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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正 本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611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6年12月27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1625 號

案由：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有鑑於我國勞動檢查制度之組織所採取
之分散制，將不利於全國勞動檢查業務一致之執行，勞動檢
查制度之程序面向亦有多處尚待填補之缺陷，為追求我國勞
工法令之落實，並確保勞動檢查程序之正當性，爰擬具「勞
動檢查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黃國昌

徐永明

洪慈庸

林昶佐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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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檢查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一、鑑於我國長期將勞動檢查權分散於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除不符合國際勞工組織公約之規範外
，亦導致全國執行勞動檢查之效率與效能不一，為追求透過勞動檢查制度所維護國內最低勞
動基準之一制性，爰將勞動檢查組織修正為「中央直屬制」，雖勞動部已有職業安全衛生署
負責勞動檢查業務，惟在目前實務「中央職業安全衛生，地方勞動條件」之勞動檢查分工修
正為統一由中央政府負責後，目前之組織設計將不敷使用，故於勞動部設置勞動檢查署，並
由中央政府於各縣市設置直屬於勞動部勞動檢查署之勞動檢查分署，以利全國勞動檢查業務
一致之執行，爰修正「勞動檢查法」部分條文。
二、根據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勞動檢查員進入事業單位進行檢查職務時，應出示勞動檢查證，
並於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後段明定，事業單位對未持勞動檢查證者，得拒絕檢查。此處之
得拒絕檢查，應可阻卻勞檢法第十四條第一項與第十五條第二項之不法性，惟本項並未留此
合法性之空間，爰增訂之。
三、關於勞動法令中之刑事犯罪，其緊急程度（如證據隱匿之速度）究竟是否嚴重到需要勞動檢查
員於行政調查過程中，自身透過檢查官聲請搜索票，迅速進行搜索、扣押，值得懷疑。本法
立法之過程中，曾有立法委員以證據保全之必要，認為特別是在牽涉到職業災害事故而有涉
刑事責任之情形時，將有湮滅證據之可能性，故需要此一搜索、扣押之權，以保全證據。惟
在「行政執行法」第三十六條以下制定有關於即時強制之相關規定後，勞動檢查員面對事業
單位對於其可能牽涉刑事責任之事證有予以湮滅，而將觸犯刑法第一百六十五條湮滅關係他
人證據罪之情形，即得以即時強制制止之，與其使勞動檢查員擁有部分司法警察官之強制處
分權，而有以行政調查之名，行司法偵查之實，侵害人權之危險，於賦予其該權力之實益存
疑以及目前實務亦不使用之前提下，爰廢除勞動檢查員此權力，令勞動檢查員根據「刑事訴
訟法」第二百四十一條於執行行政調查實務過程中知有犯罪嫌疑時，向偵查機關告發，並由
偵查機關進行後續之偵查程序為宜。
四、本法第二十七條雖指出勞動檢查機構對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發生重大職業災害時，應立即指派勞
動檢查員前往實施檢查，調查職業災害原因及責任，惟針對何種「重大職業災害」，勞動檢
查機構具有勞動檢查義務，並未指明，爰參酌「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三十七條之規定，增訂
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二項及第三項。
五、「勞動基準法」第七十四條第四項關於勞動檢查機構（關）受理勞工之申訴案後應於六十日內
將處理情形，以書面通知勞工之新修正規定，已於 2017 年 1 月 1 日施行，惟本法第三十三條
關於勞動檢查申訴之處理時限，卻與勞動基準法有所不一致，恐將造成勞動檢查實務之困擾
，另為使勞動檢查單位檢查之時間更加充裕，增進勞工之利益，爰修正本法第三十三條第一
項規定，俾與「勞動基準法」第七十四條第四項之時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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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檢查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第二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為

勞動部。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

有鑑於我國長期將勞動檢查權

在中央為勞動部；在直轄市
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

分散於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
除不符合國際勞工組織公約之

為縣（市）政府。

規範外，亦導致全國執行勞動
檢查之效率與效能不一，為追
求透過勞動檢查制度所維護國
內最低勞動基準之一制性，爰
將勞動檢查組織修正為「中央
直屬制」，雖勞動部已有職業
安全衛生署負責勞動檢查業務
，惟在目前實務「中央職業安
全衛生，地方勞動條件」之勞
動檢查分工修正為統一由中央
政府負責後，目前之組織設計
將不敷使用，故於勞動部設置
勞動檢查署，並由中央政府於
各縣市設置直屬於勞動部勞動
檢查署之勞動檢查分署，以利
全國勞動檢查業務一致之執行
，爰修正本法第二條，明確將
勞動檢查法之主管機關規範為
勞動部。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左：

