

低。(p.30) 

 

(2)研究團隊對 5個主要國家及地區發

展的經驗多所描述，並舉例發生於

該國(地區)的案例，請研究團隊在

這些案例提供分析與建議，作為政

府可參採與注意之處。例如

Amazon Mechanical Turk 的勞資不

平等行為案例中(第 35 頁)，提及不

對等的僱傭關係，Turkopticon 一直

是由設計者自行運營，當服務提供

者與客戶發生糾紛時，Turkopticon

並沒有足夠的立場作為調節者，而

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上述這樣的

案例，在未來一定會發生，請研究

團隊提供相關協處建議，以作為政

府可參採與注意之處。 

(2)有關平台經濟衍生糾紛案件與協處

建議，已納入期末報告進行研析(建

議由產職業工會協助爭取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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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修改情形 

(3)在第 64 頁提及歐洲地區國家如歐

陸法系或英美法系，多數國家的司

法機構都已採用多種手段較廣泛

的途徑和多元的方法來確定僱傭

關係的存在，且常應用在零工經濟

案例中。請研究團隊補充說明有哪

些多元途徑和方法，可供政府借鏡

參採。 

(3)已補充說明文獻內容，例如德國以

「收入比重」、「勞工是否接受指揮

監督」等原則；美國普通法以業者對

於服務、產品、生產工具與方式、流

程的控制程度做為區分承攬與僱傭

關係的判斷方式。(p.65- p.66) 

 

(4)在第 66 頁提及過去有幾個國家進

行基本收入試點計畫，例如加拿大

多芬市的「米糠計畫」實驗，可否

對此計畫提供補充說明其政策內

涵與內容。 

(4)已補充說明「米糠計畫」之政策內

涵與內容。(p.67) 

 

(5)第三章(第 135- 214 頁)探討我國目

前有的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

之政策與發展趨勢，研究團隊在我

國勞動市場的影響上，除分析我國

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之發

展，及其對產業、企業與人力資源

的影響外，請研究團隊再補充對勞

動市場、勞動權益和勞動法制的影

響資料。 

(5)考量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之發

展對我國勞動市場、勞動權益、人力

資源及勞動法制之影響將於第四、五

章呈現，第三章聚焦於產業與企業面

之影響，並調整第三章標題為「我國

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及其對我

國企業人力資源運用與勞資關係之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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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期末審查會議紀錄 

勞動部 

委託辦理「我國推動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對勞動市場的影響與因應」期末報

告審查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7 年 12 月 14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二、 地點：本部 501 會議室 

三、 主持人：王司長厚誠(廖副召集人為仁代理)             記錄：蕭彩含 

四、 出席者：如簽到簿  

五、 主席開會引言：(略) 

六、 研究團隊期末報告簡報：(略) 

七、 審查會議摘要： 

本案整體研究內容符合研究需求，但仍請研究團隊針對委員意見及建議，

再行檢視與修正。 

(一)整體綜合意見： 

1.對於平台經濟所帶來的新就業型態，其僱傭關係認定對後續勞動權益的

保障是重要議題。在本報告的分析脈絡中，提及平台經濟就業型態不同

以往傳統僱傭關係，勞務提供者的角色較類似無一定雇主的勞工或自營

作業者，但後續分析及政策建議又以傳統僱傭關係認定為主軸，請研究

團隊確認研究的主軸是以傳統僱傭關係為原則，或是以保護個體勞工(無

一定雇主的勞工或自營作業者)為主，以利後續提出政策建議。 

2.若勞雇關係的認定以保護個體勞工(無一定雇主的勞工或自營作業者)為

主軸，在現行法規架構下，應較易於與既有制度銜接(如職災及勞保等)，

後續政策建議及實際操作上亦較容易落實。 

3.將資料蒐集過程中，若因調查數據不足而無法分析的部分，建議列入結

論與政策建議中，俾利未來進一步改善相關資料品質；另對相關勞動法

制調整可能造成的影響及值得關注的重點，亦請簡述於結論與政策建議

中，俾利本部後續掌握相關趨勢發展。 

(二)第一章(緒論) 



