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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 105年第 2次會議 

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5年 9月 21日(星期三)下午 2時 

二、 地點：本部 603會議室 

三、 主席：林常務次長三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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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及所屬機關至本(105)年 9 月 9 日止已於政府

資料開放平臺(data.gov.tw)對外總共開放資料集

346項，累積瀏覽量 56萬餘次，累積下載量 6萬 4
千餘次(附件一、二)；自本部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

組(以下簡稱本部諮詢小組)本年第 1次會議(105年

4月 7日)後至今，新增開放資料集 66項(附件三)，
民眾對於本部開放資料集之回饋意見，新增 10項，

民眾對於本部所提出額外開放需求，新增 4項，已

全數處理完成並回復(附件四)。 
決  定：洽悉。 

七、 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部及所屬機關已完成本年度第 2次資料集盤點作
業，有關盤點結果(附件五)，提請討論。 

說  明：依據「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政府資料分類及授權利

用收費原則」，資料可分類為甲(開放資料)、乙(有
限度利用資料)、丙(不開放資料)三類，本次盤點

所提報資料集皆列為甲或丙類，針對盤點結果之各

項欄位及分類妥適性，提請討論。 

委員意見： 

1. 序號 6「微型創業鳳凰網站累計瀏覽人次」，可

考慮開放網站各子頁面之瀏覽人次，以利分析民
眾需求方向。 

2. 序號 14至 16、序號 50至 57分別為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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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資料拆解過於細瑣、獨立，則不利民眾串接或

理解資料彼此關係，建議分別整併以利外部運用。 

3. 統計資料等項目多為加總資料，建議可以空間
性、地區性作資料解析劃分。 

4. 資料集內容可粗分為民眾相關及政府施政，參考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之資料集下載量及瀏覽量以及
民眾提出之意見可知民眾關注之議題，建議以此

加強資料開放分析及利用。 

5. 民眾提出之意見不僅有額外開放需求，亦有針對

已開放資料之問題或其他看法，建議依性質作區

分並處理。 

6. 有關丙類資料，建議可再檢視內容並採統計數據
或其他有意義之訊息作為資料集對外開放。 

7. 各機關對於資料集之認定及開放格式應有一致之

標準；依據行政院開放資料政策，資料集原則上
以原始資料開放。 

8. 訴願決定之內容對外開放事宜將再研議；另不當

勞動行為裁決決定書已開放。 
9. 無薪假相關資料集(序號 49「勞雇雙方協商減少

工時概況」)已預計開放；另因無法規明定事業單

位必須通報，相關統計資料並非完全反映現實，
建議可加備註為「參考數據」，由業務單位確認

資料開放方式。 

10. 資訊公開與資料開放為不同概念，如序號 5 期刊

資訊、序號 8得獎名單、序號 69服務電話、序號

78行事曆等是否為資料開放，可再斟酌。 

決  議：有關丙類資料可採統計方式開放者，請各單位再研
議；不適合作為開放資料者，請各單位再精簡；餘

洽悉。 

 
案由二：有關本部開放資料作業管理規範，提請討論。 

說  明：本部已擬訂開放資料作業管理規範，包含資料盤點

作業程序、資料清理作業程序、資料轉入作業程
序、資料上下架作業程序、品質檢核作業程序、意

見回復作業程序，已依據本部資料開放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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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第 2次會議決議調整： 

1. 作業管理規範及「資料盤點作業程序」之「肆、

定義」再增加相關項目定義描述。 
2. 凡所有「柒、附件」無內容者，刪除該章。 

3. 「資料清理作業程序」之「肆、定義」增加 CSV

格式定義。 
4. 「資料上下架作業程序」之附件，補編號「柒、

附件」。 

有關調整後之內容(附件六)，提請討論。 

委員意見： 

1. 資料清理作業程序只列出 CSV格式，符合三星等

級格式尚有 json、xml，且 json格式較便於民眾
運用。 

資訊處回應： 

本部將建置政府開放資料作業管理系統，可解析
csv 格式檔案，自動產出對應之 json、xml 格式

檔案。 

2. 本部開放資料作業管理規範之相關依據，可參考
規範第六頁「陸、參考文件」，內文內容亦有參考

其他機關作法訂定。 

決  議：洽悉。 
 

八、 臨時動議：無。 

九、 結論：無。 

十、 散會(下午 2時 40分) 



序號 資料集名稱 服務分類 資料集提供機關 累積瀏覽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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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104216

2 勞動部近10年勞動統計調查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15894

3 職業訓練課程資訊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14487

4 勞保投保薪資分級表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3035

5 初任人員平均經常性薪資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1132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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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43

7 台灣勞工季刊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880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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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9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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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07

10 受僱員工人數、平均薪資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8289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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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82

12 工作守則備查名冊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681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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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79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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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6476

15 就業安全半年刊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6463

16 職業傷病防治中心名單 就醫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5090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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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48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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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28

19 年度職災案例彙編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4647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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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45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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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4393

22 勞工育樂中心訊息 休閒旅遊 勞動部 4328

23 基本工資之制定與調整經過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4327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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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2

25 微型創業鳳凰創業課程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4109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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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9

27 勞動基準法第84條之1核定工作者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3812

28 勞動部勞動統計刊物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3783

29 歷年最低保證收益率 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3721

附件一_自102/4/1起累積瀏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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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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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1

31 安衛單位(人員)備查名冊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3640

32 勞保局各地辦事處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3443

33 勞就保保險費分擔金額表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3266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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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8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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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9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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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7

37 工會團體名冊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2815

38 勞保年金給付介紹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775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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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3

40 職業工會、漁會欠費名單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745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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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6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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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3

43 勞教e網課程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2655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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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8

45 勞退個人專戶查詢管道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64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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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4

47 勞動基準法適用公告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2591

48 國民年金業務服務電話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576

49 歷年最近月份收益率 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2468

50 勞工退休金繳納方式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436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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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0

52 97年與99年友善職場優良事業單位具體措施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2368

53 國民年金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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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7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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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2339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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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2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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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8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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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6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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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5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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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8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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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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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勞教e網勞動教育相關活動訊息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2122

62 就業好伙伴電子報月刊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2102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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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3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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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4

65 外勞轉換雇主資料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1969

66 職業重建單位名單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1969

67 育嬰留職停薪就業關懷調查結果 生育保健 勞動部 1958

68 通俗職業分類資訊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1911

69 勞動力發展署業務報告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1877

70 talent期刊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1821

71 職業訓練機構名錄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1790

72 勞保局出版品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748

73 勞動部性別勞動統計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1723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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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3

75 積欠工資墊償歷年統計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712

76 積欠工資墊償追償統計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696

77 勞工生活及就業狀況調查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1687

78 部分工時勞工就業實況調查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1678

79 勞動部大事紀 公共資訊 勞動部 1676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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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8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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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2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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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9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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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6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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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7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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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1

86 國家訓練品質獎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1588

87 15-29歲青年勞工就業狀況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1537

88 身心障礙者勞動狀況情形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1478

89 勞動部預算概況 公共資訊 勞動部 1474

90 勞工退休金服務電話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471

91 勞動部組織職掌 公共資訊 勞動部 1392

第 3 頁，共 12 頁



92 勞工退休金請領程序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370

93 人力需求增減情形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1321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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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1311

95 勞動部性別平等專區 公共資訊 勞動部 1268

96 職業訓練概況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1248

97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舊制勞工退休基金投資運用情形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1242

98 僱用管理性別平等概況調查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1223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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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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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9

101 裁決決定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1116

102 直聘案件統計資訊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1098

103 勞動部決算概況 公共資訊 勞動部 1062

104 勞工保險統計年報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048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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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1039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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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5

107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單位決算 公共資訊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1015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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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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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8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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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1007

111 外國籍被保險人人數統計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989

112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舊制勞工退休準備金收支情形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979

113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國內主要經濟指標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956

114 勞動部辦理政策宣導相關廣告執行情形公共資訊 勞動部 942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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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0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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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0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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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9

118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舊制勞工退休基金經營概況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928

119 勞動部各機關公款補助團體私人情形季報表公共資訊 勞動部 922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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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9

121 工作場所性別平等概況調查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914

122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舊制勞工退休基金預算案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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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勞動部主管勞動業務財團法人名冊 公共資訊 勞動部 899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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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7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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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6

126 勞動部辦理國家賠償事件收結情形表公共資訊 勞動部 883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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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5

128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單位會計月報公共資訊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871

129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新制勞工退休基金預算案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870

130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新制勞工退休基金決算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855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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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4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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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852

133 工、漁會被保險人移送行政執行案件統計表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849

134 國民年金被保險人保險費收繳情形-按人數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839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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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1

136 勞工保險局附屬單位決算 公共資訊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827

137 勞動部104年度會計月報 公共資訊 勞動部 824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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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3

139 直聘選工統計資訊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822

140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勞工保險基金投資運用情形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786

141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單位預算(法定預算)公共資訊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785

142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就業保險基金投資運用情形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783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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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9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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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7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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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7

146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單位預算 公共資訊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775

147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投資運用情形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774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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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2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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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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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6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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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5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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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3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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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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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勞工退休金核發概況表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729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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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8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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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5

157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新制勞工退休基金投資運用情形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719

158 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核付人數表 老年安養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718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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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5

160 就保被保險人人數統計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711

161 職業災害地點等統計數據 公共資訊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700

162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舊制勞工退休基金決算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698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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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7

164 勞工保險職業病種類表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696

165 勞動力發展署─最新消息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694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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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8

167 勞動力發展署─法規查詢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684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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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0

169 就業保險單位、人數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667

170 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決算 公共資訊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666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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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0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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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5

173 就業安定基金決算概況 公共資訊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655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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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3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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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5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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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4

177 勞工退休金雇主提繳人數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631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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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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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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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

181 積欠工資墊償基金預算 公共資訊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621

182 勞動力發展署─新聞稿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610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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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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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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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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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7

186 NTDA報名須知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596

187 TTQS專業人員簡經歷資料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589

188 勞保局委託研究計畫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588

189 申請墊償應備文件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584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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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2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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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9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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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7

193 勞動部勞工退休準備金管理統計表 退休 勞動部 571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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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8

195 外勞收容情形 公共資訊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567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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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2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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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

198 勞工保險單位、人數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561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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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7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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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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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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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1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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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7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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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5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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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2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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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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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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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8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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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7

210 職能導向課程資料檔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524

211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單位預算案 公共資訊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523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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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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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

214 104年檢查申請統計數據 公共資訊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521

215 國民年金被保險人保險費收繳情形-按金額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517

第 7 頁，共 12 頁



216 勞動部托兒設施措施補助情形統計表公共資訊 勞動部 515

217 國民年金投保日數統計表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512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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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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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

220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國民年金保險基金投資運用情形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511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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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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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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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

224 勞動部105~106年度政府資料開放行動方案公共資訊 勞動部 494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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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4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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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3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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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1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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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1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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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9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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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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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7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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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3

233 勞工退休金個人提繳人數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476

234 職能基準資料檔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473

235 勞動檢查管理統計數據 公共資訊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472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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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7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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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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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5

239 職業訓練師師資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453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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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452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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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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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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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

244 關於NTDA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410

245 NTDA活動花絮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408

246 NTDA最新消息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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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大量解僱預警通報資料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391

248 勞動部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105年第1次會議紀錄公共資訊 勞動部 388

249 NTQP得獎名單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386

250 勞動部訴願案件辦結統計資料 公共資訊 勞動部 384

251 勞動部105年度會計月報 公共資訊 勞動部 380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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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

253 外籍勞工管理及運用調查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365

254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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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340

255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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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

256 工會基本資料檔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333

257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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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330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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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318

259 職業災害失能勞工就業關懷調查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317

260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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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312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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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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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263 大量解僱通報資料集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296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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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295

265 勞資會議資料集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290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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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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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267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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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資訊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267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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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255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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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244

271 團體協約資料集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243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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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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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238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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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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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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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226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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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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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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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211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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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209

280 縣市辦理身障促進就業概況表(年報)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205

281 促進青年就業方案執行成效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202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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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202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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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197

284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就業保險基金經營概況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194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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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194

286 身障定額進用不足額義務單位名單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193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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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189

288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國民年金保險基金經營概況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185

289 職業傷病診治網絡醫院名單 就醫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184

290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國內主要金融指標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181

291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新制勞工退休金收支情形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176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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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173

293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勞工保險基金國內投資股票類別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172

294 就業促進津貼編列預算統計表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166

295 就業促進津貼協助就業人數統計表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162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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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161

297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勞工退休基金國內投資股票類別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157

298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單位決算 公共資訊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53

299 105年下半年度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課程公告求學及進修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150

300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積欠工資墊償基金經營概況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145

301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新制勞工退休基金經營概況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135

302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職業災害勞工保護專款經營概況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125

303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勞工保險基金經營概況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113

304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國際主要股價指數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104

305 就業安定基金考核報告 公共資訊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100

306 就業安定基金管理會會議紀錄 公共資訊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95

307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國際主要國家貨幣匯率概況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95

308 勞工退休準備金提撥率及專戶餘額統計退休 勞動部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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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國內公開發行公司股票發行概況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82

310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國內債券發行概況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76

311 勞工保險投保單位數及人數-按規模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74

312 勞工保險平均投保薪資-按類別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68

313 就業保險投保單位數及人數-按行業別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65

314 辦理製造業雇主定期查核統計資料 公共資訊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65

315 就業保險投保單位數及人數-按規模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54

316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勞工保險基金社會責任投資（SRI）比例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54

317 勞保老年給付試算管道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51

318 就業保險平均投保薪資-按行業別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50

319 就業保險投保單位數及人數-按類別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48

320 勞工保險投保單位數及人數-按類別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47

321 就業保險平均投保薪資-按類別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43

322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國民保險基金社會責任投資（SRI）比例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43

323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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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324 勞工保險投保單位數及人數-按行業別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42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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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41

326 勞工保險應計保險費-按類別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38

327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決算概況 公共資訊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36

328 年度紓困貸款被保險人年齡分佈表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9

329 勞工退休金提繳人數-按月提繳工資級距組別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7

330 年度紓困貸款被保險人年資分佈表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6

331 職業工會單位人數暨應計保險費月報表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6

332 勞保醫療給付介紹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6

333 勞工退休金提繳人數-按性別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6

334 勞工退休金提繳單位、提繳人數、提繳工資、提繳金額概況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6

335 勞工退休金雇主提繳人數-按提繳率等級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6

336 勞工保險平均投保薪資-按行業別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5

337 勞工退休金提繳人數-按行業別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3

338 勞退各類退休金核發金額級距分析表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3

339 就業保險應計保險費-按類別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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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 勞工退休金提繳人數-按規模別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2

341 勞工退休金提繳人數-按地區別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1

342 勞工退休金提繳人數-按年齡組別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1

343 漁會單位人數暨應計保險費月報表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1

344 勞保老年給付選擇比率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0

345 勞工退休金個人提繳人數-按提繳率等級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9

346 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資料查詢量統計表(勞動保障卡、郵政金融卡、自然人憑證)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6

合計 561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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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資料集名稱 服務分類 資料集提供機關 累積下載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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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17619

2 受僱員工人數、平均薪資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1720

3 初任人員平均經常性薪資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1550

4 勞動部近10年勞動統計調查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149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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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5

6 職業訓練課程資訊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98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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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0

8 勞動基準法第84條之1核定工作者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83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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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3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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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790

11 年度職災案例彙編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636

12 勞保投保薪資分級表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601

13 勞動部勞動統計刊物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598

14 工會團體名冊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591

15 職業傷病防治中心名單 就醫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554

16 台灣勞工季刊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553

17 勞就保保險費分擔金額表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543

18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單位會計月報公共資訊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530

19 基本工資之制定與調整經過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51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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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5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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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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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

23 就業安全半年刊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427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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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7

25 勞教e網課程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417

26 歷年最近月份收益率 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407

27 工作守則備查名冊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405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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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

29 勞動基準法適用公告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402

附件二_自102/4/1起累積下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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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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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

31 勞工育樂中心訊息 休閒旅遊 勞動部 39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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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

33 勞退個人專戶查詢管道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372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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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363

35 勞教e網勞動教育相關活動訊息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359

36 15-29歲青年勞工就業狀況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356

37 勞保局各地辦事處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352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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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39 歷年最低保證收益率 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333

40 勞動部104年度會計月報 公共資訊 勞動部 319

41 勞保年金給付介紹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318

42 職業工會、漁會欠費名單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312

43 勞保局出版品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306

44 人力需求增減情形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302

45 勞工退休金繳納方式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301

46 安衛單位(人員)備查名冊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300

47 積欠工資墊償追償統計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300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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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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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50 裁決決定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285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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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52 勞動力發展署業務報告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284

53 積欠工資墊償歷年統計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78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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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55 職業重建單位名單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274

56 微型創業鳳凰創業課程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271

57 勞動部預算概況 公共資訊 勞動部 267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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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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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259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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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243

第 2 頁，共 12 頁



61 勞工生活及就業狀況調查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241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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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63 勞工退休金請領程序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35

64 就業好伙伴電子報月刊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233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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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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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67 國民年金業務服務電話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23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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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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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219

70 talent期刊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218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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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72 勞工退休金服務電話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02

73 國家訓練品質獎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201

74 外勞轉換雇主資料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200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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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76 勞動部性別勞動統計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188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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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78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單位預算 公共資訊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83

79 國民年金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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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80 97年與99年友善職場優良事業單位具體措施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178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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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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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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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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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85 育嬰留職停薪就業關懷調查結果 生育保健 勞動部 156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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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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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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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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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90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單位決算 公共資訊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147

91 身心障礙者勞動狀況情形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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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職業訓練概況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144

93 勞工保險統計年報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42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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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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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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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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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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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99 部分工時勞工就業實況調查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12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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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101 勞動部主管勞動業務財團法人名冊 公共資訊 勞動部 11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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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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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104 職業災害地點等統計數據 公共資訊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114