有鑑於我國長期將勞動檢查權

一、勞動檢查機關：謂主管
機關為辦理勞動檢查業務

一、勞動檢查機構：謂中央
或直轄市主管機關或有關

分散於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
除不符合國際勞工組織公約之

所設置之專責檢查機關。
二、代行檢查機構：謂由主

機關為辦理勞動檢查業務
所設置之專責檢查機構。

規範外，亦導致全國執行勞動
檢查之效率與效能不一，為追

管機關指定為辦理危險性
機械或設備檢查之行政機

二、代行檢查機構：謂由中
央主管機關指定為辦理危

求透過勞動檢查制度所維護國
內最低勞動基準之一制性，爰

關、學術機構、公營事業
機構或非營利法人。

險性機械或設備檢查之行
政機關、學術機構、公營

將勞動檢查組織修正為「中央
直屬制」，雖勞動部已有職業

三、勞動檢查員：謂領有勞
動檢查證執行勞動檢查職

事業機構或非營利法人。
三、勞動檢查員：謂領有勞

安全衛生署負責勞動檢查業務
，惟在目前實務「中央職業安

務之人員。
四、代行檢查員：謂領有代

動檢查證執行勞動檢查職
務之人員。

全衛生，地方勞動條件」之勞
動檢查分工修正為統一由中央

行檢查證執行代行檢查職
務之人員。

四、代行檢查員：謂領有代
行檢查證執行代行檢查職

政府負責後，目前之組織設計
將不敷使用，故於勞動部設置

務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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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設置直屬於勞動部勞動
檢查署之勞動檢查分署，以利
全國勞動檢查業務一致之執行
，爰修正第三條第一款及第二
款。
第五條

勞動檢查由主管機關

第五條

勞動檢查由中央主管

鑑於我國長期將勞動檢查權分

設勞動檢查機關辦理，並於
各直轄市、縣（市）設直屬

機關設勞動檢查機構或授權
直轄市主管機關或有關機關

散於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除
不符合國際勞工組織公約之規

機關辦理之。

專設勞動檢查機構辦理之。
勞動檢查機構認有必要時，

範外，亦導致全國執行勞動檢
查之效率與效能不一，為追求

得會同縣（市）主管機關檢
查。

透過勞動檢查制度所維護國內
最低勞動基準之一制性，爰將

前項授權之勞動檢查，
應依本法有關規定辦理，並

勞動檢查組織修正為「中央直
屬制」，雖勞動部已有職業安

受中央主管機關之指揮監督
。

全衛生署負責勞動檢查業務，
惟在目前實務「中央職業安全

勞動檢查機構之組織、
員額設置基準，依受檢查事

衛生，地方勞動條件」之勞動
檢查分工修正為統一由中央政

業單位之數量、地區特性，
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報請

府負責後，目前之組織設計將
不敷使用，故於勞動部設置勞

行政院核定之。

動檢查署，並由中央政府於各
縣市設置直屬於勞動部勞動檢
查署之勞動檢查分署，以利全
國勞動檢查業務一致之執行，
爰修正第五條，並刪除第五條
第二項與第三項。

第六條 主管機關應參酌我國
勞動條件現況、安全衛生條

第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參酌
我國勞動條件現況、安全衛

為將勞動檢查組織改為純粹的
「中央直屬制」，依第二條之

件、職業災害嚴重率及傷害
頻率之情況，於年度開始前

生條件、職業災害嚴重率及
傷害頻率之情況，於年度開

修正，連帶修正第六條第二項
。

六個月公告並宣導勞動檢查
方針，其內容為：

始前六個月公告並宣導勞動
檢查方針，其內容為：

一、優先受檢查事業單位之
選擇原則。

一、優先受檢查事業單位之
選擇原則。

二、監督檢查重點。
三、檢查及處理原則。

二、監督檢查重點。
三、檢查及處理原則。

四、其他必要事項。
勞動檢查機關應於前項

四、其他必要事項。
勞動檢查機構應於前項

檢查方針公告後三個月內，
擬定勞動監督檢查計畫，報

檢查方針公告後三個月內，
擬定勞動監督檢查計畫，報

請主管機關核備後實施。

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備後實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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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勞動檢查員之任用，
除適用公務人員有關法令之

