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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如何及早準備一例一休下半年
第三階段勞動檢查 

講師：黃竑鈞/文鐘 

106年0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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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簡介 

•主講人：黃文鐘 
•學歷：國立中興大學法商學院法學碩士 

•現任： 

1.台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人暨調解委員4年 

2.台北市政府勞動局職場安全維護講師4年 

3.台北市勞動檢查處職業安全衛生講師4年 

4.勞動部產業人才投資方案就業安全法令講師6年 

5.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工安查核委員2年 

6.中華人事主管協會勞動法及就服乙級資深講師10年 

經歷：曾任 

1.臺北市政府勞動局科員、股長、專員、視察、爭議科長17年 

2.臺北市勞動檢查處主任秘書、副處長6.5年 

3.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各區分署求職防騙暨就業陷阱講師4年 2 



講授大綱 

一、媒體報導一例一休案例解析 

二、勞動部公告 新聞稿 

三、106年勞動條件及職業安全衛生監督檢查重點 

四、勞動部訂定「勞動條件自主檢視表」 

五、106年度規劃實施勞動條件專案檢查計畫彙總表 

六、職業安全衛生勞動檢查重點及法源依據  

七、企業陪檢人員如何陪同並依檢查員要求提供資料 

八、勞工申訴公告書格式 

九、中華人事主管協會黃竑鈞一例一休課程 

十’、線上提問與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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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媒體報導一例一休案例解析 

 第一季宣導、第二季輔導 勞動部下半年嚴查一例
一休  作者林上祚 | 風傳媒–2017年1月4日 下午8:02 

 一例一休上路，產業界傳出哀鴻遍業，公路客運業者因為
缺駕駛，更擔心新制上路後挨罰，勞動部長郭芳煜4日承諾
，業界最擔心的勞動檢查部分，勞動部初期將保持彈性與
穩健，第一季會以宣導為主，第二季會以輔導為主，第三
季才會進行嚴格檢查，但如果有業者刻意規避，勞動部也
開放勞基法修法申訴專線0800 085151，一旦遭被發現惡意
違反《勞基法》，將立即開罰。 

 對於外界批評新法上路後混亂，郭芳煜說，「一點都不亂
」，新制上路雖有調適期間，但勞動部透過行政解釋，除
了依照立法原意，也保持務實可行。 

 服務業適用彈性工時 評估訂服務業專章 

 李世光：將與各產業工會合作輔導企業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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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投縣拒一例一休 林明溱擬串連籲中央修法 

 作者NewTalk 新頭殼|新頭殼–2017年3月14日 下午3:46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7-03-14/82924 

 南投縣長林明溱昨(13)天指出，一例一休造成勞方、資方
及消費者三方皆輸的窘境，他今(14)再次強調，南投縣重
點發展觀光產業，新制上路後，各行各業都受不了。林明
溱表示，將會串連其他縣市長，籲請中央修法，稱「否則
台灣經濟會垮掉」。 

 俗稱「一例一休」的勞基法新制在1月1日正式上路，施行
已經2個多月。林明溱昨天在縣務會議上指示，要法制人員
找出相關法令，讓南投縣不施行一例一休。林明溱強調，
一例一休是惡法，民選的地方首長應該為民發聲。 

 南投縣政府今天再發布新聞稿表示抗議，強調一例一休上
路以來，不但工業區廠商抱怨不斷，就連飯店及遊樂區都
快被「掐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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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勞動部公告 新聞稿 

首頁  新聞公告  新聞稿:   最後異動日期：106-03-17 

配合「週休二日」新制施行，勞動部預告修正「勞
動基準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草案。  

勞動部表示，勞動基準法修法，主要目的係為落實週休二日
、降低勞工工時、避免過勞。為協助業者調適，勞動部藉
由「宣導、輔導、檢查」三個階段，希望雇主和勞工都可
以適應這項法規， 4月即將進入輔導期，目前規劃三大重
點，包含「臨廠輔導」、「集體輔導」和「申請輔導」： 

一、臨廠輔導：以高工時、易過勞和經常違反勞動基準法之
業者為主，直接至事業單位說明週休二日新制之規定。 

二、集體輔導：與縣市政府合作，對區域或同性質之產業進
行集體說明。 

三、申請輔導：接受個別廠商申請客制化診斷協助，規劃以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北、中、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及
各縣市政府作為窗口，供事業單位提出申請輔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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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6年勞動條件及職業安全衛生監督
檢查重點 