105 勞動部決算概況 公共資訊 勞動部 113

106 勞動部性別平等專區 公共資訊 勞動部 111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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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108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舊制勞工退休基金投資運用情形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106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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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10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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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111 勞動部組織職掌 公共資訊 勞動部 100

112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舊制勞工退休準備金收支情形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100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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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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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115 勞動部勞工退休準備金管理統計表 退休 勞動部 100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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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117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舊制勞工退休基金經營概況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94

118 勞工保險單位、人數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94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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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93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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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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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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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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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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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124 勞動部托兒設施措施補助情形統計表公共資訊 勞動部 87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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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126 僱用管理性別平等概況調查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84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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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128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國內主要經濟指標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81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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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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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131 職能基準資料檔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80

132 勞動部105年度會計月報 公共資訊 勞動部 79

133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單位預算(法定預算)公共資訊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78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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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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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136 工作場所性別平等概況調查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75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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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138 國民年金被保險人保險費收繳情形-按人數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72

139 職能導向課程資料檔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72

140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新制勞工退休基金決算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70

141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新制勞工退休基金投資運用情形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70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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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143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就業保險基金投資運用情形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66

144 勞工保險職業病種類表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65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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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146 勞動部大事紀 公共資訊 勞動部 64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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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148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舊制勞工退休基金預算案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63

149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單位預算案 公共資訊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63

150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勞工保險基金投資運用情形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62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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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152 外國籍被保險人人數統計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60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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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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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就業保險單位、人數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60

155 勞動檢查管理統計數據 公共資訊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60

156 勞動部訴願案件辦結統計資料 公共資訊 勞動部 60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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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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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159 國民年金投保日數統計表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59

160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投資運用情形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58

161 NTDA報名須知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58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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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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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164 勞工保險局附屬單位決算 公共資訊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57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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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166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舊制勞工退休基金決算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57

167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國民年金保險基金投資運用情形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57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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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169 勞動部105~106年度政府資料開放行動方案公共資訊 勞動部 56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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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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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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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173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新制勞工退休基金預算案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54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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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175 直聘案件統計資訊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52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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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177 直聘選工統計資訊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52

178 勞保局委託研究計畫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51

179 勞動部各機關公款補助團體私人情形季報表公共資訊 勞動部 50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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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181 國民年金被保險人保險費收繳情形-按金額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50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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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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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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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第 6 頁，共 12 頁



185 外勞收容情形 公共資訊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47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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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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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188 關於NTDA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47

189 大量解僱預警通報資料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47

190 工會基本資料檔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47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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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47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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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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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194 NTQP得獎名單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45

195 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核付人數表 老年安養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44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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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197 NTDA最新消息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43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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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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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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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201 勞動部辦理政策宣導相關廣告執行情形公共資訊 勞動部 41

202 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決算 公共資訊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41

203 勞工退休金雇主提繳人數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41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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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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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206 職業訓練師師資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41

207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新制勞工退休金收支情形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41

208 勞動部辦理國家賠償事件收結情形表公共資訊 勞動部 40

209 工、漁會被保險人移送行政執行案件統計表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40

210 勞動力發展署─法規查詢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40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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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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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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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214 申請墊償應備文件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39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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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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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勞工退休金個人提繳人數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39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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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218 通俗職業分類資訊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38

219 勞工退休金核發概況表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38

220 勞動力發展署─最新消息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38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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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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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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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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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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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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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227 NTDA活動花絮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37

228 積欠工資墊償基金預算 公共資訊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36

229 TTQS專業人員簡經歷資料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36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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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231 身障定額進用不足額義務單位名單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36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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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233 勞動力發展署─新聞稿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34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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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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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236 就保被保險人人數統計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32

237 就業安定基金決算概況 公共資訊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32

238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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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32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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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240 勞動部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105年第1次會議紀錄公共資訊 勞動部 31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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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31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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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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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244 勞資會議資料集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30

245 就業安定基金管理會會議紀錄 公共資訊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30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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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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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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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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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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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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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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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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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253 外籍勞工管理及運用調查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29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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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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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256 大量解僱通報資料集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27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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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258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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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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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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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261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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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25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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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25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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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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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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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23

266 104年檢查申請統計數據 公共資訊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22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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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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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21

269 就業促進津貼協助就業人數統計表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21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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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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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20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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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273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國民年金保險基金經營概況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20

274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國內公開發行公司股票發行概況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20

275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勞工保險基金國內投資股票類別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19

276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新制勞工退休基金經營概況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19

277 團體協約資料集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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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 促進青年就業方案執行成效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18

279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國內主要金融指標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18

280 105年下半年度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課程公告求學及進修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18

281 職業訓練機構名錄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17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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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17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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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資訊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17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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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17

285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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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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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16

287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單位決算 公共資訊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6

288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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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15

289 職業災害失能勞工就業關懷調查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 15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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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291 職業傷病診治網絡醫院名單 就醫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15

292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國際主要國家貨幣匯率概況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15

293 勞工退休準備金提撥率及專戶餘額統計退休 勞動部 15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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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14

295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勞工退休基金國內投資股票類別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13

296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國際主要股價指數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13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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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12

298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勞工保險基金經營概況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12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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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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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301 縣市辦理身障促進就業概況表(年報)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11

302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職業災害勞工保護專款經營概況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11

303 就業促進津貼編列預算統計表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10

304 就業保險投保單位數及人數-按規模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9

305 就業保險投保單位數及人數-按類別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9

306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就業保險基金經營概況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8

307 就業安定基金考核報告 公共資訊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8

308 辦理製造業雇主定期查核統計資料 公共資訊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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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國民保險基金社會責任投資（SRI）比例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8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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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7

311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積欠工資墊償基金經營概況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7

312 就業保險投保單位數及人數-按行業別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7

313 就業保險平均投保薪資-按行業別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7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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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6

315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國內債券發行概況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6

316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勞工保險基金社會責任投資（SRI）比例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6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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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投資理財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6

318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決算概況 公共資訊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6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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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5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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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5

321 勞保老年給付試算管道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5

322 勞工保險投保單位數及人數-按行業別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5

323 勞工保險投保單位數及人數-按規模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4

324 就業保險平均投保薪資-按類別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4

325 年度紓困貸款被保險人年資分佈表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4

326 勞退各類退休金核發金額級距分析表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4

327 勞工退休金提繳人數-按年齡組別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4

328 勞工保險平均投保薪資-按類別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3

329 勞工保險投保單位數及人數-按類別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3

330 勞工保險應計保險費-按類別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3

331 職業工會單位人數暨應計保險費月報表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3

332 勞工退休金提繳人數-按性別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3

333 就業保險應計保險費-按類別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3

334 年度紓困貸款被保險人年齡分佈表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

335 勞工退休金雇主提繳人數-按提繳率等級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

336 勞工退休金提繳人數-按行業別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

337 勞工退休金提繳人數-按地區別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

338 漁會單位人數暨應計保險費月報表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

339 勞保老年給付選擇比率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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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 勞工退休金個人提繳人數-按提繳率等級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

341 勞工退休金提繳人數-按月提繳工資級距組別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

342 勞保醫療給付介紹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

343 勞工退休金提繳單位、提繳人數、提繳工資、提繳金額概況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

344 勞工保險平均投保薪資-按行業別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

345 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資料查詢量統計表(勞動保障卡、郵政金融卡、自然人憑證)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

346 勞工退休金提繳人數-按規模別 求職及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0

合計 64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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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資料集名稱 主要欄位說明 更新頻率 資料集提供機關 發布時間

1 勞動部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105年

第1次會議紀錄

勞動部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105年第1次

會議紀錄相關資料

每季 勞動部 2016-04-12

2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勞工保險基

金國內投資股票類別

股票投資類別占庫存股票比率 每月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2016-04-25

3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勞工退休基

金國內投資股票類別

舊制勞工退休基金、 新制勞工退休金股票

投資類別占庫存股票比率

每月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2016-04-25

4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國內主要金

融指標

貨幣供給額期底年增率、金價、匯率、外

匯存底 、利率、證券

每月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2016-04-2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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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投資類別占庫存股票比率 每月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2016-04-2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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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投資類別占庫存股票比率 每月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2016-04-2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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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季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2016-04-2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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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2016-04-2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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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2016-04-27

10 通俗職業分類資訊 代碼、職務名稱、職務內容說明 不定期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2016-04-27

11 外籍勞工管理及運用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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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定期 勞動部 2016-05-01

12 就業安定基金管理會會議紀錄 就業安定基金管理會歷次列管案、報告事

項及討論事項之會議紀錄

每季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2016-05-25

13 就業安定基金考核報告 就業安定基金考核報告 每年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2016-05-25

14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新制勞工退

休基金經營概況

基金運用餘額 、基金收益數 、收益率 、

保證收益率

每月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2016-05-25

15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勞工保險基

金經營概況

基金運用餘額 、基金收益數 、收益率 每月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2016-05-25

附件三_本部諮詢小組本年第1次會議(105年4月7日)後至今新增開放資料集66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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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職業災害勞

工保護專款經營概況

基金運用餘額 、基金收益數 、收益率 每月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2016-05-25

17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積欠工資墊

償基金經營概況

基金運用餘額 、基金收益數 、收益率 每月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2016-05-25

18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國民年金保

險基金經營概況

基金運用餘額 、基金收益數 、收益率 每月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2016-05-25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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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2016-05-3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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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2016-05-31

21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就業保險基

金經營概況

基金運用餘額 、基金收益數 、收益率 每月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2016-05-31

22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新制勞工退

休金收支情形

勞工退休金餘絀、 收入、 支出 每月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2016-06-03

23 職業傷病診治網絡醫院名單 網絡醫院名稱、職業病門診醫師姓名、電

話、醫院地址

不定期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2016-06-07

24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國內債券發

行概況

政府債券、金融債券、受益證券、公司

債、外國債券、國際債券之 期數、淨額

每月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2016-06-13

25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國際主要國

家貨幣匯率概況

新台幣、 人民幣、 日圓、 韓元、 新加坡

元、 歐元、 英鎊、 澳幣匯率

每月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2016-06-13

26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國際主要股

價指數

台灣、美國、日本、新加坡、南韓、倫

敦、中國股價指數

每月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2016-06-13

27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國內公開發

行公司股票發行概況

上市公司及上櫃公司之家數、資本額、成

長率、面值、市值，未上市未上櫃公司之

家數、資本額

每月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2016-06-20

28 職業訓練機構名錄 職訓機構名稱、地址、職類數、訓練容

量、招訓對象

不定期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2016-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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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105年下半年度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課

程公告

訓練單位名稱、縣市別(辦訓地)、課程名

稱、訓練時數、訓練人次、每人訓練費用

(元)、開訓日期、結訓日期

每半年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2016-06-21

30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105年度會計月報

歲入累計表、經費累計表、以前度歲出轉

入數累計表、平衡表、資本資產表及其變

動表等10表

每月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

衛生研究所

2016-06-30

31 辦理製造業雇主定期查核統計資料 查核年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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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季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2016-07-06

32 勞工退休準備金提撥率及專戶餘額

統計

提撥率(級距)、專戶餘額(級距)、家數、比

率等。

每年 勞動部 2016-07-25

33 勞工保險平均投保薪資-按行業別 行業別、項目、平均投保薪資、月份 每年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016-07-25

34 勞工保險應計保險費-按類別 項次、種類、每月投保人數、每月應計保

險

每年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016-07-25

35 就業保險應計保險費-按類別 項次、種類、每月投保人數、每月應計保

險

每年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016-07-25

36 年度紓困貸款被保險人年資分佈表 年度、年資、人數 每年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016-07-25

37 年度紓困貸款被保險人年齡分佈表 年度、年齡、人數 每年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016-07-25

38 勞工保險投保單位數及人數-按類別 類別、項目、單位、人數、月份 每年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016-07-25

39 勞工保險投保單位數及人數-按行業

別

行業別、項目、單位、人數、月份 每年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016-07-25

40 勞工保險投保單位數及人數-按規模 類別、項目、單位、人數、月份 每年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016-07-25

41 勞工保險平均投保薪資-按類別 類別、項目、單位、人數、月份 每年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016-07-25

42 就業保險投保單位數及人數-按類別 類別、項目、單位、人數、月份 每年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016-07-25

43 就業保險投保單位數及人數-按行業

別

行業別、項目、單位、人數、月份 每年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016-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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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就業保險投保單位數及人數-按規模 類別、項目、單位、人數、月份 每年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016-07-25

45 就業保險平均投保薪資-按類別 類別、項目、單位、人數、月份 每年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016-07-25

46 就業保險平均投保薪資-按行業別 行業別、項目、平均投保薪資、月份 每年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016-07-25

47 勞保老年給付試算管道 查詢方式、查詢地點、查詢功能、注意事

項

不定期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016-07-25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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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衡表及收支餘絀表等。 每月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2016-08-05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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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百分比 每月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2016-08-05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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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百分比 每月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2016-08-05

51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決算概況 年度決算 每年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2016-08-22

52 職業工會單位人數暨應計保險費月

報表

項目、保費年月、投保單位數、投保人

數、平均投保薪資、應計保險費

每月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016-08-30

53 勞保老年給付選擇比率 年度、年金請領比率、一次請領比率 每年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016-08-30

54 勞保醫療給付介紹 請領資格、給付標準、就醫方式 不定期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016-08-30

55 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資料查詢量統

計表(勞動保障卡、郵政金融卡、自

然人憑證)

年度別、查詢方式、次數 每年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016-08-30

56 勞工退休金個人提繳人數-按提繳率

等級

年度(底)、個人提繳率級距、人數 每年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016-08-30

57 勞工退休金提繳人數-按地區別 年度(底)、地區別、人數 每年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016-08-30

58 勞工退休金提繳人數-按年齡組別 年度(底)、年齡級距、人數 每年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016-08-30

59 勞工退休金提繳人數-按性別 年度(底)、男性人數、女性人數 每年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016-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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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勞工退休金提繳人數-按月提繳工資

級距組別

年度(底)、月提繳工資級距、人數 每年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016-08-30

61 勞工退休金提繳人數-按行業別 年度(底)、行業別、人數、 每年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016-08-30

62 勞工退休金提繳人數-按規模別 年度(底)、人數規模級距、人數 每年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016-08-30

63 勞工退休金提繳單位、提繳人數、

提繳工資、提繳金額概況

年度(底)、單位數、人數、提繳工資平均

數、提繳金額合計數

每年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016-08-30

64 勞工退休金雇主提繳人數-按提繳率

等級

年度(底)、雇主提繳率級距、人數 每年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016-08-30

65 勞退各類退休金核發金額級距分析

表

金額級距、核發件數 每年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016-08-30

66 漁會單位人數暨應計保險費月報表 項目、保費年月、投保單位數、投保人

數、平均投保薪資、應計保險費

每月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016-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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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發表日期
資料集名

稱
標題 意見內容 意見來源

管理機關

(單位)
回覆內容

1 105/5/7

勞工體格

及健康檢

查認可醫

療機構

請增加

醫院gps

位置

m2m處理需要有此欄位 我有話要

說

職業安全

衛生署

一、為提供勞工與雇主查詢經本部會商衛生福利部認可之醫

療機構之相關資訊，本部業建置「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認可

醫療機構查詢系統」，提供便捷查詢功能。 二、有關GPS資

料，考量勞工與雇主之使用需求性與成本，爰暫未列入前揭

系統功能，尚請諒察。 三、如尚有勞工體格或健康檢查相

關規定之問題，可逕洽本部職業安全衛生署(02-89956666分

機8214、8331)詢問。

2 105/5/7

勞工體格

及健康檢

查認可醫

療機構

請增加

json

需要json format. 我有話要

說

職業安全

衛生署

一、為提供勞工與雇主查詢經本部會商衛生福利部認可之醫

療機構之相關資訊，本部業建置「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認可

醫療機構查詢系統」，提供便捷查詢功能。 二、本部於政

府資訊開放平臺所置「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認可醫療機構」

之資料格式，已包括：XML、CSV與JSON三類，惟前因資料維

護問題未能顯示，現已修復，歡迎下載使用。 三、如尚有

勞工體格或健康檢查相關規定之問題，可逕洽本部職業安全

衛生署(02-89956666分機8214、8331)詢問。

3 105/5/11

勞工體格

及健康檢

查認可醫

療機構

體格檢

查機構

名單問

題

您好，此網站 http://www.mol.gov.tw/相關連結/相關

資料庫查詢/勞工健檢指定醫療機構名單 完全連不上，

敬請檢察喔。

我有話要

說

職業安全

衛生署

台端所詢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認可醫療機構之連結，名單可

於勞動部網站(http://www.mol.gov.tw)點選「相關連結」

，即有「勞工健檢認可醫療機構名單」可供查詢，經檢視該

網路連結狀況正常，尚請諒察；另外，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

署網站(http://www.osha.gov.tw)「安全衛生」項下，點選

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認可醫療機構

查詢系統，亦可依縣市、健檢類別及醫療機構名稱等查詢條

件提供查詢，歡迎多加利用。

4 105/6/8

微型創業

鳳凰諮詢

顧問名單

請問能

提供以

下的資

料嗎??

請問能提供講師的1)相關介紹2)主要/輔導經歷3)著作這幾

個嗎?另外目前沒有提供json的方式存取是嗎? 感謝。

我有話要

說

勞動力發

展署

您好:首先感謝您的提問。創業諮詢顧問係為協助民眾於創

業過程中提供創業諮詢輔導服務，勞動力發展署目前並未彙

整創業鳳凰諮詢顧問之主要/輔導經歷及著作等資料，致未

能提供，尚祈見諒。105年度顧問名單本署業已核定，將於

政府資訊開放平台更新，內容包含顧問姓名、現職(服務單

位)、職稱與專業領域，如有需要，可逕至該平台查詢。如

您尚有其他創業諮詢輔導問題，可撥打免費服務專線0800-

092-957，將有專人竭誠為您服務。

附件四_本部諮詢小組本年第1次會議(105年4月7日)後至今新增外部意見14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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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05/6/14

跨國人力

仲介公司

許可名冊

外勞仲

介公司

名冊

請教一下 , 這份資料是全台灣外勞仲介公司的名冊嗎 ? 若

不是 , 請問一下要去哪裡找到我要的資料 ?

