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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 105年第 1次會議 

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5年 4月 7日(星期四)上午 10時 00分 

二、 地點：本部 602會議室 

三、 主席：郭常務次長芳煜                記錄：柯典嘉 

四、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報告事項 

(一) 依據本部 105~106年度政府資料開放行動方案，本

部及所屬各機關皆已於本(105)年 3 月底前各別成
立資料開放工作小組(以下簡稱工作小組)並完成

辦理第 1次工作小組會議(附件一)。 

決  定：洽悉。 
(二) 有關本部工作小組第 1次會議決議，摘錄重點如下： 

1. 本年度第 1 次資料集盤點結果(附件二)，本部各

單位及所屬機關所提報資料集皆列為甲或丙類；
若有資料集因其內容具有獨特性，雖經去識別

化，尚可由交叉比對或間接識別等方式揭露敏感

性資訊者，亦歸為丙類不開放。  
2. 本部及所屬機關應每季盤點資料並提報本部諮詢

小組會議審查，於未來盤點資料時依資訊處建議

原則辦理(附件三)，每次盤點結果可視需要再作
調整。 

3. 本部現正辦理「政府開放資料整合及作業管理系

統建置案」並將於該案中訂定一致性資料開放作
業規範，以供本部及所屬機關同仁使用與依循。 

決  定：洽悉。 

(三) 本部於上開建置案將進行資料集盤點作業，範圍包
含本部各單位及所屬各機關，盤點目標為所有電子

及非電子資料，以電子資料為優先處理。屆時須請

各資料提供者與相關系統廠商參與討論，協調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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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配合辦理。 

決  定：洽悉。 

(四) 本部及所屬機關迄今已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data.gov.tw)總共開放資料集 287項，自 102年 4

月 1 日起累積瀏覽次數 43 萬 2 千餘次，累積下載

次數 5萬餘次(附件四)；自本部政府資料開放諮詢
小組 104 年 10 月 23 日第 2 次會議(以下簡稱諮詢

小組 104 年第 2 次會議)後至今，新增開放資料集

39項(附件五)，民眾對於本部開放資料集之回饋意

見，新增 12 項(附件六)，民眾對於本部所提出額

外開放需求，新增 2項(附件七)。 

決  定：洽悉。 

七、 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本部工作小組第 1次會議決議，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年度第 1次資料集盤點結果，經本諮詢小組會議

審查通過後，將公開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二) 為本部訂定一致性資料開放作業規範，資訊處建議
各單位及所屬機關於辦理資料盤點時所依原則如附

件三，提請討論。 

決  議：本諮詢小組會議各出席委員皆同意附件三所列資料
盤點原則，本部於未來訂定一致性資料開放作業規

範時將納入此原則，餘洽悉。 

 

案由二：有關自諮詢小組 104年第 2次會議後至今新增開放

資料集如附件五，提請討論。 

說  明：針對上開內容之主要欄位、更新頻率等，是否有調
整必要，提請諮詢小組檢視。 

決  議： 

(一) 經各出席委員檢視，並無內容調整必要，故維持各
資料集開放現狀，惟後續各資料提供者仍得依需求

即時修改資料集描述或更新開放內容。 

(二) 資料以開放為原則，不開放為例外；會計月報為應
開放資料，請各單位(機關)檢視主管之相關資料開

放情形並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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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臨時動議：無。 

九、 結論：無。 

十、 散會(105年 4月 7日上午 10時 30分) 



機關 成立時間 召開第1次會議時間

勞動部 105年3月2日 105年3月18日

勞工保險局 104年12月28日 105年3月4日

勞動力發展署 105年1月4日 105年1月12日

勞動基金運用局 105年2月23日 105年3月10日

職業安全衛生署 105年2月26日 105年3月11日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105年2月18日 105年2月22日

附件一_勞動部及所屬機關資料開放工作小組辦理情形



編號 資料集序號 資料集名稱 資料集描述 主要欄位說明 預計開放年月 更新頻率 分類 資料不公開之法

規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 資料集提供單位 備註

1 A17000000J-

020093

勞動部性別平等專區 提供勞動部性別平等相關資

訊

網站名稱、相關聯結 已開放 不定期 甲 勞動部 人事處 異動聯絡人

2 職業災害失能勞工就業關懷

調查

職業災害失能勞工罹災前後

之工作與就業狀況，及其需

要政府協助項目

各年齡、性別及失能等級

等之職業災害失能勞工重

返職場情形、受傷前後之

工作狀況、需要政府協助

情形及工作安全衛生認知

2016-04-01 不定期 甲 勞動部 統計處

3 外籍勞工管理及運用調查 事業面外籍勞工薪資、工時

及放假狀況，外籍家庭看護

工平均薪資及工作時間訂定

情形

事業面外籍勞工行業類

別、員工規模，外籍家庭

看護工縣市別、性別及年

齡

2016-05-01 不定期 甲 勞動部 統計處

4 A17000000J-

020081

職業訓練概況 投保勞工保險事業單位職業

訓練概況、政府機關及公立

職訓機構辦理一般民眾職業

訓練概況

辦理職業訓練家數、職業

訓練人次、職業訓練支

出、行業、員工規模、營

業規模

已開放 不定期 甲 勞動部 統計處 異動更新頻率

5 勞動部哺(集)乳室與托兒設

施措施補助情形統計表

勞動部哺(集)乳室與托兒設

施措施補助情形統計表

提供相關統計資料。內容

如下：

1.哺(集)乳室與托兒設施

措施補助經費申請及補助

家數。

2.托兒設施措施受益員工

數。

3.托兒設施措施受益員工

子女數。

106年1月 每年 甲 勞動部 勞動部勞動福祉退

休司

原資料集名稱為「勞動部

托兒設施措施補助情形統

計表」，修正為「勞動部

哺(集)乳室與托兒設施措

施補助情形統計表」

6 新增 性別工作平等申訴案件資料 當事人基本資料、事業單位

名稱及營利統一編號、申訴

類別、是否送請性別工作平

等會或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

及其處理後續結果

不開放 政府資訊公開法

第 18 條  政府

資訊屬於下列各

款情形之一者，

應限制公開或不

予提供之：

六、公開或提供

有侵害個人隱

私、職業上秘密

或著作權人之公

開發表權者。但

對公益有必要或

為保護人民生

命、身體、健康

有必要或經當事

人同意者，不在

此限。

勞動部 勞動條件及就業平

等司

7 新增 基本工資工作小組 基本工資工作小組歷次開會

資料

序號、會議紀錄、議程、

發言摘要

已開放 不定期 勞動部 勞動條件及就業平

等司

8 新增 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 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歷次開

會資料

序號、會議紀錄、議程、

發言摘要

已開放 不定期 勞動部 勞動條件及就業平

等司

附件二_勞動部及所屬機關105年第1次資料盤點結果

第 1 頁，共 12 頁



編號 資料集序號 資料集名稱 資料集描述 主要欄位說明 預計開放年月 更新頻率 分類 資料不公開之法

規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 資料集提供單位 備註

9 勞就保被保險人異動資料 被保險人基本資料、異動

別、異動生效日期、投保薪

資等

不開放 政府資訊公開法

第18條第1項第6

款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已開放統計年報中之「歷

年來勞工保險投保單位及

人數－按類別分」等6種

資料集及「外國籍被保險

人人數統計」、「就保被

保險人人數統計」、「勞

保各類續保人員投保人數

統計」等3種資料集，檔

案基本欄位內容有單位

數、人數、類別、行業

別、地區別、規模別、年

齡、投保薪資、平均投保

人數及平均投保薪資等欄

位。

10 勞就保投保單位基本資料 保險證號、單位名稱、統一

編號、負責人姓名、登記地

址、通訊地址等

不開放 政府資訊公開法

第18條第1項第7

款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已開放統計年報中之「歷

年來勞工保險投保單位及

人數－按類別分」等5種

資料集，檔案基本欄位內

容有單位數、人數、類

別、行業別、地區別、規

模別及平均投保薪資等欄

位。

11 勞就保被保險人計費資料 勞就保被保險人每月保險費

計費資料

不開放 政府資訊公開法

第18條第1項第7

款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已開放統計年報中之「歷

年來勞工保險各種應計保

險費－按類別分」等7種

資料集，以及「外籍被保

險人應繳勞保費統計表」

資料集，檔案基本欄位內

容有項目、類別、人數、

個人應繳、單位應繳、合

計應繳、勞方、資方及政

府補助等欄位。

12 國民年金被保險人納保資料 被保險人基本資料（姓名、

出生日期、身分證號碼）異

動註記、納退保日期、納退

保原因

不開放 政府資訊公開法

第18條第1項第6

款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相關統計資料已提供於：

1.國民年金被保險人-按

補助別 2.國民年金投保

日數統計表

13 國保被保險人保險費計費資

料

被保險人基本資料（姓名、

出生日期、身分證號碼）、

計費年月、資料年月、補收

退註記、補助別、計費日

數、全月加保註記、應收總

金額、自付額、政府負擔金

額

不開放 政府資訊公開法

第18條第1項第6

款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相關統計資料已提供於：

1.政府應計國民年金保險

費-按年度別 2.國民年金

被保險人-按補助別

14 國民年金被保險人繳費資料 被保險人基本資料（姓名、

出生日期、身分證號碼）、

保費年月、入帳方式、代收

機構、繳納日期、沖銷日

期、沖銷金額

不開放 政府資訊公開法

第18條第1項第6

款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相關統計資料已提供於：

1.預繳國民年金保險費件

數及金額表 2.國民年金

被保險人保險費收繳情

形-按金額 3.國民年金被

保險人保險費收繳情形-

按人數

15 國民年金被保險人欠費資料 被保險人基本資料（姓名、

出生日期、身分證號碼）、

應收別、保費年月、應繳金

額、未收金額、繳納期限、

催欠註記、更生註記

不開放 政府資訊公開法

第18條第1項第6

款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相關統計資料已提供於：

1.國民年金被保險人保險

費收繳情形-按金額 2.國

民年金被保險人保險費收

繳情形-按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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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資料集序號 資料集名稱 資料集描述 主要欄位說明 預計開放年月 更新頻率 分類 資料不公開之法

規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 資料集提供單位 備註

16 國民年金被保險人個人補助

資格資料

被保險人基本資料（姓名、

出生日期、身分證號碼）、

戶籍遷徙異動資料、申報年

月、開始年月、截止年月、

補助別、是否註銷、資料到

局處理日、補助縣市

不開放 政府資訊公開法

第18條第1項第6

款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相關統計資料已提供於：

國民年金被保險人-按補

助別

17 國民年金被保險人配偶催繳

作業資料

被保險人基本資料（姓名、

出生日期、身分證號碼）、

被保險人配偶基本資料（姓

名、出生日期、身分證號

碼）、被保險人欠費資料（

欠費月份、欠費金額）

不開放 政府資訊公開法

第18條第1項第6

款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國民年金欠費被保險人之

收繳資料，已提供於：1.