勞動部106年勞動檢查方針 
壹、依據        貳、目的          

參、願景        肆、目標        

伍、基本理念    陸、策略 

柒、優先受檢查事業單位之選擇原則 
 受檢對象應考量各勞動檢查機構轄區內事業之職業災害發生

情況、事業單位分布情形、性質、地區特性及安全衛生條
件、勞動條件現況，依下列原則選列高風險事業及勞動法
令規定應辦事項實施檢查： 

一、應實施檢查之事業單位 

(一)勞動條件部分： 
1.經陳情、申訴、檢舉勞動條件不符勞動法令規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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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經大眾傳播媒體廣為報導有違反勞動法令情事者。 

3.經專案檢查或其他檢查，發現有違反法令情節重大或經限
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二)職業安全衛生部分： 
1.發生重大職業災害者及應追蹤改善情形者。 

2.年度防災重點輔導對象，不配合改善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者 

3.具有危險性之機械或設備申請檢查者。 

4.依勞動檢查法第二十六條規定申請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或
檢查者。 

5.經陳情、申訴、檢舉安全衛生不符勞動法令規定者。 

6.經大眾傳播媒體廣為報導有違反勞動法令情事者。 

二、應優先實施專案檢查之事業單位 

(一)勞動條件部分： 
1.經陳情、申訴、檢舉案件數多或經大眾傳播媒體報導違反

勞動法令影響層面廣泛之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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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經本部參酌勞動環境情勢及民意需求，政策指示勞動條件
專案檢查實施對象及規模者。 

四、擴大防災檢查層面，對於上開優先檢查對象應有百
分之二十以上為新增或五年內未實施勞動檢查之事業單位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認有必要者。 

捌、監督檢查重點 

一、勞動條件事項及其他勞動法令 
(一)正常工時（含彈性工時）、延長工時及休假、例假等工

資之給付規定。 

(二)正常工時（含彈性工時）及延長工時之規定。 

(三)休假及例假日之相關規定。 

(四)工資定期、全額直接給付及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及不得預
扣勞工工資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之規規定。 

(五)勞工退休(準備)金及積欠工資墊償基金之提撥(繳)。 

(六)退休金及資遣費之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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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童工、女工及技術生保護規定。 

(八)職業災害補償之規定。 

(九)工作規則之報備。 

(十)勞工名卡之置備及保存。 

(十一)勞資會議之舉辦。 

(十二)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之性別、性傾向歧視之禁止、性
騷擾之防治及促進工作平等措施等事項 

(十三)職工福利金之提撥等事項。 

(十四)勞工保險、就業保險之投保及投保薪資等事項。 

(十五)就業服務之就業歧視、資遣通報及非法僱用、非法工
作等外籍勞工查察事項。 

二、職業安全衛生事項 

(一)一般勞動檢查  
1.墜落、感電、倒塌、崩塌、被捲、被夾或被切割等之預防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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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火災、爆炸及腐蝕漏洩等之預防事項。 

3.中毒、缺氧及局限空間危害等之預防事項。 

4.高壓氣體與非供高壓氣體使用之危險性設備、起重升降機
具等之安全管理及危害預防事項。 

5.動力衝剪機械、滾輾機械之安全防護及輸送帶、機械夾捲
危害等之預防事項。 

6.使用道路作業、鄰接道路作業或有導致交通事故之虞之工
作場所之安全防護措施。 

7.危害性之化學品之標示、分級管理、危害通識、通風換氣
、作業環境監測、特殊健康檢查及健康管理等職業病預防
事項。 

8.安全衛生組織、人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及自動檢查
事項。 

9.交付承攬之危害告知及共同作業管理事項。 

10.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檢查主要危害預防事項。 

11.高壓氣體作業、營造作業及有害作業相關作業主管之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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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衛生管理執行事項。 

12.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落實事項 

13.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規章與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之訂定
及應辦理事項。 

14.防護具之置備及使用事項。 

15.其他經主管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認有必要者。 

(二)特定項目檢查 

1.營造工程檢查： 

2.墜落災害預防檢查： 

3.具火災爆炸危險之石化等工廠之製程、管線及場所檢查： 

4.感電職業災害預防檢查： 

5.機械夾捲災害預防檢查： 

6.具有危險性之機械或設備檢查： 

7.起重升降機具安全檢查： 

8.使用道路作業或鄰接道路作業被撞災害預防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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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職業病預防檢查： 