我有話要

說

勞動力發

展署

您好： 本署已收到您105年6月14日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反

應意見，有關您詢問「跨國人力仲介公司許可名冊」是否為

全臺灣外勞仲介公司名冊一節，經查「跨國人力仲介公司許

可名冊」已將勞動部許可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全數載列，另

您亦可於本署網站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查詢系統查詢（

http://agent.wda.gov.tw/agentext/MainMenuExt.jsp）謝

謝。 敬祝 身心健康！ 快樂平安！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敬啟

6 105/6/23

跨國人力

仲介公司

許可名冊

從業人

員名冊

下載

您好，請問如何下載公司的從業人員名冊?謝謝 我有話要

說

勞動力發

展署

您好： 本署已收到您105年6月23日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反

應意見，有關您詢問如何下載人力仲介公司從業人員名冊一

節，經查「跨國人力仲介公司許可名冊」並無提供從業人員

名冊之相關資料，倘需從業人員名冊表格，可於本署網站之

資訊服務\下載專區\私立就服機構申請表項下查詢（

http://www.wda.gov.tw/home.jsp）謝謝。 敬祝 身心健

康！ 快樂平安！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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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05/6/28

勞動部

周休例

假民調

資料

週休例假政策訂制定關係勞工權益, 而勞動部官網卻未

能提供完整的民調報告, 請儘速開放相關流程說明

我還想要 勞動部勞

動條件及

就業平等

司

一、勞動基準法第30條所定法定正常工時，自105年1月1日

起修正縮減為每日不得超過8小時，每週不得超過40小時，

期達成「週休二日」之目標。因現行第36條所定例假為「每

7天至少1天休息」，尚有部分企業規定勞工每週正常工作日

6天，未落實週休二日。 二、為確保勞工「週休二日」之權

益，本部研議修正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惟各界意見分歧，

實有必要瞭解社會大眾對明定週休2日(1天例假、1天休息日

或2天例假)、國定假日是否全國一致(勞工放假天數12天)，

及休息日出勤工資如何發給之態度與看法，爰委託民意調查

公司辦理本次民意調查，以作為修法研議參考。 三、由於

調查結果尚需進一步分析，提供調查摘要如下： (一)、 調

查對象：全國年滿20歲以上的民眾。 (二)、 抽樣方式：以

全國家戶電話資料庫為抽樣母體，採分層比例 抽樣。

(三)、 完成樣本數：1,085。 (四)、 抽樣誤差：在95%信

心水準下，抽樣誤差為正負2.97%。 (五)、 調查結果：

1、 在「有工作」的民眾中，70.8%表示目前主要的工作有

周休 二日，29.2%表示沒有周休二日。 2、 對勞動部打算

推動落實勞工周休二日的修法，81.1%的民眾表示贊成。

3、 周休二日採「一例一休」，85.8%的民眾表示贊成;採

「二例」，53.0%的民眾表示贊成。 4、 對周休二日的修法

，66.9%的民眾較支持「一例一休」的做法，30.4%的民眾較

支持「二例」的做法。 5、 落實周休二日後，將勞工國定

假日的放假天數比照公務人員由19天改為12天，但勞動節仍

放假一天此項配套措施，73.6%的民眾表示贊成。 勞動部

敬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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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05/7/11

依據勞

基法

84-1 條

核備的

事業單

位清冊

資料

依勞動基準法第84條之1規定，經勞動部核定公告之工作

者，得由勞雇雙方另行約定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女

性夜間工作，並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後，不受第30條、

第32條、第36條、第37條、第49條規定之限制，勞雇雙方

之勞動條件係依約辦理。



只是這樣的資料並未彙整公開，導致民眾無法知道個別

事業單位是否經過核備以及核備內容與事實情況是否有

所差異，因此希望能夠彙整後公開這份資料

我還想要 勞動部勞

動條件及

就業平等

司

一、有關適用勞動基準法第84條之1之工作者書面契約之審

核，依法屬地方主管機關權責，本部將另行研議由地方政府

彙整公告已核備實施勞動基準法第84條之1之事業單位名稱

及工作者項目。至個別勞工之勞動契約，事涉個資處理，歉

難逐一公開。 二、您如對於勞動基準法第84條之1工作者書

面契約核備程序等情尚有疑義，請就近洽事業單位所在地之

勞工行政主管機關【縣、市政府勞工局（處）或社會局（

處）】尋求協處。 勞動部 敬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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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5/8/11

勞工體格

及健康檢

查認可醫

療機構

關於醫

院內的

勞工體

檢舉辦

次數?

因目前工作地點為區域教學醫院，近日院內職護公告並

非每位員工(包含醫師及護理師)皆需每年健檢，理由如

下:各位同仁：由於許多同仁會來電詢問同事之間健康

檢查項目為什麼不同?以下為健康檢查項目決定的標準

(詳細請參考東元醫院健康檢查辦法)依勞工健康保險規

則第十一條，雇主對在職勞工應依下列規定，定期實施

一般健康檢查1	年滿六十五歲以上者，每年檢查一次。

2年滿四十歲以上未滿六十五歲者，每三年檢查一次。3	

未滿四十歲者，每五年檢查一次。特殊單位福利制度

(二)	護理人員福利制度：年資滿兩年以上，每兩年提

供健康檢查一次，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辦理，每年辦理

一次。適用單位：5樓、6樓、7樓、8樓、9樓、2-3樓、

2-5樓、RCW、BR、NBR、DR、AICU、NICU、ER、OR、麻醉

科(具護理師執照人員)、NP(含:臨床護理師)。(三)	藥

劑部調劑藥師：調配化療藥品之藥師，調劑藥師應於調

劑任期前後進行血液及尿液檢查。(目前包含化療室護理

人員)(四)	洗腎室醫護人員：每年接受C型肝炎檢查。

(五)	病理科：每年接受C型肝炎檢查。(六)	檢驗科：每

年接受C型肝炎檢查。(七)	供應室護理人員：每年接受

一般健康檢查、C型肝炎及肺功能檢查。(八)	營養科：

每年接受一般健康檢查及A型肝炎。想請教關於工作地點

為第一線接觸病人之醫療人員，是否有相關規範需由院

方給付每年舉辦員工健檢？（因之前待過兩間醫療院所,

院方規定需每年進行員工健檢)，謝謝。

我有話要

說

職業安全

衛生署

一、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以下簡稱職安法)第20條規定略以

，雇主對在職勞工應施行健康檢查，並負擔健康檢查費用，

至健康檢查之頻率及項目，係規範於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10

條至第12條；其中一般健康檢查之項目應依前開規則附表8

辦理，至其檢查時間係依同規則第11條之規定，依年齡不同

而檢查頻率不同：年滿65歲者，每年檢查1次；40歲以上未

滿65歲者，每3年檢查1次；未滿40歲者，每5年檢查1次，另

外，從事特別危害作業者之特殊健康檢查，依第12條附表10

規定為每年檢查1次，先予敘明。 二、 有關台端所詢問之

勞工健康檢查頻率與項目，應視個別勞工之作業類別，依前

開規定辦理。至衛生福利部是否有相關規範要求醫院每年幫

醫療從業人員因不同科別辦理健康檢查與負擔費用，本署已

轉請衛生福利部逕復台端。 三、 另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已彙整勞工體格與健康檢查常見問答，相關資料可逕至該署

網站((http://www.osha.gov.tw)便民服務/常見問答/勞工

體格及健康檢查區查詢；如對勞工體格或健康檢查相關規定

之問題，可逕洽該署綜合規劃及職業衛生組第四科(02-

89956666分機8331)詢問。 勞動部 敬復

10 105/8/13

初任人員

平均經常

性薪資

在勞動

部網站

中，各

年度 "

各職類

別初任

人員經

常性薪

資－按

行業別

分"

您好：搜尋勞動部統計資料庫查詢，有關初任人員經常

性薪資有提供 "按大職類分"，但是無法搜尋到依 "行

業別分" 的資料，不知資料庫是否提供依"行業別分"的

資料，或是在哪裡可以獲得呢?  謝謝你

我有話要

說

勞動部統

計處

您好：105年8月13日的電子郵件已收到。 有關台端詢及政

府資料開放平臺是否提供「行業別初任人員平均經常性薪

資」資料一案，請由勞動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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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任人員薪資」路徑

，即可查詢您所需要”依行業別分”資料。 謝謝您的來信

，敬祝安康順利。 勞動部 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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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05/8/13

受僱員工

人數、平

均薪資

更早期

的資料

你好:勞動部資料查詢最早只到92年，不知如何才能獲

得更早期的資料呢?謝謝你

我有話要

說

勞動部統

計處

您好：105年8月13日的電子郵件已收到。 　　有關台端來

信詢問92年以前受僱員工人數及平均薪資一案，說明如下：

一、各年/月行業別受僱員工人數、平均薪資：請由行政院

主計總處(網址為http://www.dgbas.gov.tw/)循「主要業務

→政府統計→主計總處統計專區→薪資及生產力統計」路徑

查詢您所需要的資料。 二、各年7月職類別受僱員工人數、

平均薪資：目前勞動部「職類別薪資調查動態查詢系統」

(網址為https://pswst.mol.gov.tw/psdn/)提供92年以後相

關統計，若需要92年以前資料，請至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參

考室或各大圖書館借閱「職類別薪資調查報告」(79年以前

「職業別薪資調查報告」)。 謝謝您的來信，敬祝安康順

利。 勞動部　敬啟

12 105/8/25

違反勞

基法企

業名單

勞動部開放的勞動檢查資料只有統計各檢查機關的違規

件數，並無公布違規企業資料。希望可以將每次違反勞

基法的企業公布在這裡，並統計該企業過去違規紀錄，

這樣求職者在求職時可以參考。雖然勞動部會定期發布

新聞，但網路資訊量大，很容易被覆蓋，且勞動部官網

沒有關於勞動檢查的公告，因此希望有一個統整的開放

資料。謝謝。

我還想要 勞動部勞

動條件及

就業平等

司

本部業於網頁上建立與各地勞政機關公布網址之連結點，置

放「違反勞動法令公布專區，網址：

http://www.mol.gov.tw/topic/3069/），對外公開，並要

求各地勞政機關將其違規企業資料之名稱、違反勞動基準法

等相關法令條文、違反法規內容、發文字號及處分日期等資

料詳列於公布名單上，以便利外界監督及查詢違法事業單

位。至所提增列過去違規次數及後續改善情形，本部已錄案

參考。勞動部 敬復。

13 105/8/29

衛生福利

部評鑑合

格之醫院

名單

資料內

容亂碼

資料亂碼實在沒有辦法看啊~"~是否可提供多種檔案格式 我有話要

說

勞工保險

局

有關所詢資料內容為亂碼問題，因本平臺所提供之資料集編

碼格式為 UTF-8。若使用 Microsoft EXCEL軟體開啟CSV檔

案時，會出現中文無法正確顯示，其因為EXCEL軟體預設檔

案編碼設定為ANSI 編碼，故會出現亂碼情況。若您嘗試使

用EXCEL 軟體開啟CSV檔案請另行參閱本平臺「常見問答」

，連結網址下：http://data.gov.tw/node/18765。 又您如

僅需查閱醫院名單，亦可至本局全球資訊網（連結網址如

下：

http://www.bli.gov.tw/sub.aspx?a=O2DmnmyUSWk%3d）即

有「衛生福利部醫院評鑑優等以上、醫院評鑑合格之醫學中

心或區域醫院、醫院評鑑及教學醫院評鑑合格之全民健康保

險特約醫院名單」的PDF檔供查閱及下載。勞動部勞工保險

局 敬復。聯絡人：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失能給付科 趙先生

電話：02-23961266轉分機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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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05/9/6

違法雇

主名單

新北市政府於今日(9/6)發布違法雇主查詢系統 (新聞連

結: http://www.nownews.com/n/2016/09/05/2229012

系統連結: http://ilabor.ntpc.gov.tw/cloud/Violate

) 感覺相當實用 但目前僅有新北市能這樣查詢 其他縣

市需到各縣市勞動局網站去翻找 希望未來能開放其他縣

市之資料至此政府開放資料平台 供使用者查詢 後續也

能有更多商業應用資訊或增進社會福祉之作為

我還想要 勞動部勞

動條件及

就業平等

司

有關您所提統整發布違法雇主查詢系統資料平台乙節，本部

將彙集相關意見後，進一步研議，感謝您對勞動事務的關

心。 勞動部 敬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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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分類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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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集提供單位 預計開放年

1 I00-公共資

訊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舊制勞工

退休基金預算(法定預算)

舊制勞工退休基金法定預算 1.預算總說明。

2.收支餘絀預計表、餘絀撥補預計

表、現金流量預計表、收繳給付預計

表、保證收益預計表等主要表。

3.明細表。

4.參考表。

5.附錄。

每年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

用局

主計室 105年12月

2 I00-公共資

訊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新制勞工

退休基金預算(法定預算)

新制勞工退休基金法定預算 1.預算總說明。

2.收支餘絀預計表、餘絀撥補預計

表、現金流量預計表、收繳給付預計

表等主要表。

3.明細表。

4.參考表。

5.附錄。

每年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

用局

主計室 105年12月

3 I00-公共資

訊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舊制勞工

退休基金會計月報

舊制勞工退休基金會計月報 平衡表及收支餘絀表等。 每月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

用局

主計室 105年12月

4 I00-公共資

訊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新制勞工

退休基金會計月報

新制勞工退休基金會計月報 平衡表及收支餘絀表等。 每月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

用局

主計室 105年12月

5 I00-公共資

訊

勞動力與創新期刊 提供勞動力與創新期刊資訊 年度、期數、主題、網址 不定期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

署

勞動力發展創新

中心

105年9月

6 I00-公共資

訊

微型創業鳳凰網站累計瀏覽人次 提供微型創業鳳凰網站累計

瀏覽人次情況

年度、網頁累計瀏覽人次 每季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

署

勞動力發展創新

中心

105年9月

7 I00-公共資

訊

政策宣導廣告預算動支情形 提供政策宣導廣告預算動支

情形

宣導內容、刊登或刊出時間、刊出次

數、核銷撥款金額、託播對象

不定期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

署

綜合規劃組 105年9月

8 I00-公共資

訊

金展獎得獎名單 提供金展獎得獎名單 獎項別、序號、機關構名稱、公/私立 每年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

署

身心障礙者及特

定對象就業組

105年12月

9 300-求學及

進修

技術生訓練職類 提供技術生訓練職類資訊 學制、領域、職類名稱 一年一次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

署

訓練發展組 105年11月

10 500-求職及

就業

勞動力發展署委託或補助訓練單

位辦訓成效之星等評鑑

提供勞動力發展署委託或補

助訓練單位辦訓成效之星等

評鑑

訓練機構名稱、立案地址、行政管理

星等、訓練實施星等、訓練績效星

等、總分星等

每年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

署

訓練發展組 105年11月

11 I00-公共資

訊

直聘雇主網路填表引導系統相關

統計資訊

直聘雇主網路填表引導系統

相關統計資訊

會員人數、各項文件使用次數 每年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

署

跨國勞動力事務

中心

105年12月

12 I00-公共資

訊

僑外生工作許可核發國家排行統

計資訊(前十名)

提供僑外生工作許可核發國

家排行統計資訊(前十名)

國家、僑外生申請工作許可人次 每年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

署

跨國勞動力事務

中心

105年12月

13 I00-公共資

訊

產業及社福外籍勞工人數－按開

放項目分

提供產業及社福外籍勞工人

數資訊

1.統計年月

2.各開放項目別

每月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

署

跨國勞動力管理

組

105年12月

附件五_本部及所屬機關105年度第2次資料集盤點結果(甲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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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I00-公共資

訊

產業及社福外籍勞工人數－按產

業分

提供產業及社福外籍勞工人

數資訊

1.統計年月

2.各開放產業別

每月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

署

跨國勞動力管理

組

105年12月

15 I00-公共資

訊

產業及社福外籍勞工人數－按國

籍分

提供產業及社福外籍勞工人

數資訊

1.統計年月

2.各開放國籍別

每月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

署

跨國勞動力管理

組

105年12月

16 I00-公共資

訊

產業及社福外籍勞工人數－按行

業及國籍分

提供產業及社福外籍勞工人

數資訊

1.統計年月

2.各開放行業別

3.各開放國籍別

每月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

署

跨國勞動力管理

組

105年12月

17 I00-公共資

訊

勞動力發展數位服務平台教材與

閱覽統計

勞動力發展數位服務平台教

材與閱覽統計

1.統計年月

2.教材種類

3.教材數量

4.瀏覽人數

5.教材觀看累計時數

每年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

署

勞動力發展創新

中心

105年12月

18 I00-公共資

訊

勞動部訴願決定書查詢 訴願案件決定資料 案號、決定書日期、決定書主文 不定期 勞動部 勞動法務司 106年1月

19 I00-公共資

訊

勞就保爭議審議案件結果查詢 爭議審議案件審定書資料 受理日期、受理號碼、審議結果 不定期 勞動部 勞動法務司 106年1月

20 I00-公共資

訊

勞動部勞工保險監理會會議紀錄 勞動部勞工保險監理會會議

紀錄

會議紀錄名稱,開會時間,主持人,報告

件數,討論件數,全文

每月 勞動部 勞動保險司 105年12月

21 I00-公共資

訊

勞動部勞工保險監理會委員名單 勞動部勞工保險監理會委員

名單

委員姓名,推派單位職稱,代表性質 不定期 勞動部 勞動保險司 105年12月

22 500-求職及

就業

就業平等相關法規 就業平等法規 相關法規分類,法規名稱 一年 勞動部 勞動條件及就業

平等司

105年9月

23 500-求職及

就業

全球就業平等法治概況 全球就業平等法治概況 國家/組織,機關單位,相關資訊 一年 勞動部 勞動條件及就業

平等司

105年9月

24 500-求職及

就業

勞動市場概況企業資訊 國際勞動市場概況企業資訊 國家,主題,相關資訊 一年 勞動部 勞動條件及就業

平等司

105年9月

25 500-求職及

就業

勞資關係動態資訊 國際勞資關係動態資訊 國家,組織/單位,相關資訊 一年 勞動部 勞動條件及就業

平等司

105年9月

26 500-求職及

就業

各地方政府設置違反性別工作平

等法申訴聯絡窗口

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申訴聯

絡窗口

縣市別,單位,申訴專線電話,申訴之電

子郵件信箱

一年 勞動部 勞動條件及就業

平等司

105年9月

27 500-求職及

就業

勞動基準法洽詢管道 勞動基準法疑義詢問 各地勞工行政主管機關,地址,電話 一年 勞動部 勞動條件及就業

平等司

105年9月

28 500-求職及

就業

勞動基準法適用原則 勞動基準法適用行業別 分類,主題,資料提供單位,內容,文號 一年 勞動部 勞動條件及就業

平等司

105年9月

29 500-求職及

就業

基本工資工作小組 基本工資工作小組相關會議

資料

會議議程、會議紀錄、發言摘要 一年 勞動部 勞動條件及就業

平等司

10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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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500-求職及