國民年金被保險人保險費

收繳情形-按金額 2.國民

年金被保險人保險費收繳

情形-按人數

18 國民年金被保險人辦理分期

／延期作業資料

被保險人基本資料（姓名、

出生日期、身分證號碼）、

申請日期、受理日期、電

話、給付狀況、應收狀況、

文件補正、財稅查調結果、

編審結果、更生或清算註

記、更生或清算日期、保費

年月起迄、利息年月起迄、

分期期數、應繳總額、第1期

分期金額、每期分期金額、

第1期繳納期限、結案原因、

結案日期

不開放 政府資訊公開法

第18條第1項第6

款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相關統計資料已提供於：

國民年金被保險人申請分

期繳納保險費件數統計表

19 國民年金各項給付核定資料 被保險人基本資料（姓名、

出生日期、身分證號碼）、

受領人基本資料（姓名、出

生日期、身分證號碼、與事

故者關係）、給付種類、受

理編號、受理日期、編審註

記、核定年月、給付年月、

核定金額、實付金額、在途

保費、狀態說明

不開放 政府資訊公開法

第18條第1項第6

款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相關統計資料已提供於：

1.國民年金老年基本保證

年金及原住民給付新申請

案件統計表 2.國民年金

老年基本保證年金及原住

民給付每月核定案件及給

付金額統計資料 3.國民

年金保險各項年金給付每

月核定案件及給付金額統

計資料

20 勞保現金給付資料 姓名、身分證號、出生日

期、電話、地址、帳號、事

故原因、婚姻狀況、核付金

額

不開放 政府資訊公開法

第18條第1項第6

款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相關統計資料已開放於下

列資料集中：

1.「勞工保險統計年報」

中之勞工保險一次給付相

關統計資料(主要欄位：

給付種類、類別、地區

別、行業別、年齡組別、

性別)

2.「勞保老年給付趨勢分

析統計表」主要欄位：性

別、單位類別、年齡級

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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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資料集序號 資料集名稱 資料集描述 主要欄位說明 預計開放年月 更新頻率 分類 資料不公開之法

規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 資料集提供單位 備註

21 勞保年金給付資料 姓名、身分證號、出生日

期、電話、地址、帳號、事

故原因、婚姻狀況、核付金

額

不開放 政府資訊公開法

第18條第1項第6

款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相關統計資料已開放於下

列資料集中：

1.「勞工保險統計年報」

中之勞工保險年金給付相

關統計資料(主要欄位：

給付種類、類別、行業

別、地區別、年齡組別、

性別)

2.「勞工保險年金給付初

次核付人數」(主要欄

位：給付種類)

3.「勞保老年給付趨勢分

析統計表」(主要欄位：

性別、單位類別、年齡級

距)

22 就保給付資料 姓名、身分證號、出生日

期、電話、地址、帳號、婚

姻狀況、核付金額

不開放 政府資訊公開法

第18條第1項第6

款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相關統計資料已開放於

「勞工保險統計年報」資

料集中之就業保險給付相

關統計資料(主要欄位：

給付種類、類別、行業

別、地區別、年齡組別、

性別)。

23 勞保給付資料(職災) 包含姓名、身分證號、出生

日期、電話、地址、帳號、

事故原因、傷病分類、事故

原因、病名、核付金額、核

付日期等欄位。

不開放 政府資訊公開法

第18條第1項第6

款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相關統計資料已提供於下

列報表，主要維度為給付

種類、人數及金額：1.勞

工保險統計年報（報表

含：歷年來勞工保險職業

災害實計保險給付(一次

給付)─按給付種類分；

開辦起勞工保險職業災害

實計現金給付(年金給付)

─按給付種類分；開辦起

勞工保險職業災害實計現

金給付(年金給付)─按給

付種類分；勞工保險職業

災害現金給付人次─按給

付種類及地區別分；勞工

保險職業災害現金給付人

次─按給付種類及年齡組

別分；勞工保險職業傷害

現金給付人次─按職業傷

害類型及行業別分；勞工

保險職業病現金給付人次

─按職業病成因及行業別

分；勞工保險職業災害失

能給付人次─按失能種

類、性別及類別、年齡組

別分；勞工保險職業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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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資料集序號 資料集名稱 資料集描述 主要欄位說明 預計開放年月 更新頻率 分類 資料不公開之法

規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 資料集提供單位 備註

24 勞退個人提繳資料 勞工姓名、身分證號、出生

日期、提繳日期、停繳日

期、提繳工資等資料

不開放 政府資訊公開法

第18條第1項第6

款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相關統計資料已提供於：

1.勞工保險統計年報，

含：年月、單位、性別、

年齡、提繳身分、月提繳

工資、提繳率等資料。

2.勞工退休金雇主提繳人

數

3.勞工退休金個人提繳人

數

4.勞工退休金提繳人數

(不含重複提繳)

25 勞退提繳單位基本資料 提繳單位編號、單位名稱、

統一編號、地址、負責人姓

名、身分證號、出生日期、

地址、電話、轉帳帳號、網

路授權管理者姓名、身分證

號、憑證序號、憑證卡號等

資料

不開放 政府資訊公開法

第18條第1項第

6、7款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相關統計資料已提供於：

勞工保險統計年報，含：

年月、單位、人數、行業

別、地區別、規模別、平

均提繳工資、提繳率等資

料。

26 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提繳單位

基本資料

保險證號、單位名稱、統一

編號、地址、負責人姓名、

身分證號、出生日期等資料

不開放 政府資訊公開法

第18條第1項第

6、7款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相關統計資料已提供於：

勞工保險統計年報，含：

年月、單位、人數、月提

繳工資、行業別、地區

別、規模別等資料。

27 勞退計算名冊資料 勞工姓名、身分證號、提繳

日期、停繳日期、提繳工

資、提繳退休金金額等資料

不開放 政府資訊公開法

第18條第1項第6

款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相關統計資料已提供於：

1.勞工保險統計年報，

含：年月、單位、人數、

性別、提繳身分、月提繳

工資、應計提繳金額、提

繳率等資料。

2.勞工退休金雇主提繳人

數

3.勞工退休金個人提繳人

數

4.勞工退休金提繳人數

(不含重複提繳)

28 勞工退休金收繳資料 提繳單位之轉帳帳號 不開放 政府資訊公開法

第18條第1項第7

款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相關統計資料已提供於：

勞工保險統計年報，含：

年月、單位、應計提繳金

額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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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資料集序號 資料集名稱 資料集描述 主要欄位說明 預計開放年月 更新頻率 分類 資料不公開之法

規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 資料集提供單位 備註

29 勞退移送行政執行資料 負責人姓名 、身分證號、出

生日期、地址等資料

不開放 政府資訊公開法

第18條第1項第6

款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相關統計資料已提供於：

勞工退休金欠費歷年移送

行政執行案件統計表

30 勞退個人專戶資料 勞工姓名、身分證號、出生

日期、雇主、提繳退休金金

額、分配收益等資料

不開放 政府資訊公開法

第18條第1項第6

款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相關統計資料已提供於：

1.勞工保險統計年報，

含：年月、單位、性別、

年齡、應計提繳金額等資

料。

2.勞工退休金雇主提繳人

數

3.勞工退休金個人提繳人

數

4.勞工退休金提繳人數

(不含重複提繳)

31 退休金核發資料 勞工、請領人之姓名、身分

證號、出生日期、住所地

址、帳號、親屬關係、領取

退休金金額等資料

不開放 政府資訊公開法

第18條第1項第6

款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相關統計資料已提供於：

1.勞工保險統計年報，

含：年月、金額、核發種

類、地區別、年齡組別、

性別等資料。

2.勞工退休金核發概況表

32 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提繳勞工

基本資料

勞工基本資料、異動別、異

動生效日期、投保薪資等資

料

不開放 政府資訊公開法

第18條第1項第6

款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相關統計資料已提供於：

勞工保險統計年報，含：

年月、單位、人數、應計

提繳金額、月提繳工資、

性別等資料。

33 請求積欠工資墊償單位基本

資料

請求工資墊償事業單位基本

資料：

包含保險證號、單位名稱、

統一編號、地址、負責人姓

名等資料

不開放 政府資訊公開法

第18條第1項第

6、7款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相關統計資料已提供於：

1.勞工保險統計年報，

含：年月、墊償單位、金

額、墊償原因、行業別、

地區別等資料。

2.勞工保險局積欠工資墊

償當年各月墊償統計資料

3.積欠工資墊償歷年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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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資料集序號 資料集名稱 資料集描述 主要欄位說明 預計開放年月 更新頻率 分類 資料不公開之法