10.局限空間危害預防檢查： 

11.物體飛落災害預防檢查： 

12.鄰水作業溺水災害預防檢查： 

13.勞動檢查機構於平時檢查與職業災害檢查時，應將職業安
全衛生法第23條之組織人員及安全衛生管理、第25條至第
27條之承攬管理及統合管理事項列為檢查重點。 

14.鋼管施工架符合國家標準檢查： 

15.特定對象保護檢查： 

16.危害性化學品管理檢查： 

17.大型活動舞台等架設等作業之安全檢查：掌握轄區大型遊
樂園、演唱會、跨年晚會及節慶等活動時程，針對從事舞
台搭架、布景搭建、道具搬運及辦理活動等作業，以是否
採取爆破、火災、墜落、感電、物體飛落、物體倒塌等災
害防止措施為檢查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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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勞動部訂定「勞動條件自主檢視表」106年1月5日 

配合勞動基準法修正施行，勞動部擬訂「勞動條件自
主檢視表」供事業單位參採運用。發布單位：職安署 

勞動條件自主檢視表 

一、自主檢視說明： 

(一)勞動基準法施行迄今已逾30年，為使適用該法之雇主了解
並遵守法令規定，落實保障勞工權益，爰將該法檢查重點
項目分列如下，由事業單位自主管理方式，檢查是否符合
法令規定。 

(二)本公司已置備下列文件及辦理相關事項： 

1.與勞工簽訂之勞動契約(如簽有書面勞動契約) 

2.勞工名卡(記載勞工之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本籍、教
育程度、住址、身分證統一號碼、到職年月日、工資、勞
工保險投保日期、獎懲、傷病及其他必要事項)。 

3.出勤紀錄(包括以包括以簽到簿、出勤卡、刷卡機、門禁卡
、生物特徵辨識系統、電腦出勤紀錄系統或其他可資覈實
記載出勤時間工具所為之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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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資清冊(包括每位勞工之工資計算項目、金額及工資總額
、勞工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發給之工資數額
等事項)。 

5.採取彈性工時(勞基法第30條及第30-1條)、延長工時(勞基
法第32條)、女性夜間工作(勞基法第49條)所需之工會、勞
資會議及勞工同意之文件。 

6.已為勞工投保。 

7.事業單位內有適用勞基法第84之1條規定者，已依相關規定
及指引辦理《相關規定及指引，可至勞動部官方網站業務
專區/工時(休息、休假、請假)查詢》。 

(三)自我檢視如有疑問，可逕洽當地勞工行政主管機關(聯絡
方式可至勞動部官方網站業務專區/勞動基準法適用/勞動
基準法權益簡介查詢)或洽勞動部免付費電話0800-085151 (
請於上班時間8點至下午6點來電洽詢)。 

二、重點檢視項目： 

 

 

自主檢視內容 法規條文 

有依規定置備勞工名卡及登記相關規定內容，並保管至
勞工離職後5年。 

勞基法第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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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用定期勞動契約（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
都依相關規定辦理。 

勞基法第9
條 

給付勞工之工資皆達基本工資（基本工資金額可至勞動部官
方網站業務專區/工資、工時/歷年基本工資調整） 

勞基法第
21條第1項 

按約定及按時全額直接給付勞工薪資。 勞基法第
22條第2項 

本公司除按約定及按時全額直接給付勞工工資外，並提供其
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 
有依規定置備勞工工資清冊，應包括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
細，並保存五年。 

勞基法第
23條 

勞工如有加班。都有依規定給予加班費《前兩小時按其平日
每小時工資額(時薪)加給3分之1以上，後兩小時按其平日每
小時工資額(時薪)加給3分之2以上；休息日前兩小時按其平
日每小時工資額(時薪)加給1又3分之1以上，後兩小時按其
平日每小時工資額(時薪)加給1又3分之2以上，另休息日之
工作時間及工資之計算，4小時以內者，以4小時計；逾4小
時至8小時以內者，以8小時計；逾8小時至12小時以內者，
以12小時計》。勞工每日正常工作時間與加班時間合計未超
過12小時，每月加班時數總和亦未超過46小時。 

勞基法第
24條 
勞基法第
32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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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與勞工約定之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超過8小時，每
週不超過40小時（如有採彈性工時，相關規定及適用行業
可至勞動部官方網站業務專區/工時(休息、休假、請假)/
工時制度及工時彈性化措施查詢）。 