附-115 

建議研究團隊在表 1-3-1 訪談對象屬性中(頁 13)，增加受訪者屬性相關

資料，以利評估訪談對象是否達到平衡，如企業受訪者增加行職業別屬

性、學者專家增加專長屬性、工會/勞工團體增加產業工會或職業工會屬

性等。 

(三)第二章(主要國家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及其對勞動的影響與因應) 

鑒於我國面臨勞動力不足的現象，建議研究團隊多著墨於面臨相同情況

之日本如何利用新科技發展補充勞動力的不足之相關作法。 

(四)第三章(我國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及其對我國企業人力資源運用與勞

資關係之影響) 

1.個案研究以傳統製造業及服務業為對象，未納入目前政府重點發展之 5+2

產業業者、平台經濟業者等，建議以訪談紀錄增加相關內容。 

2.請補充說明我國中小企業如何加入新經濟的商業模式。 

3.數據的蒐集與分析是發展平台經濟的基礎，若我國未能即時掌握平台經

濟發展所帶來的相關資料，將在全球平台經濟發展中喪失將爭力，建議

研究團隊補充相關內容，或納入未來可進一步探討之處。 

4.建議增加我國本土平台經濟未來發展趨勢，綜觀目前本土平台經濟的發

展趨勢，如 KKDAY，主要商業模式為引導國人至他國旅遊，並蒐集國

內使用者相關資訊；下一步平台經濟要擴大發展，應引導國際旅客到不

同國家去，並蒐集國外使用者資訊。 

(五)第四章(我國推動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對勞動市場及對勞動權益的影

響) 

1.對於新經濟型態下的公平就業(頁 242)，報告提及不當資料未更正，或分

析人員的偏見，平台經濟之工作媒合將產生就業歧視；但亦有其他見解

認為，新經濟的就業歧視並非是因資料或操作的不當，反而是因為資料

更透明化，致弱勢、技術層級低的勞務提供者被排除在工作媒合外，請

研究團隊併同參考。 

2.對於勞動力供給面分析部分，研究團隊分析 30 歲以下青年有往低技能職

業流動的趨勢(頁 230)，這裡有 2 個問題請研究團隊說明，首先是 30 歲

以下青年因職業尚未穩定，尚在累積工作經驗及技能中，是否已能界定

其工作發展性？另外，該趨勢是否為勞動力需求面問題，即傳統產業無

法順利轉型，致難以創造高技能的工作的需求？ 

3.對於勞動力需求面分析部分，研究團隊提及受訪企業皆無導入新科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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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員情況(頁 225)，但據訪談紀錄，提到企業內部除進行職務調整及轉職

外，亦對無法適應之員工進行優退，顯示裁員情形仍存在，只是時間點

不同，建議研究團隊再斟酌。 

4.對於平台經濟所衍生的勞動議題部分，研究團隊強調安全衛生議題(頁

241)，但該議題(焦慮、超時工作等)亦發生於其他工作類型中，並非僅

發生於平台經濟中，建議加強說明該段分析之重要性。 

5.第四章分析中所使用之相關數據資料，請更新為最新資料，如國家發展

委員會人口推估資料請更新為 107 年 8 月份發佈之資料，人力資源運用

調查亦請以最新資料為主。 

6.對於職場性別差異部分，研究團隊分析新科技與新經濟的興起，致事務

性人力需求下降，對女性就業不利(頁 253)。在當前勞動力架構下，上開

分析有其道理；但女性就讀高等教育比例提高，未來這些女性進入職場

後，人力資本將不同於將與當前勞動市場女性之人力資本，加上勞動力

短缺的影響，女性之就業是否仍處於不利情況? 

7.如未來零工經濟發展成熟，部分工時人口將增加，整體平均薪資將呈現

成長遲緩或下降趨勢。請問研究團隊對這種現象是否可以提供說明或分

析意見? 

