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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 104年第 1次會議 

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4年 6月 29日(星期一)下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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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頒訂之「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設置要點」，業於 104

年 4月 7日生效。依據該要點，本部已於 5月 1日成立本部

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小組任務為： 

1. 擬訂本部及所屬機關資料開放行動策略，強化政府資料

開放質與量、建立推廣及績效管理機制。 

2. 規劃指導所屬機關資料開放，推動資料集分級、收費疑

義之諮詢及協調。 

3. 建立政府與民間溝通管道，促進多元領域代表參與資料

開放諮詢及協調，共商解決方案。 

小組以每季召開一次會議為原則，並按季提報資料開放推

動成果送行政院諮詢小組備查。 

決  議：洽悉。 

(二) 本部已於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政府資料開放平台

(data.gov.tw，下稱開放平台)開放本部各單位及所屬機關

業管資料集共 205項，其中本部 32項，勞工保險局 98項，

勞動力發展署 28項，勞動基金運用局 26項，職業安全衛生

署 13項，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8項。 

決  議：洽悉。 

(三) 對於本部開放資料集之民眾回饋意見，自 102年至今共 41

項。 

決  議：洽悉。 

(四) 對於本部開放資料集之民眾所提出額外開放需求，截至 6

月 7日止，計有 5項，如附件一。 

決  議：請相關業管單位針對未能開放者，提具統計性質資

料，對外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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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現本部按季檢視盤點資料並推動資料集分級(分為開放(公

開性)、有限度開放(敏感性)、不開放(機敏性))，其中擬開

放者計有 11項，如附件二；擬不開放者計有 67項，如附件

三。 

決  議：洽悉。 

七、 討論事項 

案  由：本部本季盤點現有資料集共新增 78 項，其中規劃開放資料

集 11項，規劃不開放資料集 67項，加上民眾所提出額外開

放需求 5項，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行政院 104年 2 月 5日第 3435次院會決議「完善的政

策架構及法制環境是推動 Open Data的關鍵，我們必須在個

人隱私及開放資料間找到平衡點。請掌握「開放為原則，不

開放為例外；不收費為原則，收費為例外」的原則，界定開

放資料判斷準據」辦理。 

(二) 規劃開放資料集 11 項包括勞動力發展署 8 項，勞動基金運

用局、勞動法務司、勞動關係司各 1項；規劃不開放資料集

67 項包括勞工保險局 35 項，職業安全衛生署 10 項，勞動

力發展署 8項，勞動福祉退休司 7項，勞動關係司 5項，勞

動法務司、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各 1項；民眾所提出額外

開放需求 5項包括統計處 2項，勞工保險局、勞動力發展署、

職業安全衛生署各 1項。 

決  議： 

(一) 民眾所提額外開放 5項需求，除序號 2「青年勞工就業狀況

資料庫」已有相關資料公開於開放平台外，其餘 4項請相關

單位提供統計性質之資料。 

(二) 原擬不開放之 67項資料集，經檢討原則上皆可開放。 

(三) 各單位重新調整後之資料請於 7 月 1 日(含)前送資訊處彙

辦，併同規劃開放資料集，一併提報行政院諮詢小組備查並

公開於開放平台。 

 

八、 臨時動議： 

(一) 為有別於僅由業管單位自行評估、彙整資料，必要時應請外

部專業人員協助檢視各系統資料內涵，提供不同角度、多元

化資料開放思維，以滿足民眾漸增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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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除原始資料之開放應符合法規限制，統計性質資料之開放亦

應考量涵蓋範圍、細節程度，以充分發揮資料價值。 

九、 結論： 

本部政府資料開放應經常自我檢核辦理情形，並及時彈性調

整，以切合民眾所需，與時俱進；亦應多方參考其他單位辦理

成果，力求精進。 

十、 散會(104年 6月 29日下午 2時 45分) 



序號 資料集名稱 資料集概述 預計開放年月 管理單位

1 裁決決定

包含:

一、裁決決定書。

二、裁決申請案件統計。

104年8月 勞動關係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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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1月 勞動關係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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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1月 勞動關係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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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1月 勞動關係司

5 大量解僱通報資料集 事業單位名稱、解僱人數等 105年1月1日 勞動關係司

6
大量解僱預警通報資料

集

事業單位名稱、解僱人數等 105年1月1日 勞動關係司

7 訴願案件 訴願案件資料及訴願決定書全文 105/1 勞動法務司

8
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爭

議審議案件
爭議審議案件資料及審定書全文 105/1 勞動法務司

9
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

申請資料

提供受補助勞工人次、受補助勞工子女人次(依教

育程度分)及受補助金額
104年10月 勞動福祉退休司

10
托兒設施措施補助相關

資料

申請事業單位數、受益員工人數、補助托兒設施

措施家數、受益員工子女數及補助金額
104年10月 勞動福祉退休司

11 職工福利委員會資料
提供各地方主管機關職工福利業務承辦人員聯絡

相關資料
104年10月 勞動福祉退休司

12
勞退條例第50條罰鍰處

分資料

提供各勞工行政單位承辦人員填報勞退條例第50

條罰鍰處分及開繳款單之功能
104年10月 勞動福祉退休司

勞動部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104年第1次會議決議擬開放資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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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資料集名稱 資料集概述 預計開放年月 管理單位