規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 資料集提供單位 備註

34 請求積欠工資墊償勞工基本

資料

請求工資墊償勞工個人明細

資料：

包含申請墊償勞工姓名、出

生日期、身分證號、地址、

電話、轉帳存摺帳號、申請

及核定墊償期間及金額等資

料

不開放 政府資訊公開法

第18條第1項第6

款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相關統計資料已提供於：

1.勞工保險統計年報，含

：年月、人數、金額等資

料。

2.勞工保險局積欠工資墊

償當年各月墊償統計資料

3.積欠工資墊償歷年統計

35 農保被保險人異動資料 農保被保險人身分證號、出

生日期、姓名、保險證號、

異動別、異動生效日期、投

保薪資

不開放 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5條及政府資訊

公開法第18條第1

項第6款規定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相關統計資料已提供於：

1.投保農會名稱及地址一

覽表(方便農保被保險人

至其投保單位辦理相關農

保業務) 2.農保被保險人

已領取勞保老年給付人數

統計表(提供農保統計資

料)

36 農保給付資料 農保被保險人身分證號、出

生日期、姓名、性別、受理

日期、電話、地址、帳號、

事故原因、核付金額

不開放 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5條及政府資訊

公開法第18條第1

項第6款規定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相關統計資料已提供於：

1.農民健康保險現金給付

件數、金額 2.農保身心

障礙給付不給付統計表。

37 老農津貼申領資料 老農津貼申請人身分證號、

出生日期、姓名、受理日

期、帳號、事故原因、核定

金額

不開放 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5條及政府資訊

公開法第18條第1

項第6款規定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相關統計資料已提供於：

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核付人

數表

38 農保欠費資料 農保被保險人身分證號、出

生日期、姓名、欠費期間、

保費金額

不開放 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5條及政府資訊

公開法第18條第1

項第6款規定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相關統計資料已提供於：

受理農會個人欠費暨繳納

申報統計

39 農保計費資料 農保被保險人身分證號、出

生日期、姓名、計費期間、

保險金額

不開放 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5條及政府資訊

公開法第18條第1

項第6款規定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相關統計資料已提供於：

1.農保生效中身心障礙被

保險人人數統計表 2.農

保被保險人應負擔保險費

金額表。

40 投保單位積欠勞保費資料 投保單位名稱、欠費期間及

金額

不開放 政府資訊公開法

第18條第1項第7

款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相關統計資料已提供於：

1.各類別勞保欠費單位數

分析表 2.各類別就保欠

費單位數分析表

41 職業工會、漁會被保險人個

人欠費資料

被保險人姓名、身分證字

號、出生日期、欠費月份及

欠繳保險費金額。

不開放 政府資訊公開法

第18條第1項第6

款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相關統計資料已提供於：

1.受理職業工會個人欠費

暨繳納申報表 2.受理漁

會個人欠費暨繳納申報

表。另該2項資料集名稱

易遭誤解，提報組室擬修

改為資料集名稱為「受理

職業工會個人欠費暨繳納

申報統計」、「受理漁會

個人欠費暨繳納申報統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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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資料集序號 資料集名稱 資料集描述 主要欄位說明 預計開放年月 更新頻率 分類 資料不公開之法

規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 資料集提供單位 備註

42 職業工會、漁會被保險人個

人欠費繳納資料

被保險人姓名、身分證字

號、出生日期、繳納月份及

保險費、滯納金金額。

不開放 政府資訊公開法

第18條第1項第6

款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相關統計資料已提供於：

1.受理職業工會個人欠費

暨繳納申報表 2.受理漁

會個人欠費暨繳納申報

表。另該2項資料集名稱

易遭誤解，提報組室擬修

改為資料集名稱為「受理

職業工會個人欠費暨繳納

申報統計」、「受理漁會

個人欠費暨繳納申報統

計」。

43 職業工會、漁會被保險人個

人移送執行資料查詢

被保險人姓名、身分證字

號、戶籍地址、欠費月份、

移送金額及移送日期。

不開放 政府資訊公開法

第18條第1項第6

款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相關統計資料已提供於：

工、漁會被保險人移送行

政執行案件統計表

44 A17010000J-

000091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單位決算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單位決算 依中央政府總決算編製作

業手冊規定編製，包括歲

入來源別決算表、歲出機

關別決算表、歲出政事別

決算表、以前年度歲入來

源別轉入數決算表等。

已於105年3月7

日開放

每年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主計室

45 A17010000J-

000092

勞工保險局作業基金附屬單

位決算

勞工保險局作業基金附屬單

位決算

依中央政府總決算附屬單

位決算編製作業手冊規定

編製，包括收支餘絀決算

表、餘絀撥補決算表、現

金流量決算表及平衡表

等。

已於105年3月7

日開放

每年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主計室

46 預計再新增43個資料集 將陸續開放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本局已於105年3月4日召

開105年第1次工作小組會

議，會議中將本年度應新

增的資料集分配至本局各

組室完成，惟目前本局各

組室仍在搜集中討論中，

尚無法提出確切的資料集

47 職業傷病診治網絡醫院名單 網絡醫院職業傷病門診相關

資訊

網絡醫院名稱、職業病門

診醫師姓名、門診時間、

醫院地址

105年6月 每年 甲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

署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

組

48 職業災害勞工實際各種補助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各項補

助每月發放情形

補助項目、件數、金額 105年6月 每月 甲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

署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

組

49 A17030000J-

000026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性別

統計表

提供基金運用局性別統計表 機關職員及主管性別人數 105年 每年 甲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局

人事室 資料集更名

50 A17030000J-

000034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單位

預算案

提供基金運用局單位預算案 預算數 105年 每年 甲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局

主計室 資料集更名,檔案格式調

整

51 A17030000J-

000009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單位

預算(法定預算)

提供基金運用局法定預算 歲入項目說明提要表、歲

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

況表等17表

105年 每年 甲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局

主計室 資料集更名,檔案格式調

整(原資料集名稱:勞動

部勞動基金運用局104年

度單位預算)

52 A17030000J-

000033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單

位會計月報

提供基金運用局單位會計月

報

預算科目編號、預算科目

名稱、原預算數、分配

數、實現數

105年 每月 甲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局

主計室 資料集更名,檔案格式調

整

53 A17030000J-

000025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單位

決算

提供基金運用局單位決算 總說明、主要表與附屬表 105年 每年 甲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局

主計室 資料集更名,檔案格式調

整

54 A17030000J-

000021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舊制

勞工退休基金預算案

提供基金運用局舊制勞工退

休基金預算案

預算總說明、主要表、明

細表、參考表與附錄

105年 每年 甲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局

主計室 資料集更名,檔案格式調

整

55 A17030000J-

000022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新制

勞工退休基金預算案

提供基金運用局新制勞工退

休基金預算案

預算總說明、主要表、明

細表、參考表與附錄

105年 每年 甲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局

主計室 資料集更名,檔案格式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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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資料集序號 資料集名稱 資料集描述 主要欄位說明 預計開放年月 更新頻率 分類 資料不公開之法

規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 資料集提供單位 備註

56 新增資料集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舊制

勞工退休基金預算(法定預

算)

提供基金運用局舊制勞工退

休基金預算(法定預算)

105年 每年 甲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局

主計室

57 新增資料集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新制

勞工退休基金預算(法定預

算)

提供基金運用局新制勞工退

休基金預算(法定預算)

105年 每年 甲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局

主計室

58 A17030000J-

000023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舊制

勞工退休基金決算

提供基金運用局舊制勞工退

休基金決算

總說明、主要表、明細

表、參考表與附錄

105年 每年 甲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局

主計室 資料集更名,檔案格式調

整

59 A17030000J-

000024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新制

勞工退休基金決算

提供基金運用局新制勞工退

休基金決算

總說明、主要表、明細

表、參考表與附錄

105年 每年 甲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局

主計室 資料集更名,檔案格式調

整

60 新增資料集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舊

制勞工退休基金會計月報

提供基金運用局舊制勞工退

休基金會計月報

105年 每月 甲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局

主計室

61 新增資料集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新

制勞工退休基金會計月報

提供基金運用局新制勞工退

休基金會計月報

105年 每月 甲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局

主計室

62 A17030000J-

000020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新制

勞工退休基金社會責任投資

（SRI）比例

提供基金運用局新制勞工退

休基金社會責任投資（SRI）

比例

統計新制勞工退休基金投

資於社會責任相關評選優

良企業金額占國內股票部

位比例

105年 每月 甲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局

國內組 資料集更名,資料調整

63 新增資料集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舊制

勞工退休基金社會責任投資

（SRI）比例

提供基金運用局舊制勞工退

休基金社會責任投資（SRI）

比例

統計基金投資舊制勞工退

休於社會責任相關評選優

良企業金額占國內股票部

位比例

105年 每月 甲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局

國內組

64 新增資料集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勞工

保險基金社會責任投資（

SRI）比例

提供基金運用局勞工保險基

金社會責任投資（SRI）比例

統計勞工保險基金投資於

社會責任相關評選優良企

業金額占國內股票部位比

例

105年 每月 甲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局

國內組

65 新增資料集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國民

保險基金社會責任投資（

SRI）比例

提供基金運用局國民保險基

金社會責任投資（SRI）比例

統計國民年金基金投資於

社會責任相關評選優良企

業金額占國內股票部位比

例

105年 每月 甲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局

國內組

66 A17000000J-

000005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歷年

最低保證收益率

依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細則

第32條規定辦理按月及按年

度平均公告當地銀行二年期

定期存款利率計算之歷年最

低保證收益率提供勞工查

詢。

月份,最低保證收益率（年

利率%）

105年 每月 甲 參考來文附件3相

關盤點資料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局

財管組

67 A17000000J-

020044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歷年

最近月份收益率

勞工退休基金監理會依勞工

退休金條例施行細則第34條

規定辦理按月公告勞工退休

金條例退休基金最近月份之

收益率提供勞工查詢。

月份、最近月份收益率(年

利率)、公告日期

105年 每月 甲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局

財管組

68 新增資料集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國內

主要金融指標

提供基金運用局國內主要金

融指標

105年 每月 甲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局

財管組

69 新增資料集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國內

主要經濟指標

提供基金運用局國內主要經

濟指標

105年 每月 甲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局

財管組

70 新增資料集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國內

公開發行公司股票發行概況

提供基金運用局國內公開發

行公司股票發行概況

105年 每月 甲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局

財管組

71 新增資料集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國內

債券發行概況

提供基金運用局國內債券發

行概況

105年 每月 甲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局

財管組

72 新增資料集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國際

主要國家貨幣匯率概況

提供基金運用局國際主要國

家貨幣匯率概況

105年 每月 甲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局

財管組

73 新增資料集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國際

主要股價指數

提供基金運用局國際主要股

價指數

105年 每月 甲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局

財管組

74 A17030000J-

000017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舊制

勞工退休基金經營概況

提供基金運用局舊制勞工退

休基金經營概況

105年 每月 甲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局

財管組 資料集更名,檔案內容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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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資料集序號 資料集名稱 資料集描述 主要欄位說明 預計開放年月 更新頻率 分類 資料不公開之法