勞基法第
30條第1、
2、3項 

勞基法第
30之1條 

本公司有依規定置備勞工出勤紀錄，並保存5年；另勞工每
日出勤時間依規定紀錄至分鐘為止。本公司不會拒絕勞工
申請其出勤紀錄副本或影本。 

勞基法第
30條第5項
及第6項 

本公司有使勞工延長工時(加班)需求，並有徵得工會同意，
或無工會者，業經勞資會議同意。 

勞基法第
32條第1項 

本公司對於採輪班制勞工，其工作班次，每週更換一次。 
更換班次時，至少有連續11小時之休息時間。(本項施行日
期由行政院定之) 

勞基法第
34條 

對於勞工繼續工作4小時有給30分鐘之休息。 勞基法第
35條 

勞工每7日至少會有1日例假及1日休息日，且連續工作不超
過6日（如有採彈性工時，相關規定可至勞動部官方網站
「勞動法令查詢系統」查詢）。 

勞基法第
3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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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定假日會依規定給假。 勞基法第37條 

勞工工作滿6個月後，已依規定告知及給予給予特別休
假，並由勞工排定之。 
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已發給工資。 
勞工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
額，已記載於工資清冊。 

勞基法第38條 

勞工於國定假日或特別休假日出勤，加倍發給工資。 勞基法第39條 

未僱用未滿15歲之人從事工作。 
如有僱用，其已國民中學畢業或已依勞基法第45條無礙
身心健康基準及審查辦法辦理。 

勞基法第45條
第1項 

對於僱用未滿18歲之勞工，已有法定代理人同意書及年
齡證明文件。 

勞基法第46條 

僱用15歲以上未滿16歲勞工(童工)，每日工作時間未超
過8小時，每週未超過40小時，未使其例假日工作。 

勞基法第47條 

未使所僱用童工在午後8時至翌晨6時之時間內工作。 勞基法第4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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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勞工如於午後10時至翌晨6時之時間內工作，已徵
得工會同意(如無工會者已徵得勞資會議同意)，並提供
必要之安全衛生設施，且無大眾運輸工具可資運用時，
已提供交通工具或安排女工宿舍。 

勞基法第49條
第1項 

女姓勞工工分娩前後或流產，皆依規定給予產假及產假
工資。 

勞基法第50條 

對於選擇舊制勞工退休金制度或保留舊制年資之在職勞
工，於去年底估算勞退專戶餘額，餘額已足支應本年度
符合退休條件勞工之退休金數額；如有不足，於本年度
3月底前一次提撥差額，並送勞退監督委員會審議。 

勞基法第56條
第2項 

所訂定工作規則已依規定報請主管機關核備並公開揭示。 勞基法第70條 

對於勞工選擇舊制勞工退休金制度或保留舊制年資者，
按月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並專戶儲存。 

勞工退休金條
例第13條 

對於適用新制勞工退休制度之勞工，已依規定提繳勞工
退休金。 

勞工退休金條
例第14條 

其他勞動條件事項 勞基法相關規
定 



20 

五、106年度規劃實施勞動條件專案檢查計畫彙總表 
編號 計畫名稱 檢查家數 執行期間 

1 旅行社及遊覽車客運業聯合專案檢查* 100 2-4月 

2 儲備運輸物流與汽車貨運業勞動條件專案檢查* 100 3-4月 

3 保全服務業勞動條件專案檢查* 60 3-4月 

4 物業管理事業機構勞動條件專案檢查* 60 5-6月 

5 醫療院所勞動條件專案檢查* 150 5-6月 

6 私立幼兒園勞動條件專案檢查* 100 6-7月 

7 養護機構勞動條件專案檢查* 60 6-7月 

8 部份工時勞工勞動條件專案檢查 150 7-9月 

9 工讀生(含零售式量販業)勞動條件專案檢查 150 7-9月 

10 漁船勞工勞動條件專案檢查 30 8-9月 

11 航空及鐵道運輸業勞動條件專案檢查* 10 8-9月 

12 勞動派遣專案檢查 100 8-9月 

13 國道客運駕駛員工工時專案檢查* 30 9-11月 

14 金融保險業勞動條件專案檢查 100 9-11月 

15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勞動條件專案檢查(150至250人普查) 200 9-11月 

備註： 標記*屬高工時行業別                        合計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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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職業安全衛生勞動檢查重點及法源依據          
1.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本法第6條第2項、設規第324-1

條第2項及細則第10條 

2.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本法第6條第2項、
設規第324-2條第2項及細則第11條 

3.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本法第6條第2項、
設規第324-3條第2項及細則第12條 