8.報告引用包含「我國勞動情勢資訊統整與分析研究-科技發展對職場性別

差異的影響與因應」、「我國勞動情勢資訊統整與分析研究-科技發展下，

我國集體勞資關係可能面臨之挑戰與轉型」與「平台經濟興起對我國勞

動市場之可能影響與因應」3 份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出版之報

告，出版日期分別為 2018 年 5 月與 10 月，此 3 份報告因勞動及職業安

全衛生研究所尚未出版，且亦非委託研究，請暫勿引用。 

9.對於平台經濟所衍生的勞動議題部分，報告提到有關「英國模式」與「荷

蘭模式」之法律關係模式(頁 237)，建議更詳細描述內涵與契約內容以利

參考運用。 

(六)第五章(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下我國勞動法制之調整方向)及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1.有關引進外籍人才之相關法規調整與建議部分，提及平均總薪資第 710

分位的門檻，請加強與前幾章提及之中階技術人力之關聯。 

2.新經濟與新科技對社會影響的層面很大，建議研究團隊除勞動法規外，

亦增加其他面向之政策建議，如經濟部的產業政策、教育部的教育培

育、終身學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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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關建議強制平台業者位勞務提供者參加勞工保險，使其享有職災給付

部分(頁 280)，在本研究之勞雇關係尚未確立前，該建議缺乏無法源依

據；又考量強制平台業者責任後，會提高平台業者的成本，進一步提高

勞務提供者要進入平台的困難度，恐造成負面影響，請研究團隊併予考

量。  

4.有關就業歧視部分，建議課予勞務需求者舉證責任，恐有合理性疑慮，

建議研究團隊再斟酌。 

5.本研究發現在面臨新科技時，大部份企業以內部人員職訓作為人力需求

之因應，而非外補人力，這對未來本部職業訓練規劃，將有不同的思考

方向，建議研究團隊多加論述這方面的建議；另對於因無法適應新科技

發展而退離職場之勞工，亦請研究團隊增加相關退職/轉職管理的建議。 

6.建議研究團隊同時考量新科技帶來的勞動力需求減少，以及人口改變致

勞動力供給減少等兩者相對程度，適度加入「數位經濟發展應與勞動市

場供需政策配合」的觀點 

7.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已建置大數據資料庫，建議未來相關研究可

利用該資料做相關實證研究。 

8.本研究可延伸討論新經濟與新科技發展所引發的失業問題，以及五級勞

動力中哪些人容易受到影響，建議納入未來可進一步探討之處。 

9.為利國內外比較，建議將第六章第二節之表 6-2-1(頁 306-307)，國內產生

之相關議題及修法建議，比照第二章第六節之表 2-6-1(頁 142-144)國外

之影響比較表進行歸類。 

(七)基本體例 

1.「平臺」或「平台」，請統一用語。 

2.第四章，勞動市場分析之相關表格，請清楚列出年份，如頁 210 頁之表

4-1-5。 

3.頁 31，圖 2-1-1 請翻成中文。 

4.頁 199，最後一段「考量建階段研究成果…預計在期中報告後…」等文

字請刪除。 

5.頁 242 第二段倒數第三行，「僱」主請修正為「雇」主。 

6.頁 267 第二段第四行，數位平「檯」，請修正。 

7.頁 274 第二段第三行，平「檯」業者，請修正。 

八、研究團隊回應： 

感謝委員建議，委員所提出意見多數皆採納並進行檢視與修正，以下說明： 

(一)有關委員所提平台經濟的勞雇關係的認定要套用僱傭關係原則，或是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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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個體勞工(無一定雇主的勞工或自營作業者)為主，主要是考量訪談過程