規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 資料集提供單位 備註

75 新增資料集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新制

勞工退休基金經營概況

提供基金運用局新制勞工退

休基金經營概況

105年 每月 甲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局

財管組

76 新增資料集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勞工

保險基金經營概況

提供基金運用局勞工保險基

金經營概況

105年 每月 甲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局

財管組

77 新增資料集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就業

保險基金經營概況

提供基金運用局就業保險基

金經營概況

105年 每月 甲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局

財管組

78 新增資料集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職業

災害勞工保護專款經營概況

提供基金運用局職業災害勞

工保護專款經營概況

105年 每月 甲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局

財管組

79 新增資料集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積欠

工資墊償基金經營概況

提供基金運用局積欠工資墊

償基金經營概況

105年 每月 甲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局

財管組

80 新增資料集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國民

年金保險基金經營概況

提供基金運用局國民年金保

險基金經營概況

105年 每月 甲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局

財管組

81 A17030000J-

000019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舊制

勞工退休準備金收支情形

提供基金運用局舊制勞工退

休準備金收支情形

105年 每月 甲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局

財管組 資料集更名,檔案內容調

整

82 新增資料集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新制

勞工退休金收支情形

提供基金運用局新制勞工退

休金收支情形

105年 每月 甲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局

財管組

83 A17030000J-

000018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舊制

勞工退休基金投資運用情形

提供基金運用局舊制勞工退

休基金投資運用情形

提供新舊制勞工退休基金

歷年收益數

105年 每月 甲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局

財管組 資料集更名,檔案內容調

整

84 A17030000J-

000010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新制

勞工退休基金投資運用情形

提供基金運用局新制勞工退

休基金投資運用情形

105年 每月 甲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局

財管組 資料集更名,檔案內容,更

新頻率調整

85 A17030000J-

000011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勞工

保險基金投資運用情形

提供基金運用局勞工保險基

金投資運用情形

105年 每月 甲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局

財管組 資料集更名,檔案內容,更

新頻率調整

86 A17030000J-

000012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就業

保險基金投資運用情形

提供基金運用局就業保險基

金投資運用情形

105年 每月 甲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局

財管組 資料集更名,檔案內容,更

新頻率調整

87 A17030000J-

000014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積欠

工資墊償基金投資運用情形

提供基金運用局積欠工資墊

償基金投資運用情形

105年 每月 甲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局

財管組 資料集更名,檔案內容,更

新頻率調整

88 A17030000J-

000015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國民

年金保險基金投資運用情形

提供基金運用局國民年金保

險基金投資運用情形

105年 每月 甲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局

財管組 資料集更名,檔案內容,更

新頻率調整

89 新增資料集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勞工

退休基金國內投資股票類別

提供基金運用局勞工退休基

金國內投資股票類別

105年 每月 甲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局

財管組

90 新增資料集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勞工

保險基金國內投資股票類別

提供基金運用局勞工保險基

金國內投資股票類別

105年 每月 甲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局

財管組

91 新增資料集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積欠

工資墊償基金國內投資股票

類別

提供基金運用局積欠工資墊

償基金國內投資股票類別

105年 每月 甲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局

財管組

92 新增資料集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國民

年金保險基金國內投資股票

類別

提供基金運用局國民年金保

險基金國內投資股票類別

105年 每月 甲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局

財管組

93 A17030000J-

000013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專款運用

情形

配合資料優化及

調整進行下架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局

配合資料優化及調整 ,刪

除資料集

94 A17030000J-

000027

勞工退休基金規模 配合資料優化及

調整進行下架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局

配合資料優化及調整 ,刪

除資料集

95 A17030000J-

000028

勞工保險基金規模 配合資料優化及

調整進行下架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局

配合資料優化及調整 ,刪

除資料集

96 A17030000J-

000029

就業保險基金規模 配合資料優化及

調整進行下架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局

配合資料優化及調整 ,刪

除資料集

97 A17030000J-

000030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專款規模 配合資料優化及

調整進行下架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局

配合資料優化及調整 ,刪

除資料集

98 A17030000J-

000031

積欠工資墊償基金規模 配合資料優化及

調整進行下架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局

配合資料優化及調整 ,刪

除資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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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資料集序號 資料集名稱 資料集描述 主要欄位說明 預計開放年月 更新頻率 分類 資料不公開之法

規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 資料集提供單位 備註

99 A17030000J-

000032

國民年金保險基金規模 配合資料優化及

調整進行下架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局

配合資料優化及調整 ,刪

除資料集

100 104年各部會建置之職能基

準成果

產業別、職能基準名稱、

建置機關

0 每年 勞動力發展署 職能組

101 104年TTQS金牌單位名單 單位名稱、評核版本 0 每年 勞動力發展署 職能組

102 勞動力與創新期刊 年度、期數、

主題、網址

預計105年7月開

放

每年 勞動力發展署 創新中心

103 微型創業鳳凰網站累計瀏覽

人次

年度、網頁累計瀏覽人次 預計105年7月開

放

每年 勞動力發展署 創新中心

104 微型創業鳳凰研習課程開班

場次

年度、研習課程開班場次 預計105年7月開

放

每年 勞動力發展署 創新中心

105 政策宣導廣告預算動支情形 宣導內容、刊登或刊播出

時間、次數、核銷

撥款金額、託播對象

0 不定期 勞動力發展署 綜規組

106 就業安定基金考核報告 就業安定基金補助直轄市

及各縣市政府辦理項計畫

績效考核計畫

本組預計於105

年開放

每年 勞動力發展署 綜規組

107 就業安定基金管理委員會會

議紀錄

就業安定基金管理委員會

會議紀錄

本組預計於105

年開放

不定期 勞動力發展署 綜規組

108 身障定額進用不足額義務單

位名單

序號、投保單位名稱、縣

市別、不足人數、進用人

數、機關性質、法定人

數、不足百分比

自101年12月起

每月20日公告

月 勞動力發展署 身心障礙者及特定

對象就業組

109 縣市辦理身障促進就業概況

表(年報)

經費來源、縣巿別、計畫

項目、金額、績效項目、

服務數量、表號、編制機

關、印製時間。

自102年開始每

年 4月

年 勞動力發展署 身心障礙者及特定

對象就業組

110 金展獎得獎名單 獎項別、序號、機關構名

稱、公/私立

105年10月 年 勞動力發展署 身心障礙者及特定

對象就業組

111 職訓機構名錄 職訓機構名稱、地址、職

類數、訓練容量、招訓對

象

預計於105年6月

開放

不定期 勞動力發展署 訓練發展組

112 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課程公告 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課程公

告

預計於105年6月

開放

每半年 勞動力發展署 訓練發展組

113 技術生訓練職類 編號、職類 預計於105年11

月開放

不定期 勞動力發展署 訓練發展組

114 委託或補助辦理職前訓練評

鑑計畫

各訓練單位評鑑星等 預計於105年11

月開放

每年 勞動力發展署 訓練發展組

115 網路填表引導系統 提供本系統每月註冊人數

及註冊者填表次數

105年12月 每年 勞動力發展署 事務中心

116 就業安定費及收容費執行憑

證件數及金額

依類別(就安費/收容費)分

執行憑證件數、已清償金

額及待執行金額

105年12月 每年 勞動力發展署 事務中心

117 僑外生工作許可核發國家排

行統計資訊(前十名)

提供僑外學生來臺申請工

讀許可前10名國家及人數

105年12月 每年 勞動力發展署 事務中心

118 辦理製造業雇主定期查核統

計資料

提供年度、查核家次、限

期改善處分家次及人數、

提報廢止處分家次及人數

105年3月 每季 勞動力發展署 事務中心

119 就業安定基金附屬單位預算

概況

附屬單位預算概況 105年01月19日 每年 勞動力發展署 主計室

120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及所屬

105年度會計月報

執行概況(月報) 105年03月02日 每月 勞動力發展署 主計室

121 就業安定基金105年度會計

月報

執行概況(月報) 105年03月15日 每月 勞動力發展署 主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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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資料集序號 資料集名稱 資料集描述 主要欄位說明 預計開放年月 更新頻率 分類 資料不公開之法