4.熱危害預防措施--本法第6條第2項、設規第324-6條 

5.化學品危害通識計畫--本法第10-11條、細則第15-16條
、標示及通識規則 

6.勞工作業環境監測計畫--本法第12條、細則第17條及作
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 

7.勞工健康保護計畫--本法第20條及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8.職業安全及衛生管理計畫--本法第23條第1項、職安管
理辦法第12-1條第1項及細則第32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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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設置安全衛生組織、人員--本法第23條第1項及細則第
33條第1項 

10.職業安全及衛生管理管理規章--本法第23條第1項 

11.施安全衛生管理及自動檢查計畫--本法第23條第1項 

12.建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本法第23條第2項、管
理辦法第12-2條第1項及細則第33條第1項 

13.採購及承攬管理計畫--本法第23條第2項及管理辦法第
12-5條第1項、第2項 

14.緊急狀況預防、準備及應變計畫--本法第23條第2項
及管理辦法第12-6條第1項 

15.母性健康保護措施--本法第30-31條及細則第39條 

16.職安衛生教育訓練計畫--本法第32-33條、細則第39
條及教育訓練規則 

17.職安法工作守則--本法第34條及細則第42-44條 

18.推動無災害工時制度及職災統計--本法第37-37及細
則第5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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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企業陪檢人員如何陪同並依檢查員
要求提供資料 

勞動檢查程序及檢查實務 
1.檢查前： 
  檢查員進入事業單位時，應主動出示勞動檢查證件（勞動

檢查證或市府識別証等），並告知雇主及工會勞動檢查目
的。事業單位對未持勞動檢查證件者，得拒絕檢查（查證
可電洽勞檢機構）。 

2.檢查中： 
  執行職務時當場告知事業單位準備受檢相關資料及查驗相

關資料外，至勞工工作場所實施勞動檢查。 

3.檢查後： 
  檢查員於實施檢查後即做成紀錄、告知事業單位違反法規

事項及提供雇主、勞工遵守勞動法令之意見，並請陪同人
員於紀錄內簽名確認。 

 

 



24 

(一) 勞動檢查流程圖 

程 序 開 始 

檢 查 前 準 備 

檢 查 結 果 處 理 

完成 

    檢 查？ 

通 知 受 檢 

來 處 受 檢 

指 派 受 檢 事 業 單 位 

現 場 檢 查 

是 

否 

文 稿 陳 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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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勞動檢查的執行力 

能否拒絕勞動檢查？ 

  檢查員為執行勞動檢查，得隨時進入事業單位，雇主、雇
主代理人、勞工及其他有關人員均不得無故拒絕、規避或
妨礙，必要時檢查員得要求警察人員協助。 

拒絕勞動檢查的後果？ 

  事業單位或行為人如有無故拒絕、規避或妨礙勞動檢查之
情事，依勞動檢查法第35條規定可處新台幣3萬元以上15
萬元以下罰鍰。 

(三) 勞動檢查結果的處理情形 
事業單位有違反勞動法令規定事項者，以書面通知立即改

正或限期改善或移主管機關處理，如安全衛生有重複違反
者逕行處分。 

實施安全衛生檢查，發現勞工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得就
該場所以書面通知逕予先行停工。 

檢查員對工作場所發生重大職災實施檢查時，發現非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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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工不足以避免災害擴大者，可以書面通知事業單位部分
或全部停工。 

事業單位對前項檢查結果，應於違規場所顯明易見處公告7
日以上，以週知勞工。 

(四) 勞動檢查的救濟途徑 

依勞動檢查法施行細則第21條規定，於事業單位於接到勞
動檢查機構勞動檢查結果通知書送達之次日起10日內，可
以書面述明理由向勞動檢查機構提出聲明異議。 

勞工主管機關於裁罰前會行文給事業單位於文到10天不等
時間，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事業單位對檢查結果通知書
如有不服，可在該期限內陳述意見，若未依限陳述或無理
由，則逕予罰鍰。 

依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規定，事業單位於接到勞工主管
機關罰鍰處分通知書送達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經
由原行政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 

不服訴願結果，依行政訴訟法規定於2個月內，提起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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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勞工申訴公告書格式 

勞動檢查法第32條：事業單位應於顯明而易見之場所公告左
列事項：  

一、受理勞工申訴之機構或人員。 

二、勞工得申訴之範圍。 

三、勞工申訴書格式。 
四、申訴程序。 

•勞動部82.05.31（82）台勞檢一字第29771號 公告 

主    旨：公告勞工申訴公告書格式。 
依    據：依勞動檢查法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規定。 