中，許多勞動法學者及工會建議主要以現行既有僱用關係認定為主，如有

不足再採個案認定，故後續法制調整方向及結論才以僱傭關係為主軸。但

究竟渠等勞工保護要以既有僱用關係去認定，或以保護個體勞工為主，仍

須上位政策確定。 

(二)安全衛生部分，主要係考量目前工時規範以企業為單位歸戶，尚無法以個

人為單位歸戶，故難以在既有法規架構下規範平台經濟勞務提供者之工

時，對職災等議題都會產生影響。 

(三)對於增加未來相關調查之建議及資料更新部分，將採納辦理。 

(四)有關提到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尚未出版之 3 篇計畫，本研究將不再

引述。 

(五)個案研究部分，因平台業者及中小企業受訪意願低，故較難觸及，將納入

未來研究可進一步發展之處。 

(六)依委託單位之需求書，本研究聚焦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對勞動市場的

影響與因應，故部分委員之建議(如 AI 產業化)超出研究範圍，將列入未來

研究可進一步發展之處。 

九、主席結論： 

(一)本案研究請研究團隊掌握委託單位之需求，提出後續法制調整之方向，以

及可能面臨之問題。 

(二)委員意見可補漏、補強文字修正之處，請研究團隊調整。 

(三)有關政策建議涉及集體勞資關係及勞保部分，會後請勞動關係司、勞工保

險司提供意見，並給研究團隊參考。 

(四)本期末報告原則審查通過，請研究團隊依審查委員修正研究內容，並於會

後 14 個工作天(108 年 1 月 4 日)內以書面交付總結報告 10 分予機關辦理驗

收。 

 

十、散會：上午 11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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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期末審查意見修改情形對照表 

審查意見 修改情形 

(一)整體綜合意見： 

1. 對於平台經濟所帶來的新就業型

態，其僱傭關係認定對後續勞動權益

的保障是重要議題。在本報告的分析

脈絡中，提及平台經濟就業型態不同

以往傳統僱傭關係，勞務提供者的角

色較類似無一定雇主的勞工或自營

作業者，但後續分析及政策建議又以

傳統僱傭關係認定為主軸，請研究團

隊確認研究的主軸是以傳統僱傭關

係為原則，或是以保護個體勞工(無

一定雇主的勞工或自營作業者 )為

主，以利後續提出政策建議。 

考量訪談過程中，部分勞動法學者及工

會代表皆表示，仍期望以認定僱傭關係

為主軸，現行勞動法制無法涵蓋的部

分，特別是社會保障的缺口，再以補充

的方式為之；其次，考量目前我國平台

經濟模式尚在演化中，相關勞動法制短

時間內立即調整之必要性、可行性仍待

評估。因此本研究僅提供未來法制調整

方向，並建議短期在現行勞動法制架構

下，積極認定僱傭關係，另強化對於平

台勞務提供者之社會保障；後續則視平

台經濟發展與對我國勞動市場、權益之

影響程度進展，再進行以個體勞工為主

體之法制調整。已補充如頁 295。 

2. 若勞雇關係的認定以保護個體勞工

(無一定雇主的勞工或自營作業者)為

主軸，在現行法規架構下，應較易於

與既有制度銜接(如職災及勞保等)，

後續政策建議及實際操作上亦較容

易落實。 

現行勞動法制確已提供無一定雇主的

勞工或自營作業者相關社會保障(例如

透過加入職業工會可加保勞保)；但在平

台經濟下，勞務提供者工作內容將較傳

統無一定雇主的勞工或自營作業者更

為彈性化、零碎化，產生勞務提供者社

會保障缺口，以及由個人承擔多數成本

與風險之不公平現象，應透過調整相關

法制(涉及勞動法制與其他如平台營運

規範等)以為因應。 

3. 將資料蒐集過程中，若因調查數據不

足而無法分析的部分，建議列入結論

與政策建議中，俾利未來進一步改善

相關資料品質；另對相關法制調整可

能造成的影響及值得關注的重點，亦

請簡述於結論與政策建議中，俾利本

部後續掌握相關趨勢發展。 

已增加調查數據相關政策建議如頁

307-頁 308，另亦已補充相關法制調整

可能造成的影響及值得關注的重點於

第六章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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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一章(緒論) 

1. 建議研究團隊在表 1-3-1 訪談對象屬

性中(頁 13)，增加受訪者屬性相關資

料，以利評估訪談對象是否達到平

衡，如企業受訪者增加行職業別屬

性、學者專家增加專長屬性、工會/

勞工團體增加產業工會或職業工會屬

性等。 

已依據建議調整，如頁 13。 

(三)第二章(主要國家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及其對勞動的影響與因應) 