第八條 勞動檢查員之任用，
除適用公務人員有關法令之

規定外，其遴用標準由主管
機關定之。

規定外，其遴用標準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第九條 勞動檢查員應接受專
業訓練。

第九條 勞動檢查員應接受專
業訓練。

為將勞動檢查組織改為純粹的
「中央直屬制」，依第二條之

前項訓練辦法，由主管
機關定之。

前項訓練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修正，連帶修正第九條第二項
。

第十二條 勞動檢查員與受檢
查事業單位有利害關係者，

第十二條 勞動檢查員與受檢
查事業單位有利害關係者，

為將勞動檢查組織改為純粹的
「中央直屬制」，依第二條之

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
；其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
；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

定之。

第十四條

勞動檢查員為執行

第十四條

為將勞動檢查組織改為純粹的
「中央直屬制」，依第二條之
修正，連帶修正第八條。

修正，連帶修正第十二條。

勞動檢查員為執行

根據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

檢查職務，得隨時進入事業
單位，除第二十二條第一項

檢查職務，得隨時進入事業
單位，雇主、雇主代理人、

勞動檢查員進入事業單位進行
檢查職務時，應出示勞動檢查

後段之情形外，雇主、雇主
代理人、勞工及其他有關人

勞工及其他有關人員均不得
無故拒絕、規避或妨礙。

證。並於勞檢法第二十二條第
一項後段明定，事業單位對未

員均不得無故拒絕、規避或
妨礙。

前項事業單位有關人員
之拒絕、規避或妨礙，非警

持勞動檢查證者，得拒絕檢查
。此處之得拒絕檢查，應可阻

前項事業單位有關人員
之拒絕、規避或妨礙，非警

察協助不足以排除時，勞動
檢查員得要求警察人員協助

卻勞檢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不
法性。惟本項並未留此合法性

察協助不足以排除時，勞動
檢查員得要求警察人員協助

。

之空間，爰增訂之。

。
第十五條

勞動檢查員執行職

第十五條

勞動檢查員執行職

根據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

務時，得就勞動檢查範圍，
對事業單位之雇主、有關部

務時，得就勞動檢查範圍，
對事業單位之雇主、有關部

勞動檢查員進入事業單位進行
檢查職務時，應出示勞動檢查

門主管人員、工會代表及其
他有關人員為下列行為：

門主管人員、工會代表及其
他有關人員為左列行為：

證。並於勞檢法第二十二條第
一項後段明定，事業單位對未

一、詢問有關人員，必要時
並得製作談話紀錄或錄音

一、詢問有關人員，必要時
並得製作談話紀錄或錄音

持勞動檢查證者，得拒絕檢查
。此處之得拒絕檢查，應可阻

。
二、通知有關人員提出必要

。
二、通知有關人員提出必要

卻勞檢法第十五條第二項之不
法性。惟本項並未留此合法性

報告、紀錄、工資清冊及
有關文件或作必要之說明

報告、紀錄、工資清冊及
有關文件或作必要之說明

。
三、檢查事業單位依法應備

。
三、檢查事業單位依法應備

置之文件資料、物品等，
必要時並得影印資料、拍

置之文件資料、物品等，
必要時並得影印資料、拍

攝照片、錄影或測量等。

攝照片、錄影或測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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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封存或於掣給收據後抽
取物料、樣品、器材、工