就業

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 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第27次

起之相關會議資料

會議議程、會議紀錄、發言摘要 一年 勞動部 勞動條件及就業

平等司

105年9月

31 500-求職及

就業

勞動基準法相關假別表 勞動基準法相關假別表 假別,給假原則,法規依據 一年 勞動部 勞動條件及就業

平等司

105年9月

32 I00-公共資

訊

工會數及工會會員人數 工會數及工會會員人數 工會數、工會會員人數 季 勞動部 統計處 105年12月

33 I00-公共資

訊

工會數及工會會員人數－按地區

分

工會數及工會會員人數－按

地區分

工會數、工會會員人數、地區 年 勞動部 統計處 105年12月

34 I00-公共資

訊

企業工會及產業工會之工會數及

工會會員人數－按行業分

企業工會及產業工會之工會

數及工會會員人數－按行業

分

企業工會及產業工會之工會數、工會

會員人數、行業

季 勞動部 統計處 105年12月

35 I00-公共資

訊

企業工會及產業工會之工會數及

工會會員人數－按地區及行業分

企業工會及產業工會之工會

數及工會會員人數－按地區

及行業分

企業工會及產業工會之工會數、工會

會員人數、地區、行業

年 勞動部 統計處 105年12月

36 I00-公共資

訊

職業工會之工會數及工會會員人

數－按職業分

職業工會之工會數及工會會

員人數－按職業分

職業工會之工會數、工會會員人數、

職業

季 勞動部 統計處 105年12月

37 I00-公共資

訊

職業工會之工會數及工會會員人

數－按地區及職業分

職業工會之工會數及工會會

員人數－按地區及職業分

職業工會之工會數、工會會員人數、

地區、職業

年 勞動部 統計處 105年12月

38 I00-公共資

訊

事業單位團體協約家數 事業單位團體協約家數 事業單位團體協約家數 季 勞動部 統計處 105年12月

39 I00-公共資

訊

事業單位團體協約家數－按地區

分

事業單位團體協約家數－按

地區分

事業單位團體協約家數、地區 年 勞動部 統計處 105年12月

40 I00-公共資

訊

勞資會議家數 勞資會議家數 勞資會議家數 季 勞動部 統計處 105年12月

41 I00-公共資

訊

勞資會議家數－按地區分 勞資會議家數－按地區分 勞資會議家數、地區 年 勞動部 統計處 105年12月

42 I00-公共資

訊

勞資爭議件數、人數 勞資爭議件數、人數 勞資爭議件數、人數 月 勞動部 統計處 105年12月

43 I00-公共資

訊

勞資爭議件數－按主要爭議類別

及地區分

勞資爭議件數－按主要爭議

類別及地區分

勞資爭議件數、主要爭議類別、地區 月 勞動部 統計處 105年12月

44 I00-公共資

訊

勞資爭議件數－按主要爭議類別

及行業分

勞資爭議件數－按主要爭議

類別及行業分

勞資爭議件數、主要爭議類別、行業 月 勞動部 統計處 105年12月

45 I00-公共資

訊

勞資爭議人數－按性別及地區分 勞資爭議人數－按性別及地

區分

勞資爭議人數、性別、地區 年 勞動部 統計處 105年12月

46 I00-公共資

訊

勞資爭議人數－按性別及行業分 勞資爭議人數－按性別及行

業分

勞資爭議人數、性別、行業 年 勞動部 統計處 105年12月

47 I00-公共資

訊

性別工作平等申訴案件受理件數

及評議件數

性別工作平等申訴案件受理

件數及評議件數

性別工作平等申訴案件受理件數、評

議件數

月 勞動部 統計處 105年12月

48 I00-公共資

訊

性別工作平等申訴案件受理件數

及評議件數－按地區分

性別工作平等申訴案件受理

件數及評議件數－按地區分

性別工作平等申訴案件受理件數、評

議件數、地區

年 勞動部 統計處 10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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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I00-公共資

訊

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概況 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概況 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之事業單位家

數、通報人數、實際實施人數

年 勞動部 統計處 105年12月

50 I00-公共資

訊

提撥勞工教育經費及勞工教育班

數

提撥勞工教育經費及勞工教

育班數

提撥勞工教育經費、勞工教育班數 年 勞動部 統計處 105年12月

51 I00-公共資

訊

提撥勞工教育經費及勞工教育班

數－按地區分

提撥勞工教育經費及勞工教

育班數－按地區分

提撥勞工教育經費、勞工教育班數、

地區

年 勞動部 統計處 105年12月

52 I00-公共資

訊

勞工服務中心服務件數 勞工服務中心服務件數 勞工服務中心服務件數 年 勞動部 統計處 105年12月

53 I00-公共資

訊

勞工服務中心服務件數－按地區

分

勞工服務中心服務件數－按

地區分

勞工服務中心服務件數、地區 年 勞動部 統計處 105年12月

54 I00-公共資

訊

勞工志願服務概況 勞工志願服務概況 志工隊數、志工人數、服務總時數、

服務總人次、教育訓練總時數、教育

訓練總人次

年 勞動部 統計處 105年12月

55 I00-公共資

訊

勞工志願服務概況－按地區分 勞工志願服務概況－按地區

分

志工隊數、志工人數、服務總時數、

服務總人次、教育訓練總時數、教育

訓練總人次、地區

年 勞動部 統計處 105年12月

56 I00-公共資

訊

職工福利概況 職工福利概況 職工福利設立單位數、職工福利金提

撥金額、福利金受益人數

年 勞動部 統計處 105年12月

57 I00-公共資

訊

職工福利概況－按地區分 職工福利概況－按地區分 職工福利設立單位數、職工福利金提

撥金額、福利金受益人數、地區

年 勞動部 統計處 105年12月

58 I00-公共資

訊

勞動統計名詞對照表 勞動統計名詞對照表 統計類別,統計名詞細分類,項目,統計

名詞解釋

不定期 勞動部 統計處 105年12月

59 I00-公共資

訊

企業托兒與哺(集)乳室資訊網-各

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聯絡方式

提供企業托兒與哺(集)乳室

相關資訊-各地方勞工行政主

管機關聯絡方式

機關單位名稱、電話、是否提供托兒

設施措施經費補助

每年 勞動部 勞動福祉退休司 105年12月

60 I00-公共資

訊

工作生活平衡資源網資訊系統-

工作生活平衡教育訓練課程

提供工作生活平衡資源網資

訊-工作生活平衡教育訓練課

程

課程名稱、公告日期、縣市、上課日

期、時間、地點、報名日期、報名人

數

每年 勞動部 勞動福祉退休司 105年12月

61 I00-公共資

訊

勞退條例第50條罰鍰案件基本資

料檔LaborFine-案件統計表

全國勞工行政資訊整合應用

系統-勞退條例第50條罰鍰

處分子系統

縣市別、罰鍰件數統計 每年 勞動部 勞動福祉退休司 預計105年12

月

62 I00-公共資

訊

勞動部年度出版品目錄 勞動部年度出版品目錄 出版品名稱,統一編號(GPN),出版年月,

定價

每年 勞動部 綜合規劃司 105年10月

63 I00-公共資

訊

勞動部年度研究報告清單 勞動部年度研究報告清單 計畫名稱,辦理單位,研究期程(起),研究

期程(迄),備註

每年 勞動部 綜合規劃司 105年10月

64 500-求職及

就業

投保單位基本資料變更應檢附證

件一覽表

投保單位辦理單位基本資料

變更應檢附之相關證件

變更項目、應填書表、應檢附相關證

件

不定期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納保組 106年3月

65 500-求職及

就業

自願投保單位申請新投保開戶應

檢附證件一覽表

自願投保單位申請新投保開

戶應檢附證照影本

單位類別、應申報投保單位名稱、應

附證明文件影本

不定期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納保組 106年3月

第 4 頁，共 11 頁



66 500-求職及

就業

非本國籍勞工加保應檢附相關證

明文件一覽表

投保單位申報非本國籍勞工

加保時應檢附之相關證明文

件

非本國籍勞工分類、檢附相關證明文

件

不定期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納保組 106年3月

67 500-求職及

就業

保險費負擔比例一覽表 有關各項保險費被保險人、

單位、政府等三方負擔比例

一覽表

被保險人類別、保險費類別、被保險

人負擔比例、投保單位負擔比例、政

府負擔比例

不定期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納保組 106年3月

68 500-求職及

就業

勞保年金預定入帳日 勞保年金各給付年月預定入

帳日期

給付年月、入帳日期 每年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普通事故給付組 106年1月

69 500-求職及

就業

勞保局服務電話 勞保局服務電話 單位/類別、承辦業務、服務範圍、分

機/代表號

不定期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企劃管理組 106年5月

70 I00-公共資

訊

勞保局政策宣導廣告動支情形 勞保局政策宣導廣告動支情

形

主 要 內 容、宣導方式、刊登/播出時

間、

次 數、總金額(單位元)、托 播 對 象

每月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秘書室 106年1月

71 500-求職及

就業

勞工保險局e化服務系統諮詢 勞工保險局e化服務系統諮

詢

服務時段、時間、諮詢專線 不定期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資訊室 105年10月

72 500-求職及

就業

勞保局「個人網路申報及查詢作

業」功能簡介

勞保局服務功能簡介 功能項目、作業項目、作業細項、備

註

不定期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企劃管理組 106年3月

73 500-求職及

就業

勞保局「個人網路查詢作業」洽

詢電話分機一覽表

勞保局「個人網路查詢作

業」洽詢電話分機一覽表

問題內容、查詢項目、查詢細項、負

責單位、分機/代表號

不定期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企劃管理組 106年7月

74 500-求職及

就業

勞保局校園深耕勞動保障說明會 勞保局校園深耕勞動保障說

明會

日期 、目標 、實施方式 、各辦事處

電話

不定期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企劃管理組 106年3月

75 500-求職及

就業

勞保局新投保單位及投保單位新

承辦人業務說明會

勞保局新投保單位及投保單

位新承辦人業務說明會

日期 、目標 、實施方式 、各辦事處

電話

不定期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企劃管理組 106年5月

76 500-求職及

就業

勞保局服務事項 勞保局服務事項 服務項目 、應備書件 、處理時間 不定期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企劃管理組 106年1月

77 500-求職及

就業

勞工保險法令規章 勞工保險法令規章 法規類別、法規名稱、網址(URL) 不定期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企劃管理組 106年9月

78 500-求職及

就業

勞保局行事曆 勞保局行事曆 日期、類別、事件名稱 每年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企劃管理組 106年1月

79 500-求職及

就業

勞保局各組室主要職掌 勞保局各組室主要職掌 組室別、掌理事項 不定期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人事室 105年10月

80 500-求職及

就業

勞保局業務調整對照表 勞保局業務調整對照表 組改前科別名稱、組改後科別名稱 不定期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人事室 105年10月

81 500-求職及

就業

勞保局雙語詞彙 勞保局雙語詞彙 中文名稱、英文名稱 不定期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企劃管理組 106年11月

82 500-求職及

就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處理人民申請

案件時限一覽表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處理人民

申請案件時限一覽表

申請業務名稱、應備申請文件、申請

費用、受理單位、審查單位、作業單

位、備註

不定期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企劃管理組 106年1月

83 500-求職及

就業

勞保局最新消息 勞保局最新消息 日期、標題、網址(URL) 每月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企劃管理組 10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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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I00-公共資

訊

 勞保局招標資訊 勞保局招標資訊 標案案號、標案名稱、標的分類、採

購金額、

預算金額、後續擴充、招標方式、決

標方式]、招標狀態、機關自定公告

日、截止投標、開標時間、履約期限

每月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秘書室 106年1月

85 I00-公共資

訊

勞保局性別統計指標 勞保局性別統計指標 業務別、報表名稱、統計項目、複分

類、統計期間、檔案連結

每年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主計室 105年10月

86 I00-公共資

訊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公務預算支付

之補助

支付之補助報表 受補(捐)助單位名稱、補(捐)助計畫名

稱及補(捐)獎助金額等

每季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主計室 105年10月

87 I00-公共資

訊

國民年金保險基金支付之補助 支付之補助報表 受補(捐)助單位名稱、補(捐)獎助金額

等

每季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主計室 105年10月

88 I00-公共資

訊

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支付之補助 支付之補助報表 受補(捐)助單位名稱、補(捐)獎助金額

等

每季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主計室 105年10月

89 500-求職及

就業

勞保局「投保單位網路申報及查

詢作業」功能簡介

勞保局「投保單位網路申報

及查詢作業」功能簡介

單位別、功能項目、作業項目、作業

細項、備註

不定期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企劃管理組 106年3月

90 G00-老年安

養

國民年金歷年月投保金額、保險

費率及被保險人每月自付保險費

金額

歷年國民年金月投保金額、

保險費率及被保險人每月自

付保險費金額

保費年月起迄、月投保金額、保險費

率、一般民眾每月自付保險費、所得

未達當年度最低生活費2倍/輕度身心

障礙每月自付保險費、所得未達當年

度最低收活費1.5倍/中度身心障礙每

月自付保險費、低收入戶/重度以上身

心障礙每月自付保險費

不定期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國民年金組 105年9月

91 500-求職及

就業

勞工保險生育給付件數－按年齡

組別分

勞工保險生育給付核付件數

之統計

年度、年齡組別 每年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普通事故給付組 105年9月

92 G00-老年安

養

國民年金各年齡層被保險人人數

統計

統計各年齡層（每5歲為基

準區分為8個年齡層）國民

年金被保險人人數

保費年月、25歲–29歲人數、30歲–

34歲人數、35歲–39歲人數、40歲–

44歲人數、45歲–49歲人數、50歲–

54歲人數、55歲–59歲人數、60歲–

65歲人數、合計總人數

每年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國民年金組 105年10月

93 100-生育保

健

國民年金生育給付每月核定案件

及給付金額統計資料

國民年金生育給付每月核定

案件及給付金額統計資料

年月、受理件數、給付件數、給付金

額、不給付件數、合計核定件數

每月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國民年金組 10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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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H00-生命禮

儀

國民年金遺屬年金給付新申請案

件被保險人資格分析

國民年金被保險人於加保期

間死亡、領取身心障礙或老

年年金給付期間死亡，或符

合老年年金給付請領資格而

未及請領前死亡，如遺有符

合請領條件之當序遺屬，得

請領遺屬年金給付，本表係

統計國民年金遺屬年金給付

新申請案件中被保險人之資

格。

統計年月、加保期間死亡件數、領取

老年年金期間死亡件數、領取身心障

礙年金期間死亡件數、年滿65歲未及

請領老年年金前死亡件數、合計件數

每月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國民年金組 105年10月

95 100-生育保

健

農保生育給付被保險人請領給付

平均年齡統計表

自98年度以來每年生育給付

按性別統計給付請領年均年

齡

年度、性別、平均年齡 每年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農民保險組 105年10月

96 H00-生命禮

儀

農保喪葬津貼被保險人請領給付

平均年齡統計表

自98年度以來每年喪葬津貼

按性別統計給付請領年均年

齡

年度、性別、平均年齡 每年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農民保險組 105年10月

97 500-求職及

就業

參加農保會員非會員人數統計表 最新計費年月之農保被保險

人會員與非會員人數、男女

數

農會名稱、會員_男性、會員_女性、

非會員_男性、非會員_女性

每月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農民保險組 105年10月

98 500-求職及

就業

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及同標準

第三條附表

依照勞工保險條例第54條之

1第1項訂定有關失能種類、

狀態、等級、給付額度、開

具診斷書醫療機構層級及審

核基準等事項之標準。

失能種類、失能項目、失能狀態、失

能審核、開具診斷書醫療機構層級。

不定期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職業災害給付組 105年10月

99 500-求職及

就業

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

致傷病審查準則

依照勞工保險條例第34條第

2項訂定之審查標準

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

病審查準則

不定期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職業災害給付組 105年10月

100 500-求職及

就業

勞工保險生育給付金額－按年齡

組別分

勞工保險生育給付核付金額

之統計

年度、年齡組別 每年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普通事故給付組 105年10月

101 500-求職及

就業

就業保險失業給付初次核付人數

－按年齡組別及性別分

就業保險失業給付初次核付

人數之統計

年度、年齡組別 每年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普通事故給付組 105年11月

102 500-求職及

就業

就業保險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核付

資料統計-按性別分

就業保險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核付資料之統計

年月、核付人數、核付件數、核付金

額

每月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普通事故給付組 105年12月

103 重大職災統計-進階分析 年度,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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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11月起