規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 資料集提供單位 備註

122 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各梯次

重要行事曆

梯次別、簡章及報名書表

發售期間、報名日期、准

考證寄送日期、網站公告

試場位置、學科測試日

期、學科試題疑義提出期

限、學科及術科採筆試非

測驗題成績網路公告日

期、學科測試成績單寄送

日期

105年6月 每年 勞動力發展署 勞動力發展署技能

檢定中心

123 技能競賽之各項競賽及職類

資料

年度、競賽項目、職類名

稱、職類數

105年6月 每年 勞動力發展署 勞動力發展署技能

檢定中心

124 促進青年就業方案執行成效 統計期間、服務及協助人

次、就業人次、核銷經費

預計於105年4月

開放

每季 勞動力發展署 就業服務組

125 就業促進津貼編列預算統計

表

津貼項目、預算金額、實

際執行金額

預計於105年4月

開放

每月 勞動力發展署 就業服務組

126 就業促進津貼協助就業人數

統計表

津貼項目、預期協助人

數、實際就業人數

預計於105年4月

開放

每月 勞動力發展署 就業服務組

127 通俗職業分類資訊 代碼、職務名稱、職務內

容說明

預計於105年4月

開放

不定期 勞動力發展署 就業服務組

128 產業及社福外籍勞工人數－

按開放項目分

按開放項目分 每月 勞動力發展署 管理組

129 產業及社福外籍勞工人數－

按產業分

按產業分 每月 勞動力發展署 管理組

130 產業及社福外籍勞工人數－

按國籍分

按國籍分 每月 勞動力發展署 管理組

131 產業及社福外籍勞工人數－

按行業及國籍分

按行業及國籍分 每月 勞動力發展署 管理組

132 職業安全輔導技術資料集 職場安全現場輔導及諮詢成

果集

發佈年月、標題、內文、

網址

105年11月起 不定期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

全衛生研究所

職業安全研究組

133 工安警訊 預防職業災害研究 發佈年月、標題、內文、

網址

105年6月起 不定期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

全衛生研究所

職業安全研究組

134 作業安全防護技術資料集 預防勞工作業危害預防研究

成果

發佈年月、標題、內文、

網址

105年6月起 不定期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

全衛生研究所

職業安全研究組

135 加工機具安全技術資料集 預防加工機具勞工作業危害

研究成果

發佈年月、標題、內文、

網址

105年6月起 不定期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

全衛生研究所

職業安全研究組

136 研討會論文集 研討會論文資料編集 出版年、目錄、網址 105年6月起 每年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

全衛生研究所

展示館

137 職業安全衛生重要研究成果

績效集

本所之重要研究成果與重要

績效編集

出版年、績效報告名稱、

網址

105年6月起 每年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

全衛生研究所

展示館

138 新聞稿 本所研究成果新聞稿 發佈年月日、標題、內

文、網址

105年6月起 每月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

全衛生研究所

展示館

139 研究策略規劃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4年策略

規劃

發佈年月、標題、前言、

任務與目標、內文、網址

105年月起 每年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

全衛生研究所

展示館

140 性別平等資料集 有關性別平等議題研究之資

料集

出版年月、業務單位、作

者、報告名稱、網址

105年9月起 每年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

全衛生研究所

展示館

141 針扎通報統計資料-年度分

層

中文版EPINet針扎防護通報

系統各年度針扎事件統計

各年度醫療院所發生針扎

事件數

105年7月起 一年一次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

全衛生研究所

職業危害評估研究

組

142 職業衛生輔導技術資料集 職業衛生問題詢答紀錄表 問題分類、提問者簡介、

問題簡述、問題答覆、補

充建議、備註

105年7月起 每半年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

全衛生研究所

職業衛生研究組

143 勞動關係研究資料集 勞動關係研究發現 1.策略規劃

2.年度研究計畫名稱

3.調查結果

4.研究成果

106年7月起 不定期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

全衛生研究所

勞動關係研究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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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_資料盤點原則 

1. 資料盤點，已開放者無需再列出，除非有關鍵異動，如

名稱、開放內容、更新頻率、開放分類變更。 

2. 優先開放原始性資料，可直接提供外部系統介接加值運

用、機器讀取，以利流程自動，減少人工介入。較不建

議開放申請表單、政令宣導，或高度人為處理過之資料

(如：大量文字敘述之文章)。 

3. 盡量以開放等級三星等以上格式提供（如：csv、xml、

json），避免需特定軟體存取者（如：pdf、MS word、MS 

excel）。 

4. 若為不開放者（丙類），應有明確依據；若由原本已開放

轉為不開放者，原則上須有替代開放方案。 



編號 資料集名稱 服務分類 資料集提供機關 累積瀏覽量 累積下載量

1 勞工育樂中心訊息 休閒旅遊 勞動部 3626 367

2 工會團體名冊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2311 561

3 勞動基準法適用公告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2220 388

4 勞動基準法第84條之1核定工作者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2965 800

5 基本工資之制定與調整經過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3531 491

6 97年與99年友善職場優良事業單位具體措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2015 169

7 台灣勞工季刊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7004 530

8 勞教e網勞動教育相關活動訊息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1796 350

9 勞教e網課程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2293 409

10 初任人員平均經常性薪資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9034 1240

11 受僱員工人數、平均薪資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6560 1219

12 勞動部近10年勞動統計調查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11756 1303

13 勞動部勞動統計刊物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3330 572

14 人力需求增減情形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1111 271

15 15-29歲青年勞工就業狀況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1233 318

16 工作場所性別平等概況調查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705 65

17 部分工時勞工就業實況調查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1264 103

18 勞工生活及就業狀況調查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1223 208

19 僱用管理性別平等概況調查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977 80

20 身心障礙者勞動狀況情形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837 120

21 職業訓練概況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1015 132

22 勞動部主管勞動業務財團法人名冊 公共資訊 勞動部 695 100

23 勞動部辦理政策宣導相關廣告執行情形 公共資訊 勞動部 791 37

24 勞動部大事紀 公共資訊 勞動部 1251 57

25 勞動部各機關公款補助團體私人情形季報 公共資訊 勞動部 769 46

26 勞動部保有個人資料檔案公開項目彙整表 公共資訊 勞動部 843 68

27 勞動部辦理國家賠償事件收結情形表 公共資訊 勞動部 768 38

28 勞動部性別勞動統計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1422 164

29 勞動部預算概況 公共資訊 勞動部 1177 219

30 勞動部決算概況 公共資訊 勞動部 834 81

附件四_勞動部及所屬機關開放資料集自102年4月1日起累積存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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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資料集名稱 服務分類 資料集提供機關 累積瀏覽量 累積下載量

31 勞動部組織職掌 公共資訊 勞動部 1184 90

32 勞動部性別平等專區 公共資訊 勞動部 1062 97

33
勞動部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104年第1次

會議會議紀錄
公共資訊 勞動部 535 79

34 育嬰留職停薪就業關懷調查結果 生育保健 勞動部 1320 128

35 裁決決定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746 210

36 勞動部104年度會計月報 公共資訊 勞動部 623 256

37 勞動部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概況統計表 公共資訊 勞動部 256 43

38 勞動部托兒設施措施補助情形統計表 公共資訊 勞動部 307 62

39
各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職工福利業務承

辦人聯絡方式
公共資訊 勞動部 327 31

40
勞動部勞工退休金條例第50條罰鍰案件統

計表
退休 勞動部 311 35

41 勞動部勞工退休準備金管理統計表 退休 勞動部 319 48

42
各地方勞工主管機關勞工退休準備金管理

統計表
退休 勞動部 359 40

43 各地方勞工服務中心諮詢服務概況統計表 公共資訊 勞動部 296 41

44
勞動部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104年第2次

會議會議紀錄
公共資訊 勞動部 315 43

45 勞動部訴願案件辦結統計資料 公共資訊 勞動部 164 14

46
勞動部勞保、就保爭議審議案件結案情形

統計表
公共資訊 勞動部 199 4

47 勞動部105~106年度政府資料開放行動方 公共資訊 勞動部 148 20

48 工會基本資料檔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61 11

49 大量解僱通報資料集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52 10

50 勞資會議資料集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56 16

51 團體協約資料集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53 5

52 大量解僱預警通報資料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77 15

53 勞動部105年度會計月報 公共資訊 勞動部 94 7

54 勞保局各地辦事處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858 319

55 勞保年金給付介紹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426 290

56 勞保投保薪資分級表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9865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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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資料集名稱 服務分類 資料集提供機關 累積瀏覽量 累積下載量

57 勞就保保險費分擔金額表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620 532

58 職業工會會員勞保月負擔保險費金額表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207 179

59 漁會會員勞保月負擔保險費金額表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852 215

60 職業災害保險適用行業別及費率表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7010 448

61 投保農會名稱與地址一覽表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413 277

62 勞保局國保業務研討會辦理地區場次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426 227

63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辦理身心障礙鑑定

指定醫療機構名冊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935 148

64
國民年金保險費代收及轉帳代繳金融機構

一覽表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862 130

65
勞工保險局委託代收、轉帳保險費金融機

構一覽表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439 127

66 職業工會、漁會欠費名單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181 297

67
勞工保險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之檢查對象

及項目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130 144

68 衛生福利部評鑑合格之醫院名單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6394 536

69 勞工退休金繳納方式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957 295

70 勞退個人專戶查詢管道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189 362

71 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5931 461

72 積欠工資墊償歷年統計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462 270

73 積欠工資墊償追償統計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470 292

74 國民年金保險被保險人應負擔保險費金額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947 156

75 勞保局出版品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469 300

76 勞工退休金服務電話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309 197

77
勞工保險局積欠工資墊償當年各月墊償統

計資料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710 164

78 勞工退休金提停繳申報作業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272 170

79 勞工退休金請領程序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172 224

80 國民年金業務服務電話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910 209

81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廉政會報設置要點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498 24

82 勞保局保有及管理個人資料之項目彙整表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523 33

83 勞保局委託研究計畫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458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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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資料集名稱 服務分類 資料集提供機關 累積瀏覽量 累積下載量

84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補助職業工會辦理勞工

保險業務行政事務費統計表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520 26

85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單位預算 公共資訊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588 135

86 勞工保險局作業基金附屬單位預算 公共資訊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568 91

87 積欠工資墊償基金預算 公共資訊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485 29

88 國民年金保險基金附屬單位預算 公共資訊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505 63

89 勞工保險局附屬單位決算 公共資訊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608 49

90 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決算 公共資訊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521 30

91 國民年金保險基金附屬單位決算 公共資訊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705 74

92 勞工保險統計年報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782 118

93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業務說明會相關資訊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401 21