四、封存或於掣給收據後抽
取物料、樣品、器材、工

具，以憑檢驗。
勞動檢查員依前項所為

具，以憑檢驗。
勞動檢查員依前項所為

之行為，除第二十二條第一
項後段之情形外，事業單位

之行為，事業單位或有關人
員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

或有關人員不得拒絕、規避
或妨礙。

勞動檢查員依第一項第
三款所為之錄影、拍攝之照

勞動檢查員依第一項第
三款所為之錄影、拍攝之照

片等，事業單位認有必要時
，得向勞動檢查機構申請檢

片等，事業單位認有必要時
，得向勞動檢查機關申請檢

視或複製。
對於前項事業單位之請

視或複製。
對於前項事業單位之請

求，勞動檢查機構不得拒絕
。

求，勞動檢查機關不得拒絕
。
第十六條

（刪除）

第十六條 勞動檢查員對違反
勞動法律規定之犯罪嫌疑者

關於勞動法令中之刑事犯罪，
其緊急程度（例如證據隱匿之

，必要時，得聲請檢查官簽
發搜索票，就其相關物件、

速度）究竟是否嚴重到需要勞
動檢查員於行政調查過程中，

處所執行搜索、扣押。

自身透過檢查官聲請搜索票，
迅速進行搜索、扣押，值得懷
疑。本法立法之過程中，曾有
立法委員以證據保全之必要，
認為特別是在牽涉到職業災害
事故而有涉刑事責任之情形時
，將有湮滅證據之可能性，故
需要此一搜索、扣押之權，以
保全證據。惟在「行政執行法
」第三十六條以下制定有關於
即時強制之相關規定後，勞動
檢查員面對事業單位對於其可
能牽涉刑事責任之事證有予以
湮滅，而將觸犯刑法第一百六
十五條湮滅關係他人證據罪之
情形，即得以即時強制制止之
，與其使勞動檢查員擁有部分
司法警察官之強制處分權，而
有以行政調查之名，行司法偵
查之實，侵害人權之危險，於
賦予其該權力之實益存疑以及
目前實務亦不使用之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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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廢除勞動檢查員此權力，令
勞動檢查員根據「刑事訴訟法
」第二百四十一條於執行行政
調查實務過程中知有犯罪嫌疑
時，向偵查機關告發，並由偵
查機關進行後續之偵查程序為
宜。
第十七條

中央主管機關對於

為將勞動檢查組織改為純粹的

性機械或設備之檢查，除由
勞動檢查機關派勞動檢查員

危險性機械或設備之檢查，
除由勞動檢查機構派勞動檢

「中央直屬制」，依第二條之
修正，連帶修正第十七條。

實施外，必要時亦得指定代
行檢查機構派代行檢查員實

查員實施外，必要時亦得指
定代行檢查機構派代行檢查

施。

員實施。

第十八條

主管機關對於危險

代行檢查機構之資

為將勞動檢查組織改為純粹的

格條件與所負責任、考評及
獎勵辦法，暨代行檢查員之

格條件與所負責任、考評及
獎勵辦法，暨代行檢查員之

「中央直屬制」，依第二條之
修正，連帶修正第十八條。

資格、訓練，由主管機關定
之。

資格、訓練，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第十九條 代行檢查業務為非
營利性質，其收費標準之計

第十九條 代行檢查業務為非
營利性質，其收費標準之計

算，以收支平衡為原則，由
代行檢查機構就其代行檢查

算，以收支平衡為原則，由
代行檢查機構就其代行檢查

所需經費列計標準，報請主
管機關核定之。

所需經費列計標準，報請中
央主管機關核定之。

第二十條 代行檢查機構擬變
更代行檢查業務時，應檢附

第二十條 代行檢查機構擬變
更代行檢查業務時，應檢附

擬增減之機械或設備種類、
檢查類別、區域等資料，向

擬增減之機械或設備種類、
檢查類別、區域等資料，向

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第二十二條

代行檢查機構之資

第十七條

勞動檢查員進入

第十八條

第二十二條

為將勞動檢查組織改為純粹的
「中央直屬制」，依第二條之
修正，連帶修正第十九條。

為將勞動檢查組織改為純粹的
「中央直屬制」，依第二條之
修正，連帶修正第二十條。

勞動檢查員進入

為將勞動檢查組織改為純粹的

事業單位進行檢查時，應主
動出示勞動檢查證，並告知

事業單位進行檢查時，應主
動出示勞動檢查證，並告知

「中央直屬制」，依第二條之
修正，連帶修正第二十二條第

雇主及工會。事業單位對未
持勞動檢查證者，得拒絕檢

雇主及工會。事業單位對未
持勞動檢查證者，得拒絕檢

三項。

查。

查。
勞動檢查員於實施檢查

勞動檢查員於實施檢查

後應作成紀錄，告知事業單
位違反法規事項及提供雇主

後應作成紀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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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勞工遵守勞動法令之意見
。

第一項之勞動檢查證，

第一項之勞動檢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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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管機關製發之。
第二十四條