104 安全衛生法規資料庫 領域(一般安全衛生,一般環境….),法規

類別(法律,法規命令,行政規則…),法規

名稱,日期,網址

不定期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

安全衛生研究所

資訊 105年11月起

105 外籍勞工職業安全衛生教材 產業別,文字語言版本,全文 不定期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

安全衛生研究所

勞動市場研究組 105年11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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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安全資料表資料庫 發布日期,類號,總號,標題,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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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11月起

107 防護具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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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11月起

108 生物偵測分析方法 發布日期,方法編號,方法名稱,發布單

位,全文

不定期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

安全衛生研究所

職業危害評估研

究組

105年11月起

109 國外物質安全資料表站台 國外單位名稱,相關連結 不定期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

安全衛生研究所

職業危害評估研

究組

105年11月起

110 台灣地區靜態二維頭部尺寸資料 樣本(男性:702人,女性:371

人),量測單位為:mm

性別,量測方

式,mean,std,in,max,2.50%,5%,50%,

95%,97.50%

不定期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

安全衛生研究所

職衛生研究組 105年11月起

111 呼吸防護具用標準頭型 呼吸護具尺寸,護具規格,適用範圍,抽

樣總人數,抽樣男性人數,抽樣女性人數

不定期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

安全衛生研究所

職衛生研究組 105年11月起

112 電腦工作桌椅尺寸建議值 電腦工作桌分類(可/不可調式),量測別,

建議最小值(mm),建議最大值(mm)

不定期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

安全衛生研究所

職衛生研究組 105年11月起

113 頭盔用標準頭型 頭盔尺寸,頭盔規格,適用範圍,抽樣總

人數,抽樣男性人數,抽樣女性人數

不定期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

安全衛生研究所

職衛生研究組 105年11月起

114 勞工健康體能常模-身體組成等

級表

行業別,年齡層,性別,身材級別,測試方

式,量測值

不定期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

安全衛生研究所

評估組 105年11月起

115 勞工健康體能常模-肌力與肌耐

力等級表

行業別,年齡層,性別,測試級別,測試方

式,量測值

不定期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

安全衛生研究所

評估組 105年11月起

116 勞工健康體能常模-頸部活動度

等級表

行業別,年齡層,性別,測試方式,適當範

圍值

不定期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

安全衛生研究所

評估組 105年11月起

117 勞工健康體能常模-腰部活動度

與身體柔軟度等級表

行業別,年齡層,性別,測試級別,測試方

式,適當範圍值/量測值

不定期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

安全衛生研究所

評估組 105年11月起

118 勞工健康體能常模-反應、平

衡、心肺耐力等級表

行業別,年齡層,性別,測試級別,測試方

式,量測值

不定期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

安全衛生研究所

評估組 105年11月起

119 500-求職及

就業

作業環境監測-機構-勞動部認可

之作業環境監測機構名單

作業環境監測-機構-勞動部

認可之作業環境監測機構名

單

認可編號、作業環境監測機構名稱、

專屬

實驗室

名稱(編號)、實驗室主任、作業環境

監測人員、認可類別/認可有效期限、

地址/電話

不定期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

生署

綜衛組第三科 106年6月

120 500-求職及

就業

事業單位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績效認可資訊網申請認可事業單

位明細資料

事業單位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系統績效認可資訊網申請認

可事業單位明細資料

事業單位名稱、地址、認可年限、認

可截止日期、目前狀態、備註及說明

不定期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

生署

綜衛組第一科 106年6月

121 500-求職及

就業

作業環境監測-機構-勞動部認可

之辦理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及暴露

評估訓練機構

作業環境監測-機構-勞動部

認可之辦理勞工作業環境監

測及暴露評估訓練機構

勞動部認可之辦理勞工作業環境監測

及暴露評估訓練機構名稱、認可有效

期間

不定期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

生署

綜衛組第三科 10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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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500-求職及

就業

職業安全衛生獎項國家職業安全

衛生獎

職業安全衛生獎項國家職業

安全衛生獎

年度、獎項名稱、企業名稱 每年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

生署

綜衛組第一科 106年1月

123 500-求職及

就業

職業安全衛生獎項推行職業安全

衛生優良單位及人員

職業安全衛生獎項推行職業

安全衛生優良單位及人員

年度、獎項名稱、事業單位名稱 每年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

生署

綜衛組第一科 106年1月

124 500-求職及

就業

職業安全衛生獎項推動職業安全

衛生優良公共工程及人員選拔

職業安全衛生獎項推動職業

安全衛生優良公共工程及人

員選拔

年度、獎項名稱、工程名稱 每年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

生署

職安組 106年1月

125 500-求職及

就業

勞動檢查地方主管機關一覽表 勞動檢查地方主管機關一覽

表

機關名稱 地址 通報專線 管轄區 不定期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

生署

綜衛組 106年1月

126 職業災害預防與職災勞工職業重

建補助

職業災害預防與職災勞工職

業重建補助

簡介、補助類別及申請資格、相關法

令規定與作業流程、申請書表資料、

業務聯絡資訊

不定期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

生署

職保組 隨時

127 500-求職及

就業

營造安全鋼管施工架生產廠商資

料

營造安全鋼管施工架符合國

家標準推動期程及生產廠商

資料

廠商名稱、地址、推動期程 不定期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

生署

職安組 106年1月

128 500-求職及

就業

職業災害統計網路填報系統失能

傷害種類代號表

職業災害統計網路填報系統

失能傷害種類代號表

代號、失能傷害總類 不定期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

生署

綜衛組第一科 106年6月

129 500-求職及

就業

職業災害統計網路填報系統受傷

部位代號表

職業災害統計網路填報系統

受傷部位代號表

代號、受傷部位 不定期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

生署

綜衛組第一科 106年6月

130 500-求職及

就業

職業災害統計網路填報系統媒介

物分類表

職業災害統計網路填報系統

媒介物分類表

代號、媒介物項目 不定期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

生署

綜衛組第一科 106年1月

131 500-求職及

就業

職業災害統計網路填報系統災害

類型分類說明表

職業災害統計網路填報系統

災害類型分類說明表

代號、分類項目、說明 不定期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

生署

綜衛組第一科 106年6月

132 500-求職及

就業

職業災害統計網路填報系統足部

傷害損失日數換算圖表

職業災害統計網路填報系統

足部傷害損失日數換算圖表

部位、失能損失日數 不定期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

生署

綜衛組第一科 106年6月

133 500-求職及

就業

職業災害統計網路填報系統手部

傷害損失日數換算圖表

職業災害統計網路填報系統

手部傷害損失日數換算圖表

部位、失能損失日數 不定期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

生署

綜衛組第一科 106年6月

134 職災勞工個案服務各縣市聯絡窗

口資訊

職災勞工個案服務各縣市聯

絡窗口資訊

單位名稱、電話、傳真、地址 不定期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

生署

職保組 隨時

135 E00-生活安

全及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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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特殊健檢第三級管理以上追蹤人

次

每年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

生署

綜衛組第四科 106年1月

136 I00-公共資

訊

特定檢查項目(血(尿)中鉛、尿中

鎳、尿中無機砷、尿中鎘、血

(尿)中汞等)檢驗之機構名單

特定檢查項目(血(尿)中鉛、

尿中鎳、尿中無機砷、尿中

鎘、血(尿)中汞等)檢驗之機

構名單

機構名稱、指定檢查項目、指定期

間、連絡電話、指定文號

不定期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

生署

綜衛組第四科 無

137 300-求學及

進修

勞工健康服務醫護人員之認可訓

練機構名單

勞工健康服務醫護人員之認

可訓練機構名單

機構名稱、網址、電話、有效期限、

認可文號

不定期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

生署

綜衛組第四科 無

138 300-求學及

進修

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醫護人員之

認可訓練機構名單

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醫護人

員之認可訓練機構名單

機構名稱、網址、電話、有效期限、

認可文號

不定期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

生署

綜衛組第四科 無

第 9 頁，共 11 頁



139 500-求職及

就業

職災勞工職業重建提供職能復健

服務單位聯絡資訊

職災勞工職業重建提供職能

復健服務單位聯絡資訊

地區、提供服務單位、聯絡資訊、服

務項目

不定期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

生署

職保組 隨時

140 I00-公共資

訊

礦場安全檢查次數(年度) 礦場安全檢查次數(年度) 行業別、月份 每年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

生署

綜衛組第二科 106年1月

141 I00-公共資

訊

職業災害統計概況按全產業分

(年度)

職業災害統計概況按全產業

分(年度)

行業別、罹災程度 每年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

生署

綜衛組第二科 106年1月

142 I00-公共資

訊

職業災害統計災害類型按行業分

(年度)

職業災害統計災害類型按行

業分(年度)

行業別、災害類型 每年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

生署

綜衛組第二科 106年1月

143 I00-公共資

訊

職業災害統計行業別與媒介物之

關係按全產業分(年度)

職業災害統計行業別與媒介

物之關係按全產業分(年度)

行業別、媒介物 每年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

生署

綜衛組第二科 106年1月

144 I00-公共資

訊

職業災害統計災害類型與媒介物

之關係按全產業分(年度)

職業災害統計災害類型與媒

介物之關係按全產業分(年

災害類型、媒介物 每年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

生署

綜衛組第二科 106年1月

145 I00-公共資

訊

職業災害統計災害類型與媒介物

之關係按製造業分(年度)

職業災害統計災害類型與媒

介物之關係按製造業分(年

災害類型、媒介物 每年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

生署

綜衛組第二科 106年1月

146 I00-公共資

訊

職業災害統計災害類型與受傷部

位之關係按全產業分(年度)

職業災害統計災害類型與受

傷部位之關係按全產業分(年

度)

災害類型、受傷部位 每年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

生署

綜衛組第二科 106年1月

147 I00-公共資

訊

職業災害統計災害類型與受傷部

位之關係按製造業分(年度)

職業災害統計災害類型與受

傷部位之關係按製造業分(年

度)

災害類型、受傷部位 每年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

生署

綜衛組第二科 106年1月

148 I00-公共資

訊

職業災害統計行業別與受傷部位

之關係按全產業分(年度)

職業災害統計行業別與受傷

部位之關係按全產業分(年

行業別、受傷部位 每年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

生署

綜衛組第二科 106年1月

149 I00-公共資

訊

督導設置職業安全衛生組織人員

實施自動檢查情形(年度)

督導設置職業安全衛生組織

人員實施自動檢查情形(年

機關名稱、管轄區域、事業單位數 每年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

生署

綜衛組第二科 106年1月

150 I00-公共資

訊

職業安全衛生檢查次數(年度) 職業安全衛生檢查次數(年

度)

機關名稱、行業別 每年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

生署

綜衛組第二科 106年1月

151 I00-公共資

訊

職業安全衛生檢查初查不合格情

形按行業分(年度)

職業安全衛生檢查初查不合

格情形按行業分(年度)

違反法條、行業別 每年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

生署

綜衛組第二科 106年1月

152 I00-公共資

訊

職業安全衛生檢查複查不合格情

形按行業分(年度)

職業安全衛生檢查複查不合

格情形按行業分(年度)

違反法條、行業別 每年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

生署

綜衛組第二科 106年1月

153 I00-公共資

訊

勞工申訴陳情案件處理情形按行

業分(年度)

勞工申訴陳情案件處理情形

按行業分(年度)

行業別、申訴內容、處理情形 每年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

生署

綜衛組第二科 106年1月

154 I00-公共資

訊

勞動檢查事業單位違反勞動基準

法及勞工安全衛生法移送處分情

形(年度)

勞動檢查事業單位違反勞動

基準法及勞工安全衛生法移

送處分情形(年度)

機關名稱 每年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

生署

綜衛組第二科 106年1月

155 I00-公共資

訊

台灣地區僱有勞工事業單位按行

業與地區分(年度)

台灣地區僱有勞工事業單位

按行業與地區分(年度)

機關名稱、管轄區域、行業別 每年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

生署

綜衛組第二科 106年1月

156 I00-公共資

訊

有機溶劑作業檢查情形(年度) 有機溶劑作業檢查情形(年

度)

規定項目 每年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

生署

綜衛組第二科 10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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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I00-公共資

訊

特定化學物質作業檢查情形(年

度)

特定化學物質作業檢查情形

(年度)

規定項目 每年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

生署

綜衛組第二科 106年1月

158 I00-公共資

訊

鉛作業檢查情形(年度) 鉛作業檢查情形(年度) 規定項目 每年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

生署

綜衛組第二科 106年1月

159 I00-公共資

訊

粉塵作業檢查情形(年度) 粉塵作業檢查情形(年度) 規定項目 每年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

生署

綜衛組第二科 106年1月

160 I00-公共資

訊

職業安全衛生法適用行業工作場

所重大職業災害死亡人數按行業

別

職業安全衛生法適用行業工

作場所重大職業災害死亡人

數按行業別

行業別、年度、雇工人數 每年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

生署

綜衛組第二科 106年1月

161 I00-公共資

訊

職業安全衛生法重大職業災害各

項資料統計分析

職業安全衛生法重大職業災

害各項資料統計分析

年度、區域、罹災程度 每年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

生署

綜衛組第二科 106年1月

162 I00-公共資

訊

職業安全衛生法適用行業工作場

所重大職業災害死亡人數(年度)

職業安全衛生法適用行業工

作場所重大職業災害死亡人

數(年度)

年度、機關名稱 每年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

生署

綜衛組第二科 10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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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資料集名稱 資料集概述 資料不開放之法規依據 管理機關 管理單位

1 公保網路作業系統 公保網路作業系統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5 條 勞動部 人事處

2 退撫基金繳納系統 退撫基金繳納系統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5 條 勞動部 人事處

3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全國共享版機關

內部差勤電子表單系統(WebITR)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全國共享版機關

內部差勤電子表單系統(WebITR)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5 條 勞動部 人事處、資訊處

4 全國勞工資訊整合應用系統 全國勞工資訊整合應用系統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5 條 勞動部 資訊處

5 勞動決策資訊整合應用系統 提供勞動決策資訊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5 條 勞動部 資訊處

6 爭議審議案件管理系統 提供爭議審議案件資訊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5 條 勞動部 勞動法務司

7 Web-Based訴願管理系統 提供Web-Based訴願管理資訊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5 條 勞動部 勞動法務司

8 職類別薪資調查網路填報系統 職類別薪資調查網路填報系統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5 條 勞動部 統計處

9 電子支付系統 電子支付系統 本系統係將電子支付傳輸至

財政部國庫署，系統資料庫

存放於財政部國庫署

勞動部 會計處

10 主計人員人事資訊系統 主計人員人事資訊系統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5 條 勞動部 會計處

11 補助工會團體經費管理資訊系統 提供補助工會團體經費管理資訊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5 條 勞動部 勞動關係司

12 工會基本資料檔 全國勞工行政資訊整合應用系統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5 條 勞動部 勞動關係司

13 工會人數檔 全國勞工行政資訊整合應用系統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5 條 勞動部 勞動關係司

14 大量解僱通報主檔 全國勞工行政資訊整合應用系統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5 條 勞動部 勞動關係司

15 大量解僱預警通報主檔 全國勞工行政資訊整合應用系統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5 條 勞動部 勞動關係司

16 勞資爭議主檔 全國勞工行政資訊整合應用系統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5 條 勞動部 勞動關係司

17 單一帳號暨認證授權控管平台系 單一帳號暨認證授權控管平台系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5 條 勞動部 資訊處
18 勞退基金戶主檔 全國勞工行政資訊整合應用系統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5 條 勞動部 勞動福祉退休司

19 申請人資料檔 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系統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5 條 勞動部 勞動福祉退休司

20 眷屬子女資料檔 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系統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5 條 勞動部 勞動福祉退休司

21 就保統計檔(四個檔) 就保統計檔(四個檔)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5 條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普通事故給付組

22 健檢媒體費用申報投保單位檔 健檢媒體費用申報投保單位檔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5 條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職業災害給付組

23 失業給付檔 失業給付檔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5 條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普通事故給付組

24 提早就業津貼檔 提早就業津貼檔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5 條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普通事故給付組

25 職訓生活津貼檔 職訓生活津貼檔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5 條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普通事故給付組

26 育嬰津貼檔 育嬰津貼檔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5 條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普通事故給付組

27 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檔 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檔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5 條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普通事故給付組

28 己領取老年一次金給付檔 己領取老年一次金給付檔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5 條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普通事故給付組

29 己領取老年年金給付檔 己領取老年年金給付檔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5 條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普通事故給付組

附件五_本部及所屬機關105年度第2次資料集盤點結果(丙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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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就業促進津貼查詢老年給付檔 就業促進津貼查詢老年給付檔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5 條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保費組

31 事業單位大量解僱勞工及關廠歇業預

警通報檔

事業單位大量解僱勞工及關廠歇業預

警通報檔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5 條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勞工退休金組

保費組
32 墊償基金欠繳檔 墊償基金欠繳檔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5 條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勞工退休金組

註：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5 條  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

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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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為積極開放勞動部(以下簡稱本部)及所屬機關資料，俾使各界更容易且快