94 外籍被保險人應繳勞保費統計表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415 28

95 外國籍被保險人人數統計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709 50

96 就保被保險人人數統計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543 25

97 勞保各類續保人員投保人數統計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666 41

98 勞工保險年金給付初次核付人數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484 88

99 勞保老年給付趨勢分析統計表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367 58

100 勞工保險職業病種類表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499 44

101 增列勞工保險職業病種類項目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438 49

102
申請勞工保險職業病給付核定率-按給付

種類、職業病成因及性別分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554 29

103
申請勞工保險職業傷害及職業病給付核定

率-按給付種類分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555 28

104
申請勞工保險職業傷害給付核定率-按給

付種類、職業傷害類型及性別分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397 25

105
勞工保險職業病傷病給付人次-按職業病

成因、性別及年齡組別分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348 26

106
勞工保險職業病傷病給付人次-按職業病

成因、性別及行業別分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501 47

107
勞工保險職業傷害傷病給付人次-按職業

傷害類型、性別及年齡組別分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429 21

第 4 頁，共 12 頁



編號 資料集名稱 服務分類 資料集提供機關 累積瀏覽量 累積下載量

108
勞工保險職業傷害傷病給付人次-按職業

傷害類型、性別及行業別分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424 33

109 勞工退休金歷年提繳工資分級表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697 40

110 勞工退休金繳款單補單方式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506 24

111 申請墊償應備文件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420 29

112 勞工退休金核發概況表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473 20

113
勞工退休金欠費歷年移送行政執行案件統

計表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365 23

114 預繳國民年金保險費件數及金額表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345 25

115 政府應計國民年金保險費-按年度別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343 27

116 國民年金被保險人-按補助別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542 41

117 國民年金被保險人保險費收繳情形-按金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389 43

118 國民年金被保險人保險費收繳情形-按人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611 60

119 國民年金投保日數統計表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373 40

120
國民年金老年基本保證年金及原住民給付

新申請案件統計表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422 40

121
國民年金老年基本保證年金及原住民給付

每月核定案件及給付金額統計資料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419 30

122
國民年金保險各項年金給付每月核定案件

及給付金額統計資料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445 44

123 農保生效中身心障礙被保險人人數統計表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398 39

124 農保被保險人應負擔保險費金額表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533 18

125 勞工保險單位、人數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424 59

126 就業保險單位、人數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500 45

127 勞工退休金雇主提繳人數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472 36

128 勞工退休金個人提繳人數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359 32

129 勞工退休金提繳人數(不含重複提繳)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377 38

130 農民健康保險現金給付件數、金額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383 47

131
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住院給付件數、金額

(地區)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514 34

132
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住院給付件數、金額

(年齡)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396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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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住院給付件數、金額

(行業)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415 37

134
勞工保險職業災害門診給付件數、金額

(地區)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478 26

135
勞工保險職業災害門診給付件數、金額

(年齡)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439 25

136
勞工保險職業災害門診給付件數、金額

(行業)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373 24

137
勞工保險預防職業病健檢給付件數、金額

(地區)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395 27

138
勞工保險預防職業病健檢給付件數、金額

(年齡)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382 33

139
勞工保險預防職業病健檢給付件數、金額

(行業)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415 34

140 農保身心障礙給付不給付統計表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420 28

141
農保被保險人已領取勞保老年給付人數統

計表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551 43

142 勞、就保保險費繳款單補單方式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420 41

143 各類別勞保欠費單位數分析表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429 38

144 各類別就保欠費單位數分析表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386 34

145
勞工保險保險費欠費單位數量及欠費金額

統計月報表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439 31

146
就業保險保險費欠費單位數量及欠費金額

統計月報表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381 26

147 投保單位移送行政執行案件統計表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405 33

148 工、漁會被保險人移送行政執行案件統計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635 34

149 受理職業工會個人欠費暨繳納申報表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640 43

150 受理漁會個人欠費暨繳納申報表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572 44

151
勞保暨就保保費、滯納金及墊償基金應收

己收統計表(類別序)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609 32

152
國民年金被保險人申請分期繳納保險費件

數統計表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593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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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受理農會個人欠費暨繳納申報統計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363 35

154 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核付人數表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504 33

155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公務預算會計月報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618 96

156 勞工保險局作業基金會計月報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523 47

157 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會計月報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466 47

158 國民年金保險基金會計月報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695 58

159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單位決算 公共資訊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41 3

160 勞工保險局作業基金附屬單位決算 公共資訊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47 6

161 就業博覽會及現場徵才資訊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8023 739

162 職業訓練課程資訊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12304 870

163 微型創業鳳凰創業課程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3669 261

164 微型創業鳳凰諮詢顧問名單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3230 361

165
公告修正「申請聘僱外國人從事家庭看護

工作之專業評估被看者醫療機構」
就醫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2291 217

166 外勞轉換雇主資料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1723 184

167 多元就業開發方案計畫提案說明會資訊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1757 148

168 就業好伙伴電子報月刊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1777 219

169 就業安全半年刊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5693 414

170 勞動力發展署業務報告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1617 272

171 職訓中心自辦在職訓練課程資訊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4083 403

172 公立職訓中心自辦職業訓練課程開班資訊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3206 251

173 訓練品質評核顧問及教育訓練講師名單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1466 121

174 國家訓練品質獎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1411 193

175
仲介本國人在國內工作之私立就業服務機

構資料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1715 174

176 跨國人力仲介公司許可名冊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6603 967

177 國外人力仲介公司認可名冊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2652 373

178 talent期刊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1456 206

179 就業安定基金月報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1137 178

180 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基本資料及評鑑結果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1171 128

181 勞動力發展署─最新消息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571 36

182 勞動力發展署─新聞稿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488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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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勞動力發展署─法規查詢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526 34

184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及所屬預算概況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542 65

185
勞動力發展數位服務平台教材相關資訊及

會員觀看人次及時數累計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366 19

186 微型創業鳳凰貸款每年度相關數據統計 開創事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662 76

187 微型企業創業貸款每年度相關數據統計 開創事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650 75

188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及所屬決算概況 公共資訊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352 4

189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及所屬104年度會計

月報
公共資訊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325 35

190 就業安定基金決算概況 公共資訊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474 25

191 就業安定基金104年度會計月報 公共資訊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337 77

192 外勞收容情形 公共資訊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393 38

193 直聘案件統計資訊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675 28

194 直聘選工統計資訊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425 32

195 職能基準資料檔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316 55

196 職能導向課程資料檔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336 63

197 TTQS專業人員簡經歷資料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371 31

198 關於NTDA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289 43

199 NTDA最新消息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283 39

200 NTQP得獎名單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277 38

201 NTDA活動花絮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284 34

202 NTDA報名須知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404 44

203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就業服務據點資訊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312 36

204 職業訓練師師資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255 22

205 就業安定基金附屬單位預算概況 公共資訊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128 31

206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及所屬105年度會計

月報
公共資訊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193 18

207 就業安定基金105年度會計月報 公共資訊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30 9

208 技能檢定發證數統計資料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技能檢定中心
4068 382

209
即測即評及發證技能檢定各梯次、職類、

期程異動公告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技能檢定中心
863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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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即測即評及發證檢定」之承辦單位資料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技能檢定中心
781 72

211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_各年度研究

報告
生活安全及品質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

全衛生研究所
2134 186

212 所有採樣分析參考方法之目錄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

全衛生研究所
2337 312

213 勞工安全衛生簡訊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

全衛生研究所
4036 264

214 勞工安全衛生技術叢書 生活安全及品質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

全衛生研究所
2706 241

215 勞工安全衛生研究季刊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

全衛生研究所
1951 221

216 生物偵測分析方法資料庫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

全衛生研究所
2354 273

217 勞工安全衛生研究年報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

全衛生研究所
1993 321

218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104年

度單位預算
公共資訊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

全衛生研究所
438 31

219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104年

度會計月報
公共資訊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

全衛生研究所
153 13

220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各年度

單位決算
公共資訊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

全衛生研究所
131 11

221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各年度

單位預算
公共資訊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

全衛生研究所
237 30

222 歷年最低保證收益率 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3360 304

223 歷年最近月份收益率 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2010 377

224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104年度單位預算 公共資訊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594 73

225 勞工退休基金運用情形 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561 55

226 勞工保險基金運用情形 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569 50

227 就業保險基金運用情形 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586 53

228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專款運用情形 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427 44

229 積欠工資墊償基金運用情形 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585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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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國民年金保險基金運用情形 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356 45

231 勞動基金運用局年報 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712 65

232 各勞動基金經營概況 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681 72

233 各勞動基金投資運用情形 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832 93

234 勞工退休基金收支情形 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744 86

235
勞退、勞保與國保基金社會責任投資

(SRI)比例
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局
753 73

236 舊制勞工退休基金最近1年度預算案 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668 37

237 新制勞工退休基金最近1年度預算案 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620 42

238 舊制勞工退休基金最近1年度決算 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493 46

239 新制勞工退休基金最近1年度決算 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636 51

240 勞動基金運用局最近1年度單位決算 公共資訊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813 132

241 勞動基金運用局性別統計表 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773 83

242 勞工退休基金規模 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884 101

243 勞工保險基金規模 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586 69

244 就業保險基金規模 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627 50

245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專款規模 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458 51

246 積欠工資墊償基金規模 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438 51

247 國民年金保險基金規模 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631 79

248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會計月報 公共資訊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575 402

249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105年度單位預算 公共資訊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378 45

250 職業傷病防治中心名單 就醫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 4421 523

251 防爆電氣設備檢定合格品名單 公共資訊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 5363 647

252 職業重建單位名單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 1657 261

253
通過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TOSHMS)驗證

單位名單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

署
2088 167

254
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單位評鑑結果績優

名單
公共資訊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

署
2142 142

255 無災害工時紀錄優良單位名單 公共資訊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 1929 247

256 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認可醫療機構 就醫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 77289 12036

257 年度職災案例彙編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 3451 579

258 工作守則備查名冊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 5493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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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安衛單位(人員)備查名冊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 2885 279