勞動檢查機關辦

由中央主管機關製發之。
第二十四條

勞動檢查機構辦

為將勞動檢查組織改為純粹的

理職業災害檢查、鑑定、分
析等事項，得由主管機關所

理職業災害檢查、鑑定、分
析等事項，得由中央主管機

「中央直屬制」，依第二條之
修正，連帶修正第二十四條。

屬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
生研究所或其他學術、研究

關所屬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
全衛生研究所或其他學術、

機構提供必要之技術協助。

研究機構提供必要之技術協
助。

第二十五條 勞動檢查員對於
事業單位之檢查結果，應報

第二十五條 勞動檢查員對於
事業單位之檢查結果，應報

為將勞動檢查組織改為純粹的
「中央直屬制」，依第二條之

由所屬勞動檢查機關依法處
理；其有違反勞動法令規定

由所屬勞動檢查機構依法處
理；其有違反勞動法令規定

修正，連帶修正第二十五條第
一項。

事項者，勞動檢查機關並應
於十日內以書面通知事業單

事項者，勞動檢查機構並應
於十日內以書面通知事業單

位立即改正、限期改善或依
法裁罰。對公營事業單位檢

位立即改正或限期改善，並
副知直轄市、縣（市）主管

查之結果，應另副知其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督促其改善。

機關督促改善。對公營事業
單位檢查之結果，應另副知

事業單位對前項檢查結
果，應於違規場所顯明易見

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督促其
改善。

處公告七日以上。

事業單位對前項檢查結
果，應於違規場所顯明易見
處公告七日以上。

第二十六條 下列危險性工作
場所，非經勞動檢查機關審

第二十六條 左列危險性工作
場所，非經勞動檢查機構審

為將勞動檢查組織改為純粹的
「中央直屬制」，依第二條之

查或檢查合格，事業單位不
得使勞工在該場所作業：

查或檢查合格，事業單位不
得使勞工在該場所作業：

修正，連帶修正第二十六條。

一、從事石油裂解之石化工
業之工作場所。

一、從事石油裂解之石化工
業之工作場所。

二、農藥製造工作場所。
三、爆竹煙火工廠及火藥類

二、農藥製造工作場所。
三、爆竹煙火工廠及火藥類

製造工作場所。
四、設置高壓氣體類壓力容

製造工作場所。
四、設置高壓氣體類壓力容

器或蒸汽鍋爐，其壓力或
容量達主管機關規定者之

器或蒸汽鍋爐，其壓力或
容量達中央主管機關規定

工作場所。
五、製造、處置、使用危險

者之工作場所。
五、製造、處置、使用危險

物、有害物之數量達主管
機關規定數量之工作場所

物、有害物之數量達中央
主管機關規定數量之工作

。

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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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管機關會商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指定之營造工程

六、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指定之營造

之工作場所。
七、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工

工程之工作場所。
七、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作場所。
前項工作場所應審查或

之工作場所。
前項工作場所應審查或

檢查之事項，由主管機關定
之。

檢查之事項，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第二十七條 勞動檢查機關對
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發生第二

第二十七條 勞動檢查機構對
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發生重大

本法第二十七條雖指出勞動檢
查機構對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發

項所指重大職業災害時，應
立即指派勞動檢查員前往實

職業災害時，應立即指派勞
動檢查員前往實施檢查，調

生重大職業災害時，應立即指
派勞動檢查員前往實施檢查，

施檢查，調查職業災害原因
及責任；其發現非立即停工

查職業災害原因及責任；其
發現非立即停工不足以避免

調查職業災害原因及責任，惟
針對何種「重大職業災害」，

不足以避免職業災害擴大者
，應就發生災害場所以書面

職業災害擴大者，應就發生
災害場所以書面通知事業單

勞動檢查機構具有勞動檢查義
務，並未指明，爰參酌「職業

通知事業單位部分或全部停
工。

位部分或全部停工。

安全衛生法」第三十七條之規
定，增訂本條第二項及第三項

前項所指之重大職業災
害，係指：

。

一、發生死亡災害。
二、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
三人以上。
三、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
一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
。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公告之災害。
事業單位發生第二項之
災害，除必要之急救、搶救
外，雇主非經司法機關或勞
動檢查機構許可，不得移動
或破壞現場。
第二十八條

勞動檢查機關指

第二十八條

勞動檢查機構指

為將勞動檢查組織改為純粹的

派勞動檢查員對各事業單位
工作場所實施安全衛生檢查

派勞動檢查員對各事業單位
工作場所實施安全衛生檢查

「中央直屬制」，依第二條之
修正，連帶修正第二十八條第

時，發現勞工有立即發生危
險之虞，得就該場所以書面

時，發現勞工有立即發生危
險之虞，得就該場所以書面

二項。

通知事業單位逕予先行停工
。

通知事業單位逕予先行停工
。

前項有立即發生危險之
虞之情事，由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有立即發生危險之
虞之情事，由中央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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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一條