1. 鑒於我國面臨勞動力不足的現象，建

議研究團隊多著墨於面臨相同情況

之日本如何利用新科技發展補充勞

動力的不足之相關作法。 

已從勞動力開發角度，補充日本如何利

用 AI 等新科技因應勞動力不足等相關

資訊，如頁 70-頁 71 及頁 79。 

(四)第三章(我國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及其對我國企業人力資源運用與勞資

關係之影響) 

1. 個案研究以傳統製造業及服務業為

對象，未納入目前政府重點發展之

5+2 產業業者、平台經濟業者等，建

議以訪談紀錄增加相關內容。 

除完成三則個案研究外，研究團隊亦透

過深度訪談企業與工會代表，以及舉辦

焦點座談等研究方法，蒐集智慧機械等

5+2 產業業者以及平台經濟勞務提供者

之意見，並已納入報告中。 (例如頁

225-229 有關國內企業導入新科技之考

量因素、衍生之人力需求與加強內部訓

練等措施，係彙整自訪談半導體、智慧

機械等 5+2 產業業者意見；頁 305-307

平台業者應提供資訊或服務事項，與擴

大對平台勞務提供者之社會保障等建

議，係彙整自訪談平台經濟相關工會代

表之意見) 

2. 請補充說明我國中小企業如何加入

新經濟的商業模式。 

目前我國中小企業參與新經濟主要以

利用電子商務平台進行銷售為主，已於

頁 182 補充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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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數據的蒐集與分析是發展平台經濟

的基礎，若我國未能即時掌握平台經

濟發展所帶來的相關資料，將在全球

平台經濟發展中喪失將爭力，建議研

究團隊補充相關內容，或納入未來可

進一步探討之處。 

已增加調查數據相關政策建議如頁

307-頁 308。 

4. 建議增加我國本土平台經濟未來發

展趨勢，綜觀目前本土平台經濟的發

展趨勢，如 KKDAY，主要商業模式

為引導國人至他國旅遊，並蒐集國內

使用者相關資訊；下一步平台經經要

擴大發展，應引導國際旅客到不同國

家去，並蒐集國外使用者資訊。 

觀察國內平台營運現況，服務需求端與

提供端皆高度集中於國內，跨界服務者

甚少，平台語言亦以中文為主；惟後續

是否能拓展至國際市場，仍須視經營團

隊之條件與市場競爭情形，已補充相關

資訊於頁 182-頁 183。 

(五)第四章(我國推動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對勞動市場及對勞動權益的影響) 

1. 對於新經濟型態下的公平就業 (頁

242)，報告提及不當資料未更正，或

分析人員的偏見，平台經濟之工作媒

合將產生就業歧視；但亦有其他見解

認為，新經濟的就業歧視並非是因資

料或操作的不當，反而是因為資料更

透明化，致弱勢、技術層級低的勞務

提供者被排除在工作媒合外，請研究

團隊併同參考。 

已在頁 245 進行補充。 

2. 對於勞動力供給面分析部分，研究團

隊分析 30 歲以下青年有往低技能職

業流動的趨勢(頁 230)，這裡有 2 個

問題請研究團隊說明，首先是 30 歲

以下青年因職業尚未穩定，尚在累積

工作經驗及技能中，是否已能界定其

工作發展性？另外，該趨勢是否為勞

動力需求面問題，即傳統產業無法順

利轉型，致難以創造高技能的工作的

需求? 

相關數據顯示 30 歲以下青年有往低技

能職業流動的趨勢，確實可能同時有供

給面及需求面原因，已在頁 232-頁 233

進行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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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於勞動力需求面分析部分，研究團

隊提及受訪企業皆無導入新科技而

裁員情況(頁 225)，但據訪談紀錄，

提到企業內部除進行職務調整及轉

職外，亦對無法適應之員工進行優

退，顯示裁員情形仍存在，只是時間

點不同，建議研究團隊再斟酌。 

彙整受訪企業訪談內容，企業如因導入

新科技而須進行人力重配置時，會先採

取工作重新調整、加強在職訓練、輔導

員工轉職等方式協助員工因應變革，並

非直接進行優退。已在頁 227-頁 228 進

行修正。 

4. 對於平台經濟所衍生的勞動議題部

分，研究團隊強調安全衛生議題(頁

241)，但該議題(焦慮、超時工作等)