速取得本部各項開放資料，並提升資料開放之品質，特訂定【開放資料作

業管理規範】(以下簡稱本規範)，作為本部及所屬機關進行資料開放之業

務推動、資料盤點、資料清理、轉入、資料上下架、品質檢核與意見回復

等作業之指引。 

貳、 適用範圍 

適用於本部諮詢小組、工作小組、總管理者、機關管理者、資料提供者與

資料審查者，執行資料開放相關作業之指引。 

參、 權責 

一、 本部諮詢小組負責推動本規範。 

二、 工作小組：本部及所屬機關設置工作小組，配合政策，溝通協調，按

季盤點資料，落實核心階段作業。 

三、 總管理者：本部置總管理者一人，負責推動與管理本部及所屬機關資

料開放業務。 

四、 機關管理者：本部及所屬機關各置機關管理者一人，負責推動各機關

資料開放業務。 

五、 資料提供者：主要負責資料開放作業中，資料盤點、資料清理、資料

轉入、資料上下架、品質檢核程序與意見回復之作業。 

六、 資料審查者主要負責資料開放作業中，資料上下架之控管作業。 

肆、 定義 

一、 資料盤點作業程序：依循確認盤點範圍、界定適合的開放資料、確

認資料適法性、權利完整性與資料分類之步驟，執行資料盤點作業。 

二、 資料清理作業程序：當資料資源(Data Resource)的來源為試算表

(如：XLS、XLST、ODS)、文件(如：DOC、DOCX、PDF、ODT)…

中經過排版的表格時，則須經過清理作業，使資料資源結構化，且轉

為 CSV 格式，以利簡化資料複雜度、對民眾或加值業者提供介接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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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資料轉入作業程序：依資料資源(Data Resource)的不同型式，選用不

同的方式將資料轉入資料開放作業管理系統。 

四、 資料上下架作業程序：依實際需要執行「上架作業」與「下架作業」

後，可讓詮釋資料、資料資源分別進入對外公開與停止公開的狀態。 

五、 品質檢核作業程序：對外開放資料前，資料提供者需針對資料集詮釋

資料、資料資源詮釋資料、資料資源進品質檢查，並將檢查結果送交

資料審查者複核，確保已公開資料之品質。 

六、 意見回復作業程序：依據「勞動部 105~106年度政府資料開放行動方

案」，承辦人至遲應於 6日(含)內處理完成並回復每項外部意見。 

伍、 管理項目 

為深化推動資料開放，及改善政府與民間資料協作治理模式，本部依據政

府資料開放進階行動方案及本部 105~106年度政府資料開放行動方案，

藉由本部諮詢小組、工作小組、總管理者、機關管理者、資料提供者及資

料審查者之協同合作，以達政府資訊公開、資料開放透明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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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部諮詢小組 

(一) 每季以召開一次會議為原則，並得視需要召開臨時會議。 

(二) 依據「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政府資料開放作業原則」，並參考

「政府資料開放授權條款」及「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政府資料

分類及授權利用收費原則」，審核並確認本部及所屬機關所提報

之資料盤點、資料集分級、外部意見回復、預計開放資料集等

之辦理情形。 

(三) 規劃以本部為核心，整合所屬機關資料，逐年推動資訊共享及

分層授權管理，並將資料開放納入業務運作基本流程。 

(四) 規劃指導本部及所屬機關資料開放，推動資料集分級、收費疑

義之諮詢及協調。 

(五) 制定本部開放資料作業管理規範，以利本部及所屬機關依循。 

(六) 定期檢討與改進，提升本部開放資料與服務品質。 

二、 工作小組 

(一) 按季召開工作小組會議。 

(二) 按季執行資料盤點。 

(三) 按季檢視資料開放進度。 

(四) 定期檢討資料開放績效。 

(五) 配合本部諮詢小組之會議決議，執行資料開放作業。 

(六) 協調機關內部資料開放相關作業。 

三、 總管理者 

(一) 擔任國家發展委員會有關政府資料開放平臺業務之主要聯繫溝

通窗口。 

(二) 定期辦理本部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會議。 

(三) 定期彙整相關資料與績效報告，提交本部諮詢小組審議。 

(四) 配合本部諮詢小組會議之決議，統籌規劃資料開放相關業務之

推動。 

(五) 每季稽核本部及所屬機關之資料開放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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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定期追蹤管理本部及所屬機關意見回復之績效。 

(七) 針對外部機關(如：審計部)之稽查意見，統整本部資料，回復並

提出後續改善措施。 

(八) 針對民眾所提「我還想要」之意見，分派至承辦機關，並追蹤

後續處理情形。 

四、 機關管理者 

(一) 定期辦理機關工作小組會議。 

(二) 定期彙整機關之開放資料與績效報告，提交工作小組，並配合

提交相關資料予本部諮詢小組審議。 

(三) 配合本部諮詢小組與機關工作小組之會議決議，辦理資料開放

相關業務。 

(四) 按季檢核機關資料開放作業情形。 

(五) 管理機關意見回復之進度。 

(六) 配合外部機關(如：審計部)之稽查意見，統整機關資料，協助回

復並提出後續改善措施。 

五、 資料提供者 

(一) 依據【資料盤點作業程序】，按季執行資料盤點之作業。 

(二) 依據【資料清理作業程序】，執行資料清理之作業。 

(三) 參照【資料轉入作業程序】，執行資料轉入之作業。 

(四) 依據【資料上下架作業程序】，執行資料上下架之作業。 

(五) 依據【品質檢核作業程序】，定期執行資料品質檢核之作業。 

(六) 依據【意見回復作業程序】，執行民眾意見回復之作業。 

(七) 配合外部機關(如：審計部)之稽查意見，協助回復並提出後續改

善措施。 

六、 資料審查者 

(一) 依據【資料上下架作業程序】，執行資料上下架之審核作業。 

(二) 定期確認相關品質檢核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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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參考文件 

一、 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政府資料開放作業原則 

二、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政府資料分類及授權利用收費原則 

三、 資料集詮釋資料標準規範 

四、 政府資料開放跨平臺介接規範 

五、 政府資料開放資料集管理要項 

六、 政府資料開放授權條款 

七、 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設置要點 

八、 政府資料開放進階行動方案 

九、 勞動部 105-106年度政府資料開放行動方案 

 

柒、 附件 

附件一、資料盤點作業程序 

附件二、資料清理作業程序 

附件三、資料轉入作業程序 

附件四、品質檢核作業程序 

附件五、資料上下架作業程序 

附件六、意見回復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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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為積極開放勞動部(以下簡稱本部)及所屬機關資料，俾使各界更容易且快

速取得本部各項開放資料，並提升資料開放之品質，特訂定【資料盤點作

業程序】(以下簡稱本程序)，作為本部及所屬機關進行資料開放之資料盤

點作業指引。 

貳、 適用範圍 

適用於工作小組、機關管理者及資料提供者執行資料盤點作業之指引。 

參、 權責 

一、 工作小組：負責討論資料提供者所提交之資料盤點清單，並作出決議。 

二、 機關管理者： 

(一) 負責發動各機關資料盤點業務 

(二) 彙整資料提供者之資料盤點清單，提交工作小組。 

(三) 發動工作小組會議。 

三、 資料提供者：負責執行資料盤點作業，並經內部呈核後，提交工作小

組討論。 

肆、 定義 

一、 資料庫：係指將一群相關的資料集合起來並儲存在一起，可藉由資料

庫管理系統提供的語法功能來管理資料庫裡的資料。 

二、 開放格式：不須使用特定軟體或硬體即可取用資料集內容之檔案格

式。 

三、 開放資料：指資料提供機關擁有完整著作財產權，或經授權得再轉授

權第三人利用之資料，並以公開、可修改，且無不必要技術限制之格

式提供者，包括但不限於下列著作：  

(一) 編輯著作：選擇、編排具有創作性，而可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資

料庫或其他結構化資料組合。  

(二) 素材：指開放資料集合物中，其他可受著作權法保護之獨立著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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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管理項目 

一、 資料盤點作業流程 

資料盤點作業流程如下圖所示： 

 

 

 

資料盤點作業流程中，有關資料盤點之步驟依序包含： 

(一) 確認盤點範圍 

(二) 界定適合的開放資料 

(三) 確認資料適法性、權利完整性與資料分類 

有關資料盤點步驟與原則說明，詳細說明請見下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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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料盤點步驟與原則說明 

(一) 確認盤點範圍 

盤點範圍應包含： 

1. 本部現有已開放之資料集。 

2. 業管系統資料庫。 

3. 各機關官方網站中之各式電子資訊內容。 

4. 文件、表單、清冊、報告等有形或電子實體檔案。 

於確認盤點範圍後，須完成資料盤點檢核表(如附件一)下列欄

位。 

資料盤點檢核表 

欄位名稱 填寫內容說明 

序號 資料排序之序號 

系統/資料庫名稱 資料之來源系統/資料庫名稱 

系統/資料庫描述 資料之來源系統/資料庫之簡述 

使用對象 資料使用對象，主要分為內部、民眾、跨機關 

現況 資料現況分為「免費使用」、「免費申請」、「收費」 

管理單位 資料管理單位之單位名稱 

資料來源類別 

資料來源類別如下： 

 本部現有已開放之資料集 

 文件、表單、清冊、報告等 有形或電子實體檔案 

 各機關官方網站中之 各式電子資訊內容 

 業管系統資料庫 

(二) 界定適合的開放資料 

界定適合的開放資料時，須考量資料性質與民間需求，相關說

明如下： 

1. 資料性質 

符合下列(1)、(2)所述性質之資料，即為優先開放的開放資料。 

(1) 依法應公開 

(2) 機關處理法定職掌所產生之資料且無法規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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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無法規規範之資料，若符合(3)至(8)所述性質之資料，亦為

適合的開放資料。 

(3) 具公共利益、經濟發展、政府透明等價值之資料 

(4) 屬雲端計畫者 

(5) 無涉個人隱私者 

(6) 使用或申請較高之服務 

(7) 已建置 APP且其運用資料無法規限制者 

(8) 具亮點應用者 

2. 民間需求 

以下為民間需求的來源，供資料提供者，作為尋找開放資料項目

之參考。 

資料提供者須依民間需求，經內部討論後，評估資料是否可開放。 

(1) 目標族群或社群組織要求提供者。 

(2) 具民間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回饋之意見優先開放。 

於界定適合的開放資料後，須完成資料盤點檢核表下列欄位。 

資料盤點檢核表 

欄位名稱 填寫內容說明 

序號 資料排序之序號 

系統/資料庫名稱 資料之來源系統/資料庫名稱 

系統/資料庫描述 資料之來源系統/資料庫之簡述 

使用對象 資料使用對象，主要分為內部、民眾、跨機關 

資料項目 明確列出「資料主題」下的資料項目與資料來源 

現況 資料現況分為「免費使用」、「免費申請」、「收費」 

已開放/預定開放日期 填寫資料已開放/預定開放日期 

管理單位 資料管理單位之單位名稱 

資料來源類別 

資料來源類別如下： 

 本部現有已開放之資料集 

 文件、表單、清冊、報告等 有形或電子實體檔案 

 各機關官方網站中之 各式電子資訊內容 

 業管系統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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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確認資料適法性、權利完整性與資料分類 

開放資料必須確認資料適法性、權利完整性與資料分類，相關

說明如下： 

1. 資料適法性 

(1) 符合資料法制規範者應優先開放，有關開放資料應考量符合之

相關法規，如下所列： 

(A)  政府資訊公開法 

(B)  個人資料保護法 

(C)  智慧財產權法 

(D)  著作權法 

(E)  政府資料開放授權條款 

(2) 涉個人資料者，應參照經濟部訂頒之 CNS29100「資訊技術─

安全技術─隱私權框架」及 CNS29191「資訊技術─安全技術

─部分匿名及部分去連結鑑別之要求事項」等國家標準，作為

個人資料去識別化驗證標準，並參酌「個人資料去識別化過程

驗證要求及控制措施」實作指引，經去識別化後，方能開放或

提供有限度再利用。 

2. 權利完整性 

(1) 具有完整權利者應優先開放，有關開放資料須考量之相關權

利，如下所列： 

(A)  著作權歸屬 

(B)  智慧財產權歸屬 

(C)  肖像權歸屬 

(D)  第三人授權完整性 

(2) 若得以技術進行資料分離時，必須將無權利的部份排除後之資

料開放。 

3. 資料分類 

依權利完整性、資料適法性評定適當分類後，於資料盤點檢核表

中「資料分類」欄位，填入適當之類別，有關資料分類說明如下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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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類別 說明 

甲類 開放資料，以開放格式提供，且以無償、不可撤回，

並得再轉授權方式授權利用為原則。 

乙類 有限度利用資料，以開放格式提供，包括但不限於以

有償方式、保留撤回權或其他限制條件授權利用。 

丙類 不開放資料，因法律規定不得開放，或因資料敏感或

有其他特殊情形，經各機關首長核可。 

於確認資料適法性、權利完整性與資料分類後，須完成資料盤點檢核

表下列欄位。 

資料盤點檢核表 

欄位名稱 填寫內容說明 

序號 資料排序之序號 

系統/資料庫名稱 資料之來源系統/資料庫名稱 

系統/資料庫描述 資料之來源系統/資料庫之簡述 

使用對象 資料使用對象，主要分為內部、民眾、跨機關 

資料項目 明確列出「資料主題」下的資料項目與資料來源 

資料分類 資料分類主要分為甲類(開放資料)、乙類(有限度利

用)、丙類(不開放資料) 

分類依據 請填寫資料分類之依據，如法源、有個資議題、機敏性

資料等 

現況 資料現況分為「免費使用」、「免費申請」、「收費」 

不能開放之理由 詳述資料不能開放之理由，當「資料分類」為「丙類」

時才需填寫，且需包含「法規依據」 

已開放/預定開放日期 填寫資料已開放/預定開放日期 

管理機關 資料管理機關之機關名稱 

管理單位 資料管理單位之單位名稱 

管理人員 資料管理人員之人員名稱 

管理人員聯絡電話 資料管理人員之聯絡電話 

管理人員電子信箱 資料管理人員之電子信箱 

優先序 資料開放之優先序，主要分為：高、中、低 

備註 與資料有關的相關說明 

資料來源類別 資料來源類別如下： 

 本部現有已開放之資料集 

 文件、表單、清冊、報告等 有形或電子實體檔案 

 各機關官方網站中之 各式電子資訊內容 

 業管系統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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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上述原則完成資料盤點步驟，確實填寫資料盤點檢核表，再經由

各機關內部行政審核程序後，提交機關管理者。 

經工作小組討論後，資料提供者須依據資料分類彙整「資料盤點分類

清單」(詳見附件二)，後續依據本部諮詢小組之決議，彙整「預計開放

資料集清單」(詳見附件三)，再經機關內部呈核完成後，確認開放之資

料。 

有關開放資料作業流程圖，詳見附件四。 

 

陸、 參考文件 

一、 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政府資料開放作業原則 

二、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政府資料分類及授權利用收費原則 

三、 政府資料開放授權條款 

四、 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設置要點 

五、 政府資料開放進階行動方案 

六、 勞動部 105-106年度政府資料開放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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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附件 

附件一、資料盤點檢核表 

     資料盤點檢核表 

序號           

系統/資料庫名稱           

系統/資料庫描述           

使用對象           

資料項目           

資料分類           

分類依據           

現況           

不能開放之理由           

已開放/預定開放日期           

管理機關           

管理單位           

管理人員           

管理人員聯絡電話           

管理人員電子信箱           

優先序           

備註           

資料來源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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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資料盤點分類清單 

資料盤點清單(甲類) 

序號 
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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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集提供單位 管理人員 電子信箱 聯絡電話 預計開放年月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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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盤點清單(乙類) 

序號 
資料集

序號 

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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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集提

供單位 

管理

人員 

電子

信箱 

聯絡

電話 

預計開

放年月 

有限度資料

開放的理由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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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盤點不開放清單(丙類) 

序號 資料集序號 分類編號 資料集名稱 資料集概述 主要欄位說明 更新頻率 資料不開放之法規依據 管理機關 管理單位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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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預計開放資料集清單 

     預計開放資料集清單 

序號           

分類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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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集提供單位           

管理人員           

電子信箱      

聯絡電話      

預計開放年月      

開放狀態      

實際開放日期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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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開放資料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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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為積極開放勞動部(以下簡稱本部)及所屬機關資料，俾使各界更容易、快

速地取得本部各項開放資料，並提升資料開放之品質，特訂定【資料清理

作業程序】(以下簡稱本程序)，作為本部及所屬機關執行資料資源(Data 

Resource)清理作業時的指引。 

貳、 適用範圍 

適用由資料提供者執行的資料清理作業。 

參、 權責 

資料提供者：依通過本部諮詢小組審核之預計開放清單，針對預計開放的

資料資源(Data Resource)執行資料清理作業。 

肆、 定義 

一、 資料集(Dataset)：可辨識的資料集合。 

二、 資料資源(Data Resource)：提供資料和服務之來源。單一資料集中可

包含多個資料資源。 

三、 資料項目：結構化的資料資源中，可包含多個資料項目。以 CSV 格

式呈現結構化的資料資源時，各資料項目位於第一列(Row)，且以逗

點分隔。 

四、 資料內容：結構化的資料資源中，可包含多筆資料內容。以 CSV 格

式呈現結構化的資料資源時，資料項目位於第二列(Row)起，且以逗

點分隔。 

五、 CSV：逗號分隔值（Comma-Separated Values，CSV)文件由純文字組

成，可記錄表格資料，並適用於各系統的機器讀取，記錄間以逗號分

隔。 

伍、 管理項目 

一、 資料清理 

(一) 通過本部諮詢小組審核的預計開放清單中，已包含擬開放的資

料集名稱、資料項目名稱…等資訊。當資料資源(Data Resource)

的來源為試算表(如：XLS、XLST、ODS)、文件(如：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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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X、PDF、ODT)…中經過排版的表格時，則須經過清理作

業，使資料資源結構化，且轉為 CSV格式，以利簡化資料複雜

度、對民眾或加值業者提供介接服務。 

(二) 有關資料清理方式的說明如下： 

1. 移除表格標題與編號 

(1) 資料集詮釋資料中的「資料集名稱」，已描述項該資料集的

主題，且資料內容(CSV格式)的第一列(Row)需為資料項目

的名稱，故須於資料資源中移除表格前的標題與編號。 

(2) 此類標題與編號若有存在之必要，則可移至資料集詮釋資

料中的「資料集名稱」、「資料集描述」、「主要欄位說明」「備

註」欄位，或資料資源詮釋資料中的「資料資源描述」。 

(3) 範例： 

 