13 勞退準備金管理資料
提供縣市政府人員查詢台灣銀行提供本部之勞退

舊制帳戶及報表資料，並填報處理情形
104年10月 勞動福祉退休司

14 勞保資料管理資料

提供縣市政府人員查詢勞保事業單位基本資料、

勞退基金戶待查未開戶清冊等，包含事業單位名

稱、負責人、地址、電話、行業別、投保人數等

104年10月 勞動福祉退休司

15
勞工服務中心諮詢案件

資料

勞工服務中心諮詢案件年報表、各縣市勞工服務

中心年度諮詢案件數、服務性質(不含法律服務案

件)及案件類別等

104年10月 勞動福祉退休司

16
103年育嬰留職停薪就業

關懷調查

育嬰留職停薪者對申請津貼程序、相關措施及政

策之認知、需求及滿意情形 104年8月 統計處

17

國民年金被保險人申請

分期繳納保險費件數統

計表

國民年金被保險人申請分期繳納保險費之申請件

數及符合分期繳納規定者件數之統計
104年7月 勞工保險局

18
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核付

人數

依年齡組別、性別及地區別提供前一年度老年農

民福利津貼核付人數統計資料
104年8月 勞工保險局

19
受理農會個人欠費暨繳

納申報統計

提供農會最近一年度申報個人欠費暨繳納之人次

及金額統計資料
104年8月 勞工保險局

20 職能基準資料檔 職能基準名稱、發展單位、發展日期 104年8月 勞動力發展署

21 職能導向課程資料檔 職能導向課程名稱、職能培訓機構、認證日期 104年8月 勞動力發展署

22
TTQS專業人員簡經歷資

料

提供會員申請各項服務時，選擇合適的專業人員

。 
104年8月 勞動力發展署

23 NTQP最新消息 發布有關本獎項之最新消息 104年8月 勞動力發展署

24 關於NTQP 介紹NTQP之歷史、實施概況及活動性質 104年8月 勞動力發展署

25
NTQP報名須知 說明報名NTQP之資格、流程、評審標準及報名方

式

104年8月 勞動力發展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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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資料集名稱 資料集概述 預計開放年月 管理單位

26
NTQP活動花絮 本獎項相關活動之辦理實況簡述、內容簡述、留

言等

104年8月 勞動力發展署

27 NTQP歷屆得獎名單 本獎項第一屆及第二屆得獎單位名單 104年8月 勞動力發展署

28

個別企業、工廠申請核

定外籍勞工數、與實際

僱用外籍勞工數量統計

事業單位聘僱外勞人數統計 105年12月 勞動力發展署

29
就業安定費及收容費執

行憑證件數及金額
執行憑證收受資料 105年6月 勞動力發展署

30 外勞收容情形
歷年收容費用情形，包括歷年收容之人數、金額

、平均墊付金額及平均收容天數
104年8月 勞動力發展署

31 直聘選工統計資訊
雇主資料數、外籍勞工資料數、媒合成功雇主人

次及媒合成功外籍勞工人次
104年8月 勞動力發展署

32 直聘案件統計資訊
服務雇主人次、服務外籍勞工人次及代轉代寄案

件數
104年8月 勞動力發展署

33
微型企業創業貸款撥補

息管理系統

包含貸款戶主檔、繳款明細、金融機構、每月撥

息等。
104/7 勞動力發展署

34
微型創業鳳凰貸款撥補

息管理系統

包含貸款戶主檔、繳款明細、金融機構、每月撥

息等。
104/7 勞動力發展署

35 職業訓練師資料檔

資料內容為職業訓練師資個人相關資料，共計780 

位，對外僅供職業訓練師資及其所屬機構進行資

料維護、管理等作業。

104/12 勞動力發展署

36 職能導向課程
提供免費的課程、電子書、影片，提供給民眾作

學習使用。並查詢相關學習紀錄。
104/7 勞動力發展署

第 3 頁，共 4 頁



序號 資料集名稱 資料集概述 預計開放年月 管理單位

37
國內投資股票類別統計

資訊

1.勞工退休基金國內投資股票類別

2.勞工保險基金國內投資股票類別

3.積欠工資墊償基金國內投資股票類別

4.國民年金保險基金國內投資股票類別

105 勞動基金運用局

38
職業災害地點等統計數

據

提供重大職業災害案件類型、發生區域(轄區)及

災害人數等數據資料
104年8月 職業安全衛生署

39
罹災者受傷部位統計數

據
從事業單位填報職業災害網路填報系統數據，提

供各業與受傷部位統計分析資料
104年8月 職業安全衛生署

40 認可醫療機構名單 提供醫療機構之認可有效期限及健檢類別項目 104年8月 職業安全衛生署

41
從事勞工健康服務醫師

統計數據

從事業單位危害風險類別、事業單位數量、提供

從事健康服務醫師之統計人數
105年1月 職業安全衛生署

42
從事勞工健康服務護理

人員統計數據

從事業單位危害風險類別、事業單位數量，提供

從事勞工健康護理人員統計人數
105年1月 職業安全衛生署

43
勞工健康管理三級以上

人員統計數據

勞工特殊健檢第三級管理以上追蹤檢查之勞工名

單(暫訂，配合法規修正)
106年1月 職業安全衛生署

44 勞動檢查管理統計數據 各勞動檢查機構實施檢查場次及處分統計資料 104年8月 職業安全衛生署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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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1月 職業安全衛生署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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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容之設置座次資料。
105年1月 職業安全衛生署

47 機械資料統計數據

依行業別分類，以統計表方式呈現，統計固定式

、移動式起重機、人字臂起重桿、營建用升降機

、營建用提升機、吊籠之設置座次資料。

105年1月 職業安全衛生署

48 檢查申請統計數據
依危險性機械及設備之種類別，以統計表方式呈

現，統計各檢查機構辦理之檢查座次。
105年1月 職業安全衛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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