亦發生於其他工作類型中，並非僅發

生於平台經濟中，建議加強說明該段

分析之重要性。 

已在頁 242-頁243補充說明目前勞基法

對工時的規範主要是針對雇主而非個

人，因此針對許多平台的勞務提供者身

兼數職，常超時工作，造成過勞或沈重

的精神負擔的情況，目前並無相關法令

可以加以規範。 

5. 第四章分析中所使用之相關數據資

料，請更新為最新資料，如國家發展

委員會人口推估資料請更新為 107

年 8 月份發佈之資料，人力資源運用

調查亦請以最新資料為主。 

已重新檢梘第四章第一節之統計資

料，並更新至最新資料。 

6. 對於職場性別差異部分，研究團隊分

析新科技與新經濟的興起，致事務性

人力需求下降，對女性就業不利(頁

253)。在當前勞動力架構下，上開分

析有其道理；但女性就讀高等教育比

例提高，未來這些女性進入職場後，

人力資本將不同於將與當前勞動市

場女性之人力資本，加上勞動力短缺

的影響，女性之就業是否仍處於不利

情況? 

已在頁254補充說明未來女性人力資本

可能之變化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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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未來零工經濟發展成熟，部分工時

人口將增加，整體平均薪資將呈現成

長遲緩或下降趨勢。請問研究團隊對

這種現象是否可以提供說明或分析

意見? 

當部分工時人口增加時，整體平均薪資

的確會呈現成長遲緩或下降的趨勢。過

去主計總處及勞動部統計處在公布工

時及薪資相關資料時，都沒有進一步細

分全時工作者及部分工時工作者，而只

公布年總平均工時及薪資，導致在新經

濟模式發展下，臺灣呈現出工時愈來愈

短、薪資愈來愈低的情況。因此建議相

關統計單位未來可以進一步針對兼職

與全職工作者進行個別統計，以完整呈

現臺灣勞動市場的真實情況。已納入政

策建議如頁 308。 

8. 報告引用包含「我國勞動情勢資訊統

整與分析研究-科技發展對職場性別

差異的影響與因應」、「我國勞動情勢

資訊統整與分析研究-科技發展下，

我國集體勞資關係可能面臨之挑戰

與轉型」與「平台經濟興起對我國勞

動市場之可能影響與因應」3 份勞動

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出版之報

告，出版日期分別為 2018 年 5 月與

10 月，此 3 份報告因勞動及職業安

全衛生研究所尚未出版，且亦非委託

研究，請暫勿引用。 

已刪除3份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出版之報告的相關內容。 

9. 對於平台經濟所衍生的勞動議題部

分，報告提到有關「英國模式」與「荷

蘭模式」之法律關係模式(頁 237)，

建議更詳細描述內涵與契約內容以

利參考運用。 

已在頁 239 進行補充。 

(六)第五章(新經濟模式與新科技發展下我國勞動法制之調整方向)及第六章(結

論與建議) 

1. 有關引進外籍人才之相關法規調整

與建議部分，提及平均總薪資第 70

分位的門檻，請加強與前幾章提及之

中階技術人力之關聯。 

已調整論述方向，並建議未來於正式實

施後，可視我國勞動力供給與企業人才

需求狀況，調整聘用條件，如頁 272-

頁 273、頁 301 及頁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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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經濟與新科技對社會影響的層面