2. 移除表格後的註解與備註 

(1) 資料資源(CSV格式)的第一列(Row)應為資料項目的名稱，

第二列起則為該資料項目的資料內容。位於表格後的註解

與備註並不符合前述規範，故須由資料資源中移除。 

(2) 此類標題與編號若有存在之必要，則可移至資料集詮釋資

料中的「資料集名稱」、「資料集描述」、「主要欄位說明」「備

註」欄位，或資料資源詮釋資料中的「資料資源描述」。 

(3)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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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取消合併儲存格 

(1) 資料資源(CSV格式)的第一列(Row)應為資料項目的名稱，

第二列起則為該資料項目的資料內容。合併儲存格會造成

資料項目的名稱或資料內容佔用多列(或多行)，並造成自動

介接時的異常，故需取消資料資源中的合併儲存格。 

(2) 資料項目的名稱佔用多列時，可於第一列中藉「-」串接具

階層關系的名稱，並使其充分闡述下方資料的意義後，刪

除多佔用的列，以滿足第二列起便為資料內容的要求。 

(3) 單一資料內容對應至多個資料項目時，應於取消合併儲存

格後，將該資料內容複製至相應的儲存格。 

(4)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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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移除運算欄位 

(1) 資料資源(CSV格式)的第一列(Row)應為資料項目的名稱，

第二列起則為該資料項目的資料內容。資料內容為易於加

值應用的原始資料(Row Data)，且使用者可容易地自行計算

出需要的敘述統計量(如：平均數、中位數、標準偏差、最

大值、最小值、小計、總計…)，故須移除運算欄位。 

(2)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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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使用簡明的資料項目名稱 

(1) 資料資源(CSV格式)的第一列(Row)應為資料項目的名稱。

使用簡單明確的資料項目名稱可避免使用者誤解與誤用。

例如：欄位名稱「駁回」或「駁回數」，宜依實際狀況修改

為較明確的「駁回人數」、「駁回案件數」或「駁回單位數」…

等。 

(2) 範例： 

 

6. 適當切分資料集與資料資源 

(1) 週期期性資料資源(如依月、季、年…定期產生的資料表格)

的性質(如：均為補助案件數)與資料項目均相同時，應置於

同一資料集中，而非依週期分列於不同的資料集中(如：

2010/10案件統計、2010/11案件統計)。 

(2) 週期期性資料資源的性質相同，但資料項目稍有不同時

(如：2012年起增加一個新的資料項目)，仍應置於同一資

料集中，但不同資料項目者應列於不同的資料資源中。 

7. 資料內容中的代碼需有明確定義 

(1) 資料資源(CSV格式)的第一列(Row)是資料項目的名稱，第

二列起則為該資料項目的資料內容。資料內容為代碼時，

須明確於詮釋資料中闡明解析該代碼所需的資料集。若無

可援引的解析資訊，則應將代碼置換成意義明確之內容。 

(2)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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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統一資料型態 

(1) 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資料集詮釋資料標準規範」，資料型

態分為文字、整數、日期、時間、網址、電子郵件。使用

相關資料型參時，建議參考下表中的說明。 

資料型態 說明 

文字 字元字串(CharacterString)。 

整數 整數數值。 

日期 

日期。YYYY-MM-DD格式:YYYY為 4位數西元年；MM為 2

位數月份，01至 12；DD為 2位數日，01至 31。年月日之區隔

符號為「-」。 

時間 

日期時間。以日期(date)為基礎再加上時間(時分秒)，如

YYYY-MM-DD hh:mm:ss，hh為小時 00至 23；mm為分鐘 00

至 59；ss為秒鐘 00至 59。時分秒之區隔符號為「:」。 

「年月日」與「時分秒」之間以空白字元分隔。 

網址 統一資源定位符(Uniform Resource Locators，URL)，俗稱網址。 

電子郵件 電子郵件地址格式。 

(2)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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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檔案編碼 

(1) 為藉標準的編碼促進資料的流通與應用，故需以 UTF-8 編

碼儲存結構化的資料資源。 

(2) 於 Excel或 Word中，依下列步驟，便可將編碼方式指定為

UTF-8： 

檔案/另存新檔/工具/Web選項/編碼/Unicode(UTF-8)/確定/

儲存 

 

陸、 參考文件 

一、 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政府資料開放作業原則 

二、 資料集詮釋資料標準規範 

三、 政府資料開放資料集管理要項 

四、 政府資料開放進階行動方案 

五、 審計部 105年 5月 20日台審部一字第 1051000829號函，「政府資

料開放推動及加值應用情形」審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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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為積極開放勞動部(以下簡稱本部)及所屬機關資料，俾使各界更容易且快

速取得本部各項開放資料，並提升資料開放之品質，特訂定【資料轉入作

業程序】(以下簡稱本程序)，作為本部及所屬機關進行資料開放之資料轉

入作業指引。 

貳、 適用範圍 

適用於資料提供者執行資料轉入作業之指引。 

參、 權責 

一、 資料提供者：列於資料集詮釋資料「資料集提供機關聯絡人」欄位者，

即為資料提供者。負責將預計開放清單中的資料資源轉入資料開放作

業管理系統。 

肆、 定義 

一、 資料集(Dataset)：可辨識的資料集合。 

二、 資料資源(Data Resource)：提供資料和服務之來源。單一資料集中

可包含多個資料資源。 

三、 詮釋資料(Metadata)：描述資料的資料。國發會針對資料集與資料資

源均定有標準的詮釋資料項目，故使用者可依詮釋資料篩選、搜尋資

料集與資料資源。 

四、 資料內容：結構化的資料資源中，可包含多筆資料內容。以 CSV 格

式呈現結構化的資料資源時，資料項目位於第二列(Row)起，且以逗

點分隔。 

五、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由行政院建置的單一入口網站，用於提供大眾查

詢、利用政府開放資料。 

六、 資料開放作業管理系統：由本部於民國 105年「政府開放資料整合及

作業管理系統建置案」所建置，可儲存資料集詮釋資料、資料資源詮

釋資料、資料資源，並將其同步至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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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管理項目 

一、 資料轉入 

資料提供者參照【資料清理作業程序】完成資料資源的清理後，便可

將其轉入資料開放作業管理系統。轉入完成後，則依據【品質檢核作

業程序】與【資料上下架作業程序】接續執行品質檢核作業與資料上

下架作業。依資料資源的不同型式，可選用不同的方式將資料轉入資

料開放作業管理系統。 

(一) 手動上傳檔案 

1. 以瀏覽器登入資料開放作業管理系統後，資料提供者可增修資料

集詮釋資料、資料資源詮釋資料，並手動上傳資料資源。 

2. 上傳資料資源後，資料開放作業管理系統將立即告知是否上傳成

功。當上傳 CSV格式的資料資源時，前述系統則會一併回報是

否能順利解析該資料資源。 

3. 手動上傳檔案作業流程圖 

 

(二) 標準介接模式 

1. 資料提供者於資料開放作業管理系統中建立資料集詮釋資料、介

接設定(如：SFTP目錄、是否取代舊的資料資源)後，便可使用



勞動部資料轉入作業程序 

3 

 

標準介接模式將資料資源轉入。 

2. 轉入資料時，資料提供者不需操作(輸入、點選…)資料開放作業

管理系統，故可大幅簡化操作步驟。此模式特別適用於大量、定

期或自動轉入資料資源。 

3. 標準介接模式作業流程圖 

 

(三) 介面轉接模式 

1. 資料提供者已備妥可供公眾使用的應用程式介面(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API)時，資料開放作業管理系統將提供

介面轉接服務，以將讀取資料資源的要求，轉發生給前述供公眾

使用的應用程式介面，以確保資料資源的即時性與完整性。 

2. 為提供資料使用者一致性的呼叫方式、語法規則，建議資料提供

者宜依國家發展委員會頒訂的「共通性資料存取應用程式介面規

範」建立前述供公眾使用的應用程式介面。 

(四) 專屬介接模式 

1. 由資料庫(如：Table、View、Stored Procedures)…等介面提供

資料內容前，需於資料開放作業管理系統中，針對其格式預先建

立專屬的資料轉入程式，故複雜度較高。 

2. 除複雜度較高，此模式亦明顯不利於資訊安全的維持(需增設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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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牆通道、資料庫帳號密碼易外流、資料庫鎖定不易釐清)，故極

不建議採用本模式。 

 

陸、 參考文件 

一、 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政府資料開放作業原則 

二、 行政院於 104年 6月 5日以院授發資字第 1041500700號函分行「推

動 ODF-CNS15251為政府文件標準格式實施計畫」 

三、 政府資料開放進階行動方案 

四、 審計部 105年 5月 20日台審部一字第 1051000829號函，「政府資

料開放推動及加值應用情形」審核報告 

五、 勞動部 105-106年度政府資料開放行動方案 

 



 

 

 

 

勞動部 

 

開放資料作業管理規範 

資料上下架作業程序 

文件版本：V1.0 

 

 

 

 

 

 

 

 



勞動部資料上下架作業程序 

 

 



勞動部資料上下架作業程序 

 

 

目      錄 

壹、 目的 ......................................................... 1 

貳、 適用範圍 ..................................................... 1 

參、 權責 ......................................................... 1 

肆、 定義 ......................................................... 1 

伍、 管理項目 ..................................................... 2 

陸、 參考文件 ..................................................... 5 

柒、 附件 ......................................................... 6 



勞動部資料上下架作業程序 

 

 

 



勞動部資料上下架作業程序 

1 

 

壹、 目的 

為積極開放勞動部(以下簡稱本部)及所屬機關資料，俾使各界更容易且快

速取得本部各項開放資料，並提升資料開放之品質，特訂定【資料上下架

作業程序】(以下簡稱本程序)，作為本部及所屬機關進行資料開放之資料

上下架作業指引。 

貳、 適用範圍 

適用於資料審核者與資料提供者，執行資料上下架作業之指引。 

參、 權責 

一、 資料提供者 

(一) 列於資料集詮釋資料「資料集提供機關聯絡人」欄位者，即為

資料提供者。負責資料上下架之申請作業。 

(二) 本部及所屬同仁透過單一登入系統(CAS)即可於資料開放作業

管理系統中，以資料提供者之角色執行相關作業。 

二、 資料審查者 

(一) 負責資料上下架之審核作業。 

(二) 藉由「帳號權限異動單」(附件四)，本部及所屬同仁即可提升或

調降在資料開放作業管理系統中的使用權限(附件五)。 

肆、 定義 

一、 資料集(Dataset)：可辨識的資料集合。 

二、 資料資源(Data Resource)：提供資料和服務之來源。單一資料集中可

包含多個資料資源。 

三、 詮釋資料(Metadata)：描述資料的資料。國發會針對資料集與資料資

源均定有標準的詮釋資料項目，故使用者可依詮釋資料篩選、搜尋資

料集與資料資源。 

四、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由行政院建置的單一入口網站，用於提供大眾查

詢、利用政府開放資料。 

五、 資料開放作業管理系統：由本部於民國 105年「政府開放資料整合及

作業管理系統建置案」所建置，可儲存資料集詮釋資料、資料資源詮

釋資料、資料資源，並將其同步至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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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管理項目 

依實際需要執行「上架作業」與「下架作業」後，可讓詮釋資料、資料資

源分別進入對外公開與停止公開的狀態。至於「修改作業」，則適用於更

新或調整詮釋資料之內容。 

一、 上架作業 

1. 資料提供者參照【資料清理作業程序】與【資料轉入作業程序】

完成資料資源的清理與轉入後，便可於資料開放作業管理系統中

下載、列印「資料集維護申請表」(附件一。填寫說明與範例請

參考附件二與附件三)，並於填寫完畢後於單位內部針對資料集

詮釋資料、資料資源詮釋資料、資料資源的資料內容進行審核。 

2. 通過單位內部審核，且資料提供者則依據【品質檢核作業程序】

完成品質檢核後，便可將「資料集維護申請表」送交資料審查者

複審。 

3. 資料審查者確認資料集詮釋資料、資料資源詮釋資料、資料資源

無誤後，便可將該資料集對外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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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下架作業 

1. 針對擬停止公開的資料集，資料提供者可於資料開放作業管理系

統中下載、列印「資料集維護申請表」(附件一。填寫說明與範

例請參考附件二與附件三)，並於填寫完畢後於單位內部簽核。 

2. 簽核完畢後，便可將「資料集維護申請表」送交資料審查者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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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料審查者確認申請內容無誤後，便可停止公開該資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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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參考文件 

一、 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政府資料開放作業原則 

二、 資料集詮釋資料標準規範 

三、 政府資料開放資料集管理要項 

四、 政府資料開放授權條款 

五、 政府資料開放進階行動方案 

六、 勞動部 105-106年度政府資料開放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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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附件 

附件一、資料集維護申請表 

勞動部「資料開放作業管理系統」資料集維護申請表 

單位  承辦人  
電話  

E-mail  

1.奉核後，請將核定之書面維護申請表送至貴單位資料審查者。 

2.開放資料以 CSV格式提供為優先。 

3.單一文件檔案以 ODF格式提供。 

申請作業 □申請上架  □申請修改  □申請下架 

資料集名稱  

資料分類  

資料集描述 
 

 

 

主要欄位說明 
 

 

 

更新頻率  

檔 案 格 式

(.csv、.ods、.x

ml 等) 

 

資料申請及內部審核單位 

（資料集所屬權責單位） 
資料審查者 

□確認內容無個人資料或不宜對外公布之訊息。 □完成申請審核作業，並經

申請及內部審核單位確認。 
資料申請及 

第一層審核-承辦人員 

 

 

 

第二層審核-科長 

 

 

 

第三層審核-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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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集名稱:  

資料集內容(目錄資訊、資料集資訊) 

分類編號  

資料集編號  

資料集名稱  

資料集描述  

主要欄位說明  

資料集類型  

授權方式  

授權說明網址  

計費方式  

計費說明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名稱  

機關聯絡人姓名  

機關聯絡人電話  

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上級機關名稱  

上級機關聯絡人姓名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更新頻率  

開始收錄日期  

結束收錄日期  

發布時間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集語系  

資料集相關網址  

標籤/關鍵字  

資料量  

備註  

 

資料資源(資源供應資訊) 

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描述  

檔案格式  

編碼格式  

資料資源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下載網址  

領域別詮釋資料參考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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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資料集詮釋資料表之填表說明 

欄 位 名 稱 說      明 

分類編號 

服務分類編號 3 碼 18 類。 

(依政府入口網服務分類編號選填) 

100 生育保健 

200 出生及收養 

300 求學及進修 

400 服兵役 

500 求職及就業 

600 開創事業 

700 婚姻 

800 投資理財 

900 休閒旅遊 

A00交通及通訊 

B00 就醫 

C00 購屋及遷徙 

D00選舉及投票 

E00生活安全及品質 

F00 退休 

G00老年安養 

H00生命禮儀 

I00公共資訊 

資料集編號 

16 碼資料集編號。 

1. 機關代碼 10碼-流水號 6碼。 

2. 機關代碼請參考我國人事資訊代碼系統。 

3. 流水號 6 碼可依各機關需求填寫英文或數字。 

4. 機關代碼與流水號以半型字元「-」相隔。 

資料集名稱 

資料集的全名。(建議 255字元以內) 

1. 使用正式的名稱為該資料集命名。 

2. 命名不可過於冗長，應盡量簡潔。 

3. 命名應包含此資料集的主題描述，必要時加上機關名稱、時

間範圍或空間範圍等關鍵資訊。 

4. 避免過於專業之術語和難以解釋的縮寫。 

資料集描述 

資料集內容描述。(建議 500字元以內) 

1. 說明資料集的目的。 

2. 記錄資料集內容的關鍵環節。 

3. 記錄限制訊息，如資料集的有效性時間段或區域段。 

4. 避免過於專業之術語和難以解釋的縮寫。 

主要欄位說明 

資料集欄位之名稱、屬性及內容簡要說明(建議 255 字元以內) 

1. 若資料集檔案提供欄位屬性是英文字，則應填「英文欄位名

稱(中文欄位名稱，及說明文字)」。 

2. 若資料集檔案提供欄位屬性是中文字，則應填「中文欄位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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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說明文字)」。 

資料集類型 

提供資料的資料格式類型，填寫 rawData、TOOLS或

SERVICES(含 API)等。 

 rawData 表示資料格式類型為原始資料 

 TOOLS 表示資料格式類型為工具 

 SERVICES 表示資料格式類型為服務(含應用程式) 

授權方式 
資料集授權方式。(填授權方式之名稱) 

填寫一個已正式公布的授權名稱。 

授權說明網址 資料集的授權方式說明網址，供使用者閱讀遵循。 

計費方式 資料集所應付之費用。(填寫免費或付費) 

計費說明網址 資料集計費方式說明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計費法令依據之說明描述或網址。 

填寫計費法令依據或網址連結；若為計費法令依據，填寫一個

已正式公布的計費法令依據名稱。 

資料集提供機關名稱 資料集之提供機關名稱。(提供機關完整名稱，避免填寫簡稱) 

機關聯絡人姓名 資料集提供機關聯絡人姓名。 

機關聯絡人電話 資料集提供機關聯絡人電話號碼。 

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資料集提供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上級機關名稱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關名稱。資料開放應以部會或地方政

府為中心統籌規劃其所屬機關資料集管理作業，本欄位係載明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關名稱，如總統府、五院、行政院所

屬二級機關、或地方政府名稱等，可依中央及地方機關需求填

寫。機關內部使用，可不對外網頁呈現。 

上級機關聯絡人姓名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關聯絡人姓名。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關聯絡人電話。 

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

郵件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更新頻率 

資料集之更新週期。 

填寫一個時間頻率: 