260 危險性機械設備型式檢查合格製造人名冊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 3561 312

261
臺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TOSHMS)驗證

單位名單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

署
1385 133

262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預算概況 公共資訊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 952 198

263 職業災害統計行業別與受傷部位統計數據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 423 58

264 職業災害地點等統計數據 公共資訊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 458 80

265 勞動檢查管理統計數據 公共資訊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 305 31

266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104年度會計月報 公共資訊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 306 202

267 勞動部認可型式檢定機構清單 公共資訊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 102 8

268

與勞動部認可檢定機構(財團法人工業技

術研究院)簽訂防爆電氣設備檢測報告相

互承認協議之國外實驗室清單

公共資訊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

署
111 4

269 完成申報之動力衝剪機械案件清單 公共資訊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 88 1

270 完成申報之手推刨床案件清單 公共資訊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 93 2

271 完成申報之木材加工用圓盤鋸案件清單 公共資訊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 80 2

272 完成申報之動力堆高機案件清單 公共資訊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 126 2

273 完成申報之研磨機案件清單 公共資訊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 104 1

274 完成申報之研磨輪案件清單 公共資訊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 109 7

275 完成申報之防爆電氣設備案件清單 公共資訊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 136 11

276
完成申報之動力衝剪機械之光電式安全裝

置案件清單
公共資訊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

署
124 8

277 從事勞工健康服務醫師統計數據 公共資訊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 96 8

278 從事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統計數據 公共資訊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 102 9

279
依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10條辦理歷年職

業災害預防及職業災害勞工職業重建補助
公共資訊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

署
92 10

280 提供職業災害勞工職業重建服務單位名單 公共資訊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 80 9

281 104年危險性設備資料統計數據 公共資訊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 110 12

282 104年危險性機械資料統計數據 公共資訊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 109 9

283
104年檢查機構受理勞工申訴陳情案件處

理情形
公共資訊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

署
98 4

284 104年檢查申請統計數據 公共資訊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 19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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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 104年新化學物質登記統計數據 公共資訊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 153 9

286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會計月報 公共資訊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 40 2

287 職業災害勞工實計各種補助 公共資訊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 13 1

432517 5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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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資料集名稱 資料集描述 主要欄位說明 更新頻率 資料集提供機關 更新時間

1 勞動部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

組104年第2次會議會議紀錄

勞動部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104

年第2次會議會議紀錄相關資料

勞動部政府資料開放

諮詢小組104年第2次

會議會議紀錄相關資

料

每季 勞動部 2015-11-10

2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就業服

務據點資訊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就業服務據點

資訊

名稱、地址、電話、

傳真

不定期 勞動部勞動力發

展署

2015-11-16

3 職業訓練師師資 提供104年職業訓練師授權名單(自

辦單位)，可供民眾了解師資陣

容。

職業訓練師之姓名、

性別、身份別、隸屬

單位、職類

每年 勞動部勞動力發

展署

2015-12-02

4 勞動部認可型式檢定機構清

單

提供檢定機構之認可有效期限、檢

定業務範圍及聯絡資訊

認可效期、機構名

稱、檢定項目範圍、

聯絡方式

不定期 勞動部職業安全

衛生署

2016-01-11

5 與勞動部認可檢定機構(財

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簽

訂防爆電氣設備檢測報告相

互承認協議之國外實驗室清

單

提供簽約機構之協議有效期限、合

作業務範圍及主管機關核准日期

協議效期、機構名

稱、合作項目範圍、

簽約日、主管機關核

准日期、網址

不定期 勞動部職業安全

衛生署

2016-01-11

6 完成申報之動力衝剪機械案

件清單

提供動力衝剪機械之完成申報業者

資訊、產品名稱及型式

申報者名稱、代碼、

地址，產品名稱及型

式

不定期 勞動部職業安全

衛生署

2016-01-12

7 完成申報之手推刨床案件清

單

提供手推刨床之完成申報業者資

訊、產品名稱及型式

申報者名稱、代碼、

地址，產品名稱及型

式

不定期 勞動部職業安全

衛生署

2016-01-12

8 完成申報之木材加工用圓盤

鋸案件清單

提供木材加工用圓盤鋸之完成申報

業者資訊、產品名稱及型式

申報者名稱、代碼、

地址，產品名稱及型

式

不定期 勞動部職業安全

衛生署

2016-01-12

9 完成申報之動力堆高機案件

清單

提供動力堆高機之完成申報業者資

訊、產品名稱及型式

申報者名稱、代碼、

地址，產品名稱及型

式

不定期 勞動部職業安全

衛生署

2016-01-12

附件五_自諮詢小組104年第2次會議後至今新增開放資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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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資料集名稱 資料集描述 主要欄位說明 更新頻率 資料集提供機關 更新時間

10 完成申報之研磨機案件清單 提供研磨機之完成申報業者資訊、

產品名稱及型式

申報者名稱、代碼、

地址，產品名稱及型

式

不定期 勞動部職業安全

衛生署

2016-01-12

11 完成申報之研磨輪案件清單 提供研磨輪之完成申報業者資訊、

產品名稱及型式

申報者名稱、代碼、

地址，產品名稱及型

式

不定期 勞動部職業安全

衛生署

2016-01-12

12 完成申報之防爆電氣設備案

件清單

提供防爆電氣設備之完成申報業者

資訊、產品名稱及型式

申報者名稱、代碼、

地址，產品名稱及型

式

不定期 勞動部職業安全

衛生署

2016-01-12

13 完成申報之動力衝剪機械之

光電式安全裝置案件清單

提供動力衝剪機械之光電式安全裝

置完成申報業者資訊、產品名稱及

型式

申報者名稱、代碼、

地址，產品名稱及型

式

不定期 勞動部職業安全

衛生署

2016-01-12

14 從事勞工健康服務醫師統計

數據

事業單位報備之從事勞工健康服務

醫師統計數據，供各界查詢。

報備年度、事業單位

家數、專職人數、特

約人數

每年 勞動部職業安全

衛生署

2016-01-21

15 從事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

統計數據

事業單位報備之從事勞工健康服務

護理人員統計數據，供各界查詢。

報備年度、事業單位

家數、專職人數

每年 勞動部職業安全

衛生署

2016-01-21

16 就業安定基金附屬單位預算

概況

就業安定基金附屬單位預算書 附屬單位預算概況 每年 勞動部勞動力發

展署

2016-01-19

17 依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10

條辦理歷年職業災害預防及

職業災害勞工職業重建補助

情形

依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10條歷年

（91-104年）辦理職業災害預防及

職業災害勞工職業重建補助情形

計畫名稱、計畫類

別、單位名稱、主持

人、辦理期間、補助

金額

每年 勞動部職業安全

衛生署

2016-01-30

18 提供職業災害勞工職業重建

服務單位名單

依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10條補助

辦理職業災害勞工職業重建服務之

單位名單

地區、單位名稱、地

址、聯絡電話、提供

服務項目

每年 勞動部職業安全

衛生署

2016-01-30

19 104年危險性設備資料統計

數據

依行業別分類，以統計表方式呈現

，統計鍋爐、壓力容器、高特、高

容之設置座數資料。

依行業別分類，以統

計表方式呈現，統計

鍋爐、壓力容器、高

特、高容之設置座數

資料。

每年 勞動部職業安全

衛生署

2016-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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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04年危險性機械資料統計

數據

104年危險性機械資料統計數據 固定式、移動式起重

機、人字臂起重桿、

營建用提升機、吊籠

等完險性機械之設置

座次

每年 勞動部職業安全

衛生署

2016-01-22

21 104年檢查機構受理勞工申

訴陳情案件處理情形

過去一年之統計(案行業別) 行業別、違反法條之

條項次、法條內容、

裁罰案件數

每年 勞動部職業安全

衛生署

2016-01-25

22 104年檢查申請統計數據 104年各代檢機構檢查申請統計數

據

各檢查機構辦理危險

性機械及設備之檢查

座次

每年 勞動部職業安全

衛生署

2016-01-25

23 104年新化學物質登記統計

數據

依新化學物質登記類型，以統計方

式提供核准登記數量。

年度、依新化學物質

登記管理辦法第11條

規定、少量登記、簡

易登記、標準登記

每年 勞動部職業安全

衛生署

2016-02-01

24 勞動部訴願案件辦結統計資

料

統計每月勞動部訴願案件辦結之件

數、類型及決定結果

勞動部訴願案件辦結

統計資料

每月 勞動部 2016-02-03

25 勞動部勞保、就保爭議審議

案件結案情形統計表

統計每季勞動部勞保、就保爭議審

議案件辦結之件數、類型及審定結

果

勞動部勞保、就保爭

議審議案件辦結統計

資料

每季 勞動部 2016-02-04

26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會計

月報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會計月報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

署會計月報

每月 勞動部職業安全

衛生署

2016-02-22

27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決算

概況

決算書 決算概況 每年 勞動部職業安全

衛生署

2016-02-03

28 勞動部105~106年度政府資

料開放行動方案

勞動部105~106年度政府資料開放

行動方案

勞動部105~106年度政

府資料開放行動方案

每年 勞動部 2016-02-03

29 工會基本資料檔 1、新增工會資訊-填報工會名稱、

通報季、縣市別、理事長、聯絡

人、運作狀況等。

2、工會基本資料維護

3、工會總名冊檔

工會名稱、電話、理

事長

每年 勞動部 2016-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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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大量解僱通報資料集 事業單位名稱、解僱人數等 年度、家數、人數 每年 勞動部 2016-03-01

31 勞資會議資料集 事業單位名稱、負責人、通訊地

址、會議日期、行業別名稱等

年度、縣市、公營、

民營、總計

每年 勞動部 2016-03-01

32 團體協約資料集 協約約定之適用對象、資方當事

人、勞方當事人、協約簽訂日期、

協約終止日期等

年度、縣市、企業、

產業、職業、總計

每年 勞動部 2016-03-01

33 大量解僱預警通報資料 事業單位名稱、解僱人數等 年度、家數、人數 每年 勞動部 2016-03-01

34 勞動部105年度會計月報 勞動部105年度會計月報 勞動部105年度會計月

報

每月 勞動部 2016-02-17

35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及所屬

105年度會計月報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及所屬105年

度會計月報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及所屬執行概況

每月 勞動部勞動力發

展署

2016-03-02

36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單位決算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單位決算 依中央政府總決算編