很大，建議研究團隊除勞動法規外，

亦增加其他面向之政策建議，如經濟

部的產業政策、教育部的教育培育、

終身學習等。 

新經濟與新科技涉及具有涉及多重利

害關係人(multi-stakeholder)特性，不同

產業亦涉及不同主管機關；除各單位主

政政策須考量新經濟與新科技之發

展，亦亟待建立溝通平台，以利跨部會

事項之協調。具體例如，目前科技及產

業政策積極推動人工智慧技術研發與

應用，但對於勞動市場之考量顯有不

足。本項意見已納入政策建議如頁 297。 

3. 有關建議強制平台業者位勞務提供

者參加勞工保險，使其享有職災給付

部分(頁 280)，在本研究之勞雇關係

尚未確立前，該建議缺乏無法源依

據；又考量強制平台業者責任後，會

提高平台業者的成本，進一步提高勞

務提供者要進入平台的困難度，恐造

成負面影響，請研究團隊併予考量。 

1. 考量未來隨著工作型態趨於多元

化，以及平台經濟、零工經濟的興

起，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者數量

可能增加，由其負擔 60%之保險費

用(勞工保險條例第 15 條)是否公平

值得商榷，政府補助 40%之保險費

用亦須考量政府財務能力。基於

此，本研究建議應檢視無一定雇主

或自營作業者之社會保障制度，在

工作者提供勞務事實之前提下，勞

務需求方、平台業者應負擔部分之

保險費用，或可自工資中提撥一定

比例費用作為支付保費之用，惟細

部操作機制仍待規劃。 

2. 針對如強制平台業者為勞務提供者

加保勞保，可能提高平台業者的成

本，以致提高勞務提供者要進入平

台的困難度；建議以法規等規範平

台業者不得將相關成本轉嫁至勞務

提供者，以避免形成勞務提供者進

入平台之障礙。已修改如頁 280。 

4. 有關就業歧視部分，建議課予勞務需

求者舉證責任，恐有合理性疑慮，建

議研究團隊再斟酌。 

如勞務提供者主張受到就業歧視，由於

平台以扮演媒合角色為主，勞務提供者

之選定仍由勞務需求者為之，因此本研

究認為由勞務需求者負擔舉證責任較

為適宜。惟本研究亦同意實務操作上可

能不容易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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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研究發現在面臨新科技時，大部份

企業以內部人員職訓作為人力需求

之因應，而非外補人力，這個發現將

對未來本部職業訓練規劃有不同的

思考方向，建議研究團隊多加論述這

方面的建議；另對於因無法適應新科

技發展而退離職場之勞工，亦請研究

團隊增加相關退職 /轉職管理的建

議。 

1. 受訪企業多兼採內部訓練與對外招

募方式，以因應新科技帶來之人力需

求；惟對外招募之人力，可能因高等

教育與職訓體系與企業需求有所落

差，仍須再經過企業內部訓練。基於

此，因應新科技及衍生人力供需缺

口，高等教育、產學合作與職訓體系

等皆須進行調整。本項意見已納入政

策建議，如頁 297。 

2. 針對無法適應新科技發展而退離職

場之勞工，現行制度下除可參加職業

訓練課程外，政府亦有「臨時工作津

貼」、「跨域就業津貼」等制度，則

提供失業或非自願性離職的民眾輔

導與補助。本研究進一步建議，因應

未來新科技而退離職場之勞工可能

增加，應建立制度性主動通報、追蹤

與輔導等機制，以掌握其轉職後工作

轉換情形與待業時間等動向；尤其應

留意此類勞工是否因此被迫轉入平

台經濟，甚至衍生過勞、社會保障不

足等問題。已補充如頁 299。 

6. 建議研究團對同時考量新科技帶來

的勞動力需求減少，以及人口改變致

勞動力供給減少等兩者相對程度，適

度加入「數位經濟發展應與勞動市場

供需政策配合」的觀點。 

已納入政策建議如頁 297。 

7.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已建置

大量數據資料庫，建議未來相關研究

可利用該資料做相關實證研究。 

已納入政策建議如頁 308。 

8. 本研究可延伸討論新經濟與新科技

發展所引發的失業問題，以及五級勞

動力中哪些人容易受到影響，建議納

入未來可進一步探討之處。 

根據文獻與本研究發現，未來受新科技

與新經濟模式影響，應以中階技術、重

複性高之工作最為顯著；但實際替代與

否，仍需考量人力成本、機器引進與調

適成本、經營者決策等多元因素，建議

於後續研究中進行研析，如頁 307-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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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為利國內外比較，建議將第六章第二