說    明： 

一、勞工申訴公告書格式如左：公告 
 （一）受理勞工申訴之機構、人員 

 （二）勞工得申訴之範 

 （三）勞工申訴書格式  
 （四）申訴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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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製作公告書說明： 

（一）「勞工申訴公告書」僅書寫「公告」。 

（二）「勞工申訴公告書」得加註公告依據。 

（三）有關公告事項一應載明勞工除得向主管、雇主、工會申
訴外，並應另涵蓋勞工可向當地縣、市政府、勞動檢查機
構申訴之地址。 

（四）有關公告事項二應載明適用之法令及其重要內容，如勞
動基準法、勞工安全衛生法、職工福利金條例、勞工保險
條例、勞動檢查法等及其重要規定。 

（五）有關公告事項三應載明採用書面申訴時，其格式應包含
受文者、申訴事項、申訴人姓名、服務單位、地址、電話
、申請日期、如係營造業勞工者，應另註明工程名稱、地
址。 

（六）有關公告事項四應載明勞工除得向主管、雇主、工會口
頭申訴外，亦得以書面申訴書逕寄當地縣市政府、或勞動
檢查機構。 

（七）其他與申訴有關事項得併載明於勞工申訴公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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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中華人事主管協會黃竑鈞一例一休課程表 

2017/3/30 台北 
一例一休之具體因應措施與自我模擬勞動檢查實務  

★準時開課，即將額滿！新增『一例一休』條文修正！ 
黃竑鈞 

2017/4/18 高雄 
一例一休之具體因應措施與自我模擬勞動檢查實務  

★新增『一例一休』條文修正！ 
黃竑鈞 

2017/4/20 桃園 
一例一休之具體因應措施與自我模擬勞動檢查實務  

★新增『一例一休』條文修正！ 
黃竑鈞 

2017/4/20 台北 
最新—職業安全衛生法條文解析與具體因應  

★剩下4個名額，即將額滿！ 
黃竑鈞 

2017/4/25 台北 
一例一休之具體因應措施與自我模擬勞動檢查實務  

★新增『一例一休』條文修正！ 
黃竑鈞 

2017/4/25 台中 
最新—職業安全衛生法條文解析與具體因應  

★剩下4個名額，即將額滿！ 
黃竑鈞 

2017/4/28 台中 
一例一休之具體因應措施與自我模擬勞動檢查實務  

★新增『一例一休』條文修正！ 
黃竑鈞 

2017/4/28 高雄 最新—職業安全衛生法條文解析與具體因應 黃竑鈞 

2017/5/4 新竹 一例一休之具體因應措施與自我模擬勞動檢查實務 黃竑鈞 

2017/5/4 台中 職業災害之行政補償、保險給付及民、刑事責任剖析 黃竑鈞 

2017/5/11 高雄 職業災害之行政補償、保險給付及民、刑事責任剖析 黃竑鈞 

2017/5/18 台南 一例一休之具體因應措施與自我模擬勞動檢查實務 黃竑鈞 

http://www.hr.org.tw/class2_2.asp?ctype=&autono=26770
http://www.hr.org.tw/class2_2.asp?ctype=&autono=26823
http://www.hr.org.tw/class2_2.asp?ctype=&autono=27093
http://www.hr.org.tw/class2_2.asp?ctype=&autono=26037
http://www.hr.org.tw/class2_2.asp?ctype=&autono=26037
http://www.hr.org.tw/class2_2.asp?ctype=&autono=26037
http://www.hr.org.tw/class2_2.asp?ctype=&autono=26821
http://www.hr.org.tw/class2_2.asp?ctype=&autono=26904
http://www.hr.org.tw/class2_2.asp?ctype=&autono=26904
http://www.hr.org.tw/class2_2.asp?ctype=&autono=26904
http://www.hr.org.tw/class2_2.asp?ctype=&autono=26631
http://www.hr.org.tw/class2_2.asp?ctype=&autono=26903
http://www.hr.org.tw/class2_2.asp?ctype=&autono=26903
http://www.hr.org.tw/class2_2.asp?ctype=&autono=26903
http://www.hr.org.tw/class2_2.asp?ctype=&autono=27234
http://www.hr.org.tw/class2_2.asp?ctype=&autono=25509
http://www.hr.org.tw/class2_2.asp?ctype=&autono=27380
http://www.hr.org.tw/class2_2.asp?ctype=&autono=27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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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敬請指正！ 

 
 

十、線上提問與答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