1. 定期更新資料，填寫整數與時間頻率單位，如:每日、每週、

每月、每年。 

2. 即時更新資料，填「即時」。 

3. 不定期更新資料，填「不定期」。 

開始收錄日期 
資料集開始收錄資料之年月日。這裡係指資料(data)之開始收錄

日期，並非資料集(dataset)。 

結束收錄日期 
資料集結束收錄資料之年月日。這裡係指資料(data)之結束收錄

日期，並非資料集(dataset)。 

發布時間 資料集正式發布的日期時間。(發布於開放資料平臺的時間) 

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詮釋資料之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集空間範圍 

資料資源的地理空間特徵描述。 

1. 填寫資料集空間特性的描述說明。 

2. 建議以四極(角)坐標採用經緯度坐標來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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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填寫最小統計區代碼。 

4. 可填寫地區地名範圍。如臺灣、臺北。 

5. 可填寫區域座標範圍，依各機關需求自行決定標示方式。 

資料集語系 

資料集詮釋資料使用語言。 

填寫經濟部標準局之 CNS13188 語言名稱代碼 

http://www.bsmi.gov.tw/transfer?target=Lang，常用代碼如下:  

語言 

代碼 
語系 

語言 

代碼 
語系 

語言 

代碼 
語系 

zh 中文 ru 俄語 ar 阿拉伯語 

en 英語 ja 日語 es 西班牙語 

fr 法語 de 德語 pt 葡萄牙語 
 

資料集相關網址 
資料集資源的原網址(資料集來源網址)、資料集說明網址、或其

他資料集相關連結。 

標籤/關鍵字 資料集的重要關鍵字或描述標籤，供檢索使用。 

資料量 資料集收錄資料筆數。 

備註 
此為額外延伸詮釋資料欄位，依各機關之業務需要，於備註追

加說明相關資料集資訊。 

資料資源(資源供應資訊) 

資料資源編號 

19碼資料資源編號。 

1. 屬於資源供應資訊(Distribution)類別。 

2. 機關代碼 10碼-資料集流水號 6碼-資料資源流水號 3碼，即

為資料集編號加上資料資源流水號 3 碼。 

3. 機關代碼請參考我國人事資訊代碼系統。 

4. 資料集流水號 6 碼可依各機關需求為英文或數字。 

5. 資料資源流水號 3 碼可依各機關需求為英文或數字。 

6. 機關代碼、資料集流水號及資料資源流水號以半型字元「-」

相隔。 

7. 需對應檔案格式、編碼格式、資料存取網址或資料存取網

址、及領域別詮釋資料參考網址等。 

資料資源描述 

資料資源內容描述。(建議 500 字元以內) 

1. 屬於資源供應資訊(Distribution)類別。 

2. 說明資料資源的目的。 

3. 記錄資料資源內容的關鍵環節。 

4. 記錄限制訊息，如資料資源的有效性時間段或區域段。 

5. 避免過於專業之術語和難以解釋的縮寫。 

6. 一個資料資源描述(resourceDescription)需對應一個資料資源

編號(resourceID)。 

檔案格式 

本資料集提供之檔案格式。 

1. 屬於資源供應資訊(Distribution)類別。 

2. 若為原始資料(rawData)，則須填寫如 TXT、XML、CSV、

JSON、RDF、KML、SHP、SERVICES(含 API)、TOOLS 或

其他檔案格式等。 

3. 一個檔案格式(format)需對應一個資料資源編號

http://www.bsmi.gov.tw/transfer?target=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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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ID)；且需再對應一個資料存取網址(accessURL)或對

應一個資料下載網址(downloadURL)，選擇其一。 

編碼格式 

資料資源的編碼格式，以 Unicode 或 UTF-8為主。 

1. 屬於資源供應資訊(Distribution)類別。 

2. 填選註明 Unicode、UTF-8或其他之編碼格式。 

3. 必須對應一個資料資源編號。 

資料資源最後更新時

間 

資料資源的最後更新時間。包括「資料資源的詮釋資料描述更

新時間」、「資料資源的資料欄位定義更新時間」、以及「資料資

源的資料內容更新時間」。 

1. 資料資源的詮釋資料描述更新時間，為所屬的資源供應資訊

(Distribution)之更新時間，即為資料資源描述、檔案格式、

編碼格式、資料存取網址、資料下載網址、領域別詮釋資料

參考網址等詮釋資料的更新修改的時間。 

2. 資料資源的資料欄位定義更新時間，即為自資料資源中新

增、修改、刪除資料欄位定義或設定，所記錄之時間。例如，

新增一個新的資料欄位、修改資料欄位名稱。 

3. 資料資源的資料內容更新時間，為修改資料內容的時間。以

資料集「政府資料開放平臺資料集清單」的資料資源(XML、

CSV、JSON)為例，新增、修改、刪除一筆清單資料之時間，

即為資料資源最後更新時間。 

資料存取網址 

資料集提供 TOOLS、SERVICES(含 API)等存取資料之網址路

徑。即不是一般檔案下載(download)網址。 

1. 屬於資源供應資訊(Distribution)類別。 

2. 填寫資料存取網址。 

3. 資料存取網址(accessURL)必須對應一個資料資源編號

(resourceID)，以及一個檔案格式(format)，如 TOOLS、

SERVICES(含 API)等。 

4. 若同時提供資料下載網址(downloadURL)與資料存取網址

(accessURL)，則需個別分開描述。 

資料下載網址 

資料集之檔案直接下載(download)網址。 

1. 屬於資源供應資訊(Distribution)類別。 

2. 填寫資料下載網址。 

3. 資料下載網址(downloadURL) 必須對應一個資料資源編號

(resourceID)，以及一個檔案格式(format)，如 XML、CSV、

JSON 等。 

4. 若同時提供資料下載網址(downloadURL)與資料存取網址

(accessURL)，則需個別分開描述。 

領域別詮釋資料參考

網址 

領域別詮釋資料參考網址之連結。 

1. 屬於資源供應資訊(Distribution)類別。 

2. 填寫資料檔案項目的詮釋資料連結網址。 

3. 必須對應一個資料資源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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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資料集詮釋資料表之填寫範例 

欄 位 名 稱 填 報 內 容 

分類編號  I00 
資料集編號  A41000000G-000001 
資料集名稱 行政院公報 

資料集描述 

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涉及人民權益之法令等重要事
項，主要內容有法規、行政規則、公告及送達、處
分、特載（總統文告及院長談話）、轉載（經總統
公布之條約、法律、緊急命令）、專載（院會院長
提示、決定、決議事項）及其他等 8大類。 

主要欄位說明 

公報類型、編輯分類(篇名)、公告機關、承辦機關、
發文日期、發文字號、標題、英文標題、主旨、依
據、關鍵字、英文關鍵字、公告事項、表示意見截
止日、內容主題、施政分類、服務分類、附件個數、
內容網頁連結、英文網址連結。 

資料集類型 rawData 

授權方式 政府資料開放授權條款 

授權說明網址 http://data.gov.tw/license/ 

計費方式 免費 

計費說明網址  

計費法令依據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

機關名稱 
國家發展委員會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

機關聯絡人姓名 
郭大明 先生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

機關聯絡人電話 
02-23165300#XX 

資料集提供機關之上級

機關聯絡人電子郵件 
example1@ndc.gov.tw 

資料集提供機關名稱 國家發展委員會 

資料集提供機關聯絡人

姓名 
鄭大明 先生 

資料集提供機關聯絡人

電話 
02-23165300#OO 

資料集提供機關聯絡人

電子郵件 
example2@ndc.gov.tw 

更新頻率 每日 

開始收錄日期 2014-01-01 

結束收錄日期 2015-04-30 

發布時間 2015-04-30 23:5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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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更新時間 2015-04-30 23:59:59 

資料集空間範圍 臺灣 

資料集語系 zh 

資料集相關網址 http://gazette.nat.gov.tw/egFront/OpenData/list.jsp 

標籤/關鍵字 "公報", "施政", "服務", "行政院" 

資料量 4600 

備註 
正式出版後時有異動，請以正式出版之書目資料為

準。API參數：year代表年度 

資料資源(資源供應資訊) 

資料資源編號 A41000000G-000001-001 

資料資源描述 行政院公報-民國 103年-交通建設篇-XML 

檔案格式 XML 

編碼格式 UTF-8 

資料資源最後更新時間

 
2015-04-30 23:59:59 

資料存取網址 - 

資料下載網址 
http://gazette.nat.gov.tw/egFront/OpenData/download.

jsp 

領域別詮釋資料參考網

址 http://exampl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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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帳號權限異動單 

勞動部「資料開放作業管理系統」帳號權限異動單 

申請人單位  申請人姓名  

帳號異動說明 

□資料提供者帳號權限，修改為資料審核者帳號權限。 

□資料審核者帳號權限，修改為資料提供者帳號權限。 

□帳號刪除。 

   □刪除申請人帳號。 

   □刪除其他人帳號，說明：                                       

                                                                  

□其他異動說明： 

                                                                      

                                                                      

                                                                      

申請人

簽章 
 

申請單位

主管簽章 

 

 

審查結果(資訊單位填寫) 

□核准。 

□不予核准，原因：                                               

                                                                 

執行人員 
 

 
系統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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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資料開放作業管理系統之權限說明 

本系統角色管理、帳號管理與使用者登入的定義說明如下： 

(一) 角色管理 

作業管理系統預設提供以下的角色來管理系統及資料。以下為

為系統預設之角色。 

1. 「資料提供者」角色，主要負責資料集的提供作業，以及資料集

的維護作業。 

2. 「資料審查者」角色，主要負責資料集的內容審查及資料集的上

下架控管。 

3. 「機關管理者」角色，了解及管理機關資料開放狀況及查詢相關

統計數據。 

4. 「總管理者」角色，主要負責管理系統資料開放狀況及查詢相關

統計數據。 

5. 「帳號管理者」角色，主要負責管理系統帳號權限。 

6. 「系統稽核者」角色，主要負責稽核系統操作。 

(二) 帳號管理 

1. 使用者透過單一登入系統(CAS系統)登入本系統。 

2. 本系統中已預先建立 1位「帳號管理者」。帳號管理者可為各機

關指定擔任機關管理者之同仁。而各機關管理者則可賦予機關內

同仁資料審查者之權限。 

3. 帳號屬性資料(如：服務機關、服務單位、聯絡電話、電子郵件…)

預設由單一登入系統提供。單一登入系統提供的資料不完整時，

使用者可自行修改、更新本系統中的屬性欄位。 

4. 帳號權限修改、刪除與其他異動，均由「帳號權限異動單」(附

件四)提出申請。 

(三) 使用者登入 

1. 本平台配合勞動部單一登入系統(CAS)。 

2. 登入之權限由單一登入系統控管。 

3. 使用權限由本平台自行控管。 

4. 本平台使用角色進行使用者授權。 

5. 登入之使用者，預設賦予「資料提供者」角色權限。 

6. 使用者登入後應進行個人帳號資料維護，維持帳號資料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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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為積極開放勞動部(以下簡稱本部)及所屬機關資料，俾使各界更容易且快

速取得本部各項開放資料，並提升資料開放之品質，特訂定【品質檢核作

業程序】(以下簡稱本程序)，作為本部及所屬機關進行資料開放之品質檢

核作業指引。 

貳、 適用範圍 

適用於資料審核者與資料提供者，執行品質檢核作業之指引。 

參、 權責 

一、 資料提供者：負責資料上架前與定期執行資料品質檢核之作業。 

二、 資料審查者：負責確認相關品質檢核紀錄。 

肆、 定義 

一、 資料集(Dataset)：可辨識的資料集合。 

二、 資料資源(Data Resource)：提供資料和服務之來源。單一資料集中

可包含多個資料資源。 

三、 詮釋資料(Metadata)：描述資料的資料。國發會針對資料集與資料資

源均定有標準的詮釋資料項目，故使用者可依詮釋資料篩選、搜尋資

料集與資料資源。 

四、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由行政院建置的單一入口網站，以供大眾查詢、

利用政府開放資料。 

五、 資料開放作業管理系統：由本部於民國 105年「政府開放資料整合及

作業管理系統建置案」所建置，可儲存資料集詮釋資料、資料資源詮

釋資料、資料資源，並將其同步至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伍、 管理項目 

一、 品質檢核程序 

對外開放資料前，資料提供者需針對資料集詮釋資料、資料資源詮釋

資料、資料資源進行品質檢查，並將檢查結果送交資料審查者複核。 

此外為確保已公開資料品質，資料提供者與資料審查者，須依本部規

範定期於資料開放作業管理系統，執行資料集品質盤點。品質檢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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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如下所列： 

(一) 檢核開放資料格式 

依據行政院於 104年 6月 5日以院授發資字第 1041500700號

函分行「推動 ODF-CNS15251 為政府文件標準格式實施計

畫」，開放資料不需依賴特定文書商用軟體即能開啟。建議的

檔案格式式如 CSV(Comma-Separated Values，逗號分隔值)、

ODF (Open Document Format ，開放文件格式)、PDF(Portable 

Document Format ，可攜式文件格式)…等。不同的資料資源

有不同的特性，故需選用不同的格式。 

1. 非結構化的純文字或圖文混合之文件。針對使用者需修改、增刪

內容的資料資源(如：申請表、報名單…)，建議使用 ODF格式，

以利後續應用。至於不應變動其內容者(如：研究報告、出版

品…)，則建議使用 PDF格式。 

2. 結構化的文字或數字。結構化的資料(如：代表對照、案件統計…)

通常可用表格呈現，因此建議使用 CSV格式。 

3. 整份月報、季報、年報類的文件。此類文件屬於「非結構化的純

文字或圖文混合之文件」，但其中通常包含眾多屬於「結構化的

文字或數字」的表格。建議將完整的文件置於各機關之官網，並

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上提供該文件的清單(屬於結構化的文字或

數字)。另針對文件中包含「結構化的文字或數字」的表格另行

整理成獨立的資料集。 

(二) 檢核資料內容 

結構化的資料資源必須依據「資料清理作業程序」清理資料內

容後方得以公開。針對已上架的資料資源，則需檢核是否仍符

合前述規範。 

(三) 檢核開放資料之欄位說明與實際資料欄位 

資料集詮釋資料與資料資源詮釋資料分別用於描述資料集與資

料資源，故必須檢核其內容是否正確、是否與資料資源之內容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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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檢視資料連結 

資料集詮釋資料、資料資源詮釋資料、資料資源內容中均可能

出現網頁連結(如：完整法律條文在法務部官網上的網址、完整

年報在官網上的網址…)。為確保前述連結的正確性，故需定期

檢核、更新，以避免失效。 

 

陸、 參考文件 

一、 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政府資料開放作業原則 

二、 審計部 105年 5月 20日台審部一字第 1051000829號函，「政府資

料開放推動及加值應用情形」審核報告 

三、 行政院於 104年 6月 5日以院授發資字第 1041500700號函分行「推

動 ODF-CNS15251為政府文件標準格式實施計畫」 

四、 政府資料開放資料集管理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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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為積極開放勞動部(以下簡稱本部)及所屬機關資料，俾使各界更容易且快

速取得本部各項開放資料，並提升資料開放之品質，特訂定【意見回復作

業程序】(以下簡稱本程序)，作為本部及所屬機關進行資料開放之意見回

復作業指引。 

貳、 適用範圍 

適用於總管理者、機關管理者與資料提供者，執行意見回復作業之指引。 

參、 權責 

一、 總管理者：勞動部本部設總管理者一人，其負責分派外部意見至承辦

機關(機關管理者)，並追蹤各機關處理情形。 

二、 機關管理者：勞動部本部與二級機關各設機關管理者一人，負責追蹤

該機關資料提供者回復意見之進度。 

三、 資料提供者：列於資料集詮釋資料「資料集提供機關聯絡人」欄位者，

即為資料提供者。其亦為回復外部意見、提出後續改善措施之承辦人。 

肆、 定義 

一、 資料集(Dataset)：可辨識的資料集合。 

二、 資料資源(Data Resource)：提供資料和服務之來源。單一資料集中可

包含多個資料資源。 

三、 詮釋資料(Metadata)：描述資料的資料。國發會針對資料集與資料資

源均定有標準的詮釋資料項目，故使用者可依詮釋資料篩選、搜尋資

料集與資料資源。 

四、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由行政院建置的單一入口網站，用於提供大眾查

詢、利用政府開放資料。 

五、 外部意見：泛指機關外部人士針對已開放資料提出的建議或索取未開

放資料的需求。常見的來源有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中的「我有話要說、

我還想要、交流討論」或各機關官網的「民意信箱、首長信箱」。 

伍、 管理項目 

一、 外部意見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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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據「勞動部 105~106年度政府資料開放行動方案」，承辦人

至遲應於 6 日(含)內處理完成並回復每項外部意見。若可於 6

日內完成處理與回復，將於評估該機關年度政府資料開放績效

時酌以加分。 

(二) 總管理者、機關管理者可藉資訊系統、電話、電子郵件、公文

通知資料提供者有等待處理、回覆的外部意見，亦可依循相同

管道提醒處理、回覆的期限將至或已逾期。 

(三) 各機關官網民意信箱與首長信箱之意見回復，須由各機關業務

負責人，依據各機關既有之回復程序執行。 

(四)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之「我有話要說」，意見回復流程如下： 

1. 資料提供者收到系統郵件通知後，負責處理與回復意見。 

2. 經內部簽核完成後，資料提供者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回復民眾之

意見。 

 

(五)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之「我還想要」，意見回復流程如下： 

1. 總管理者收到系統郵件通知後，分派至負責之機關管理者。 

2. 機關管理者將民眾之意見，分派至負責之資料提供者。 

3. 資料提供者負責處理與回復意見，經內部簽核後，提供回復內容

予總管理者。 

4. 總管理者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回復民眾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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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參考文件 

一、 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政府資料開放作業原則 

二、 政府資料開放授權條款 

三、 政府資料開放資料集管理要項 

四、 勞動部 105-106年度政府資料開放行動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