製作業手冊規定編製

，包括歲入來源別決

算表、歲出機關別決

算表、歲出政事別決

算表、以前年度歲入

來源別轉入數決算表

等。

每年 勞動部勞工保險

局

2016-03-07

37 勞工保險局作業基金附屬單

位決算

勞工保險局作業基金附屬單位決算 依中央政府總決算附

屬單位決算編製作業

手冊規定編製，包括

收支餘絀決算表、餘

絀撥補決算表、現金

流量決算表及平衡表

等。

每年 勞動部勞工保險

局

2016-03-07

38 就業安定基金105年度會計

月報

就業安定基金105年度會計月報 就業安定基金執行概

況

每月 勞動部勞動力發

展署

2016-03-09

39 職業災害勞工實計各種補助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各項補助每月

發放情形

補助項目、件數、金

額

每月 勞動部職業安全

衛生署

2016-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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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發表日期 資料集名稱 意見標題 意見內容 回覆狀態 回覆日期 回覆內容
相關機關單

位

1
104年11月02

日

勞動部近10年勞動

統計調查
照顧服務員就業率

您好:

可否再提供98至100年照

顧服務員的就業率,謝

謝!

已回覆
104年11月05

日

有關台端11月2日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我有話要說」中所提問一案，敬復如

下：

本部98至100年辦理照顧服務員之培訓

人數及就業率，詳列如下：

1、98年：開訓6,578人、結訓6,386

人、就業率64.9%。

2、99年：開訓4,699人、結訓4,580

人、就業率62.4%。

3、100年：開訓5,874人、結訓5,729

人、就業率63.6%。

勞動部統計

處

2
104年11月04

日

國民年金被保險人

保險費收繳情形-

按人數

國民年金被保險人保

險費收繳情形是否增

加當月繳款期限日時

的繳

國民年金被保險人保險

費收繳情形是否增加當

月繳款期限日時的繳納

人數或繳納金額，可供

研究做當期與累計補繳

已回覆
104年11月06

日

有關您反應於「國民年金被保險人保險

費收繳情形-按人數」資料增加截至各

期繳納期限止之已繳人數乙案，本局已

研議新增相關欄位，將於資料彙整後，

重新上傳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勞動部勞工

保險局

3
104年11月07

日
直聘案件統計資訊 Good Good 已回覆

104年11月11

日

感謝您對於本資訊給予正面回饋，勞動

部將持續推展直接聘僱服務，期以服務

更多雇主及外籍勞工。

勞動部勞動

力發展署

4
104年12月01

日

勞工安全衛生技術

叢書
技術叢書目錄 目錄亂碼 已回覆

104年12月02

日

您好，有關您詢問技術叢書目錄亂碼問

題，想請問目錄亂碼之叢書名稱為何?

我們將立即進行修正檢討，感謝您的回

覆指正。另外亦可上本所官網

http://www.ilosh.gov.tw/ 首頁 > 研

究成果 > 出版中心 > 勞工安全衛生技

術叢書 查詢該叢書名稱，即可下載全

文電子檔。

勞動部勞動

及職業安全

衛生研究所

5
104年12月12

日
勞保局各地辦事處 gps 可否增加

麻煩增加gps,以利app開

發與地圖定位,讓user可

更快找到.

已回覆
104年12月15

日

有關您反映本局開放資料集增加gps，

以利app開發與地圖定位，讓user可更

快找到各辦事處乙節，本局將於近日於

原開放資料集增加地圖連結查詢功能。

勞動部勞工

保險局

附件六_自諮詢小組104年第2次會議後至今外部意見(我有話要說)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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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發表日期 資料集名稱 意見標題 意見內容 回覆狀態 回覆日期 回覆內容
相關機關單

位

6
105年01月04

日

勞動部近10年勞動

統計調查
找不到資料

之前有人問的就不問了

101-104年照顧服務員結

訓數及歷年的累積數

已回覆
105年01月06

日

有關台端1月4日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我有話要說」中所提問一案，敬復如

下：關於照顧服務員結訓人數一案，請

逕上勞動部網站：勞動統計專網＼性別

統計專區＼性別統計指標＼職業訓練項

下點選「勞動力發展署辦理托育（保

母）人員及照顧服務員結訓人數-按性

別分」統計表，即可獲得您欲查詢之資

料(網址：

http://www.mol.gov.tw/statistics/2

461/19518/），本項資料於每年3月及9

月更新一次。

勞動部統計

處

7
105年01月04

日

初任人員平均經常

性薪資

是否有其他年度的資

料

請問是否有提供其他年

度的資料？
已回覆

105年01月05

日

有關台端詢及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中「初

任人員平均經常性薪資」是否提供其他

年度資料一案，本平臺僅提供單年度最

新資料，如欲查詢歷年統計，可進入勞

動部網站（http://www.mol.gov.tw/）

，循「勞動統計專網→統計資料庫查詢

→職類別薪資調查動態查詢（

https://pswst.mol.gov.tw/psdn/）」

路徑即可取得。

勞動部統計

處

8
105年01月15

日

勞動部近10年勞動

統計調查

照顧服務員就業率與

考照率

你好 可否提供照顧服務

員的就業率與考照率

100年到104年 謝謝

已回覆
105年01月19

日

有關台端1月15日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我有話要說」中所提問一案，敬復如

下：

1.100-104年本部辦理照顧服務員訓後

就業率：100年63.6%，101年64.1%，

102年64.8%，103年67.2%，104年資料

於105年5月產生。

2.另參加照顧服務員技能檢定合格數，

請逕上本部網站：勞動統計專網＼統計

資料庫查詢＼就服職訓外勞統計資料庫

＼技能檢定項下，即可查得相關資料。

勞動部統計

處

第 2 頁，共 3 頁



編號 發表日期 資料集名稱 意見標題 意見內容 回覆狀態 回覆日期 回覆內容
相關機關單

位

9
105年03月02

日

各勞動基金投資運

用情形

基金"國內外"委外投

資概況表

請問可以提供基金"國內

外"委外投資概況表？

資料分散有點難找，不

知可否統一放在資訊開

放平台？

另外相關資料可否提供"

非PDF"檔案格式？

PDF檔案相對難以整理和

分析，國外資料大都都

是excel或csv檔案

不知可否與時並進？

已回覆
105年03月04

日

有關台端建議於國家發展委員會「政府

資訊開放平台」上開放本局基金國內外

委外投資概況表，並提供非PDF檔案格

式(如excel、csv檔案) ，本局將優先

納入後續新增之開放資料項目中。
勞動部勞動

基金運用局

10
105年03月23

日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

生研究所_各年度

研究報告

資料是否能更新至104

年？

目前資料僅至98年，是

否能更新至104年！
已回覆

105年03月24

日

您好，有關您詢問各年度研究報告更新

，謝謝您的提醒，我們已著手進行資料

轉檔及更新。 另外亦可上本所官網

http://www.ilosh.gov.tw/ 首頁 > 研

究成果 > 出版中心 > 各年度研究報告

，查詢最新資料，並下載全文電子檔。

勞動部勞動

及職業安全

衛生研究所

11
105年03月23

日

勞工安全衛生技術

叢書
是否能更新至104年？

資料是否能更新至104

年？
已回覆

105年03月24

日

您好，有關您詢問技術叢書資料更新，

謝謝您的提醒，我們已著手進行資料轉

檔及更新。 另外亦可上本所官網

http://www.ilosh.gov.tw/ 首頁 > 研

究成果 > 出版中心 > 勞工安全衛生技

術叢書，查詢最新資料，並下載全文電

子檔。

勞動部勞動

及職業安全

衛生研究所

12
105年03月23

日

所有採樣分析參考

方法之目錄

此資料與在貴所網站

上之資料有落差

下載之明細共202筆，但

在貴所網站上之「所有

採樣分析參考方法之目

錄」僅登錄200筆資料，

請問兩者之差異為何？

已回覆
105年03月28

日

鑑於本所組改後，網路資料重新上架整

理，出現「開放資料開放平台」與「勞

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之資料數有

落差。 經指正，開放資料列表業已更

新。 目前可供下載的資料數為200筆。

勞動部勞動

及職業安全

衛生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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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標題 發表日期 回復狀態 回復日期 回復內容 機關單位

1

敬開放通報「勞雇雙方

協商減少工時」之公

司、企業詳細資料

104年12

月3日
已回復

104年12

月3日

有關「無薪休假」統計數據(包含家數及人數)，可至

本部網站首頁勞動統計專網項下統計資料庫查詢

(http://www.mol.gov.tw/statistics/2445/)，惟有

關實施事業單位名稱及其他詳細資料等是否公開，因

涉及諸多法令規範，本部將納入政策研議。

勞動部勞動條

件及就業平等

司

2

請問如何下載 新制勞工

退休 和行政院開發基金

交通部所投資上市 櫃公

司 所有標的?

105年03

月3日
已回復

105年03

月3日

有關您詢問如何下載新制勞工退休基金、行政院開發

基金及交通部投資上市上櫃公司所有標的一案，謹就

新制勞工退休基金說明如次： 一、 本局網站

(www.blf.gov.tw )政府公開資訊每半年定期揭露經

管基金前十大持股，合先敘明。 二、 有關新制勞工

退休基金投資前十大持股公司，查詢路徑如下: 首頁

>政府公開資訊>基金運用情形>勞工退休基金>資訊揭

露>每半年公布事項 。

勞動部勞動基

金運用局

附件七_自諮詢小組104年第2次會議後至今外部意見(我還想要)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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