節之表 6-2-1(頁 306-307)，國內產生

之相關議題及修法建議，比照第二章

第六節之表 2-6-1(頁 142-144)國外之

影響比較表進行歸類。 

已將表 6-2-1重新歸類如頁 310-頁 312。 

(七)基本體例 

1. 「平臺」或「平台」，請統一用語。 已修正。 

2. 第四章，勞動市場分析之相關表格，

請清楚列出年份，如頁 210 頁之表

4-1-5。 

已修正。 

3. 頁 31，圖 2-1-1 請翻成中文。 已修正。 

4. 頁 199，最後一段「考量建階段研究

成果…預計在期中報告後…」等文字

請刪除。 

已修正。 

5. 頁 242 第二段倒數第三行，「僱」主

請修正為「雇」主。 

已修正。 

6. 頁 267 第二段第四行，數位平「檯」，

請修正。 

已修正。 

7. 頁 274 第二段第三行，平「檯」業者，

請修正。 

已修正。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勞動關係研究組意見 

1. 頁 301 提出「建議評估放寬成立虛擬

工會相關規定」，有關虛擬工會之定

義、運作方式與趨勢等探討建議亦須

提出以利參考運用。 

已補充說明如頁 303。 

2. 第四章第四節有探討對職場性別差

異的影響，而第五章第二節有關勞動

權益相關之法制調整部分較無相關

內容探討，建議考慮增加。 

如本研究研析，目前新科技對職場性別

差異的影響仍有諸多不同看法，仍需視

後續我國產業導入新科技之速度與程

度，以及對勞動市場之實際影響，進而

評估法制調整方向。 

勞動保險司意見(會後提供) 

 

 

 



附-127 

審查意見 修改情形 

1. 有關表 6-2-1 勞動法令修法方向建議

「零工經濟趨勢下，勞務提供者可能

會透過不同平台獲得工作，工作亦可

能非屬同一職業」議題一節，查現行

平台勞務提供者已可依勞工保險條

例規定，以雇主或其所屬職業工會為

投保單位參加勞工保險。有關「允許

勞保涵蓋同時從事多種職業之平台

勞務提供者」一段是否係建立第 287

頁所提「平台勞工職業工會」之意，

建請釐明。 

根據現行勞動法制，平台勞務提供者可

以雇主或其所屬職業工會為投保單位

參加勞保。但在平台/零工經濟趨勢下，

勞務提供者可能同時從事多項性質完

全不同的工作，未必有合適的職業工會

讓其加入；若任意加入一個職業工會便

會產生非法加保的問題，如發生職災將

不會獲得給付。基於此，建議可評估建

立「平台勞工職業工會」，以供同時從

事多種職業之平台勞務提供者加保。已

修改如頁 306 及頁 311。 

2. 另第 304 頁末及第 307 頁表 6-2-1 勞

動法令修法方向建議「建議將投保薪

資改為以小時計算，以利搭配計算工

時」一節，查勞工保險月投保薪資係

由投保單位按被保險人月薪資總額

申報；投保薪資並有上、下限金額之

設計，且勞工可能區分按月、按日、

按時或按件計酬方式，尚難藉由投保

薪資之金額，推算其實際工時。故本

案如欲瞭解平台勞務提供者之工時

多寡以避免過勞，恐無法以勾稽勞保

投保薪資之方式處理，建議研究單位

再作釐清。 

1. 本建議主要係配合平台/零工經濟趨

勢下，勞務提供者投入每項工作的時

間長短不同；如能將投保薪資改為以

小時計算，則可依照實際工作時間彈

性加保。已調整相關說明如頁 306

及頁 311。 

2. 有關平台勞務提供者工時與過勞議

題，由於目前工時是以企業為歸戶，

規範勞工一天工作不得超過多少小

時；但平台經濟的勞務提供者可能針

對不同單位提供勞務，加上沒有企業

可為歸戶標的，建議評估改以個人為

歸戶之變革方向，並避免過勞問題之

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