定之。
代行檢查員進入

第三十一條

代行檢查員進入

為將勞動檢查組織改為純粹的

事業單位實施檢查時，應主
動出示代行檢查證，並告知

事業單位實施檢查時，應主
動出示代行檢查證，並告知

「中央直屬制」，依第二條之
修正，連帶修正第三十一條第

雇主指派人員在場。
代行檢查員於實施危險

雇主指派人員在場。
代行檢查員於實施危險

四項。

性機械或設備之檢查後，合
格者，應即於原合格證上簽

性機械或設備之檢查後，合
格者，應即於原合格證上簽

署，註明有效期限；不合格
者，應告知事業單位不合格

署，註明有效期限；不合格
者，應告知事業單位不合格

事項，並陳報所屬代行檢查
機構函請勞動檢查機關依法

事項，並陳報所屬代行檢查
機構函請勞動檢查機構依法

處理。
前項不合格之危險性機

處理。
前項不合格之危險性機

械或設備，非經檢查合格，
不得使用。

械或設備，非經檢查合格，
不得使用。

第一項之代行檢查證，
由主管機關製發之。

第一項之代行檢查證，
由中央主管機關製發之。

第三十二條 事業單位應於顯
明而易見之場所公告下列事

第三十二條 事業單位應於顯
明而易見之場所公告左列事

為將勞動檢查組織改為純粹的
「中央直屬制」，依第二條之

項：
一、受理勞工申訴之機構或

項：
一、受理勞工申訴之機構或

修正，連帶修正第三十二條第
二項。

人員。
二、勞工得申訴之範圍。

人員。
二、勞工得申訴之範圍。

三、勞工申訴書格式。
四、申訴程序。

三、勞工申訴書格式。
四、申訴程序。

前項公告書，由主管機
關定之。

前項公告書，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三條 勞動檢查機關於
受理勞工申訴後，應儘速就

第三十三條 勞動檢查機構於
受理勞工申訴後，應儘速就

「勞動基準法」第七十四條第
四項關於勞動檢查機構（關）

其申訴內容派勞動檢查員實
施檢查，並應於六十日內將

其申訴內容派勞動檢查員實
施檢查，並應於十四日內將

受理勞工之申訴案後應於六十
日內將處理情形，以書面通知

檢查結果通知申訴人。
勞工向工會申訴之案件

檢查結果通知申訴人。
勞工向工會申訴之案件

勞工之新修正規定，已於
2017 年 1 月 1 日施行，惟勞

，由工會依申訴內容查證後
，提出書面改善建議送事業

，由工會依申訴內容查證後
，提出書面改善建議送事業

動檢查法第三十三條關於勞動
檢查申訴之處理時限，卻與勞

單位，並副知申訴人及勞動
檢查機關。

單位，並副知申訴人及勞動
檢查機構。

動基準法有所不一致，恐將造
成勞動檢查實務之困擾，另為

事業單位拒絕前項之改
善建議時，工會得向勞動檢

事業單位拒絕前項之改
善建議時，工會得向勞動檢

使勞動檢查單位檢查之時間更
加充裕，增進勞工之利益，爰

查機關申請實施檢查。

查機構申請實施檢查。

修正本條第一項規定，與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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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單位不得對勞工申
訴人終止勞動契約或為其他

事業單位不得對勞工申
訴人終止勞動契約或為其他

不利勞工之行為。
勞動檢查機關管理勞工

不利勞工之行為。
勞動檢查機構管理勞工

申訴必須保持秘密，不得洩
漏勞工申訴人身分。

申訴必須保持秘密，不得洩
漏勞工申訴人身分。

第三十八條 本法修正施行前
已依法令設立之屬第二十六

第三十八條 本法修正施行前
已依法令設立之屬第二十六

為將勞動檢查組織改為純粹的
「中央直屬制」，依第二條之

條所定危險性工作場所，應
於主管機關指定期限內，申

條所定危險性工作場所，應
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期限內

修正，連帶修正第三十八條。

請該管勞動檢查機關審查或
檢查；逾期不辦理或審查、

，申請該管勞動檢查機構審
查或檢查；逾期不辦理或審

檢查不合格，而仍使勞工在
該場所作業者，依第三十四

查、檢查不合格，而仍使勞
工在該場所作業者，依第三

條規定處罰。

十四條規定處罰。

第三十九條

本法施行細則，

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九條

本法施行細則，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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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法第七十四條第四項之時
限一致。

為將勞動檢查組織改為純粹的
「中央直屬制」，依第二條之
修正，連帶修正第三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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