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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勞動市場，

你不可不知的勞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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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基本權利(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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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0歲本國員工公司都要強制參加就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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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基本權益(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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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基本權益(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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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基本權益(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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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保險勞保費負擔金額表

勞工保險勞保費負擔金額表勞工保險勞保費負擔金額表勞工保險勞保費負擔金額表勞工保險勞保費負擔金額表勞工保險勞保費負擔金額表

99年1月起適用

　 (含就保本國籍適用)(含就保本國籍適用) (不含就保及外籍適用)(不含就保及外籍適用)

投保金額 個人負擔 單位負擔 個人負擔 單位負擔

$18300 $275 $977 $238 $849
$19200 $288 $1,025 $250 $891
$20100 $301 $1,074 $261 $933
$21000 $315 $1,122 $273 $975
$21900 $329 $1,169 $285 $1,016
$22800 $342 $1,218 $296 $1,058
$24000 $360 $1,282 $312 $1,114
$25200 $378 $1,346 $328 $1,170
$26400 $396 $1,410 $343 $1,225
$27600 $414 $1,474 $359 $1,281
$28800 $432 $1,538 $374 $1,336
$30300 $455 $1,618 $394 $1,406
$31800 $477 $1,699 $413 $1,476
$33300 $500 $1,778 $433 $1,545
$34800 $522 $1,858 $452 $1,614
$   3   6  3  0  0 $545 $1,939 $472 $1,685
$38200 $573 $2,039 $497 $1,772
$40100 $601 $2,142 $521 $1,861
$42000 $630 $2,243 $546 $1,949
$  4   3  9   0  0 $659 $2,344 $571 $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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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基本權益(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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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基本權益(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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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基本權益(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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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基本權益(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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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剪貼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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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剪貼資料2

2014年4月1日星期二



15

職業災害保險

職災保險給付

醫療給付 傷病給付 失能給付 死亡給付 失蹤津貼

實物給付 現金給付

職業災害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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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職業災害保險

職災保險給付

醫療給付 傷病給付 失能給付 死亡給付 失蹤津貼

實物給付 現金給付

門診或住院

診療之需求

喪葬津貼及

遺屬生活保障

身體遺存

障害之補償

薪資補

償性質

職業災害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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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保險

被保險人
保險人

（勞工保險局）

權利義

務對等

職業災害保險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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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保險

被保險人
保險人

（勞工保險局）

權利義

務對等

繳納保費 請求權益

符合規定給付義務

1.職業災害認定

2.勞保條例規定

職業災害保險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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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認定

職業災害認定
無過失主義

職業災害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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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認定

職業災害認定
無過失主義

職業傷害

職業疾病

傷病審查準則

職業病種類表

增列職業病種類

職業災害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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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認定

職業災害認定
無過失主義

職業傷害

職業疾病

傷病審查準則

職業病種類表

增列職業病種類一般判斷基準

業務執行性：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或罹患表列疾病者。

業務起因性：有意外事件 （業務．災害）＋（災害．傷病）

無意外事件 -- 相當因果關係之認定

職業災害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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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基本權益(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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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基本權益(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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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基本權益(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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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剪貼資料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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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剪貼資料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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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剪貼資料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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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剪貼資料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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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權益-‐就業保險
失業給付請領條件

• 失業給付：被保險人於非自願離職辦理退保
當日前三年內，保險年資合計滿一年以上，
具有工作能力及繼續工作意願，向公立就業
服務機 構辦理求職登記，自求職登記之日
起十四日內仍無法推介就業或安排 職業訓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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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權益-‐就業保險
提早就業獎助津貼

• 就業保險法第18條

• 　　符合失業給付請領條件，於失業給付請
領期限屆滿前受僱工作，並依規定參加本保
險為被保險人滿三個月以上者，得向保險人
申請，按其尚未請領之失業給付金額之百分
之五十，一次發給提早就業獎助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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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權益-‐資遣

• 另，勞工若遭雇主資遣，其資遣費應該由雇
主按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二分之一個月
之平均工資，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
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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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時報

100.3.2
第五版

臺灣時報1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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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義務

• 勞資雙方簽定勞動契約由雇主給付勞工報
酬，勞工則提供其職業上的勞務。換言之，
依據勞動契約從事所約定的工作，是工讀生
基本的義務。此外，勞工對其雇主有忠實義
務，其內容包括（技術上、營業上的秘密）

勤慎的義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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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義務1

• 	  遵守工作規則的義務：

• 工作規則是雇主行使其對事業的管理所訂定
規則，工作規則訂立後，於報請主管機關核
備，並在事業場所揭示時，除其內容違反法
令相關規定外，勞工即有遵守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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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義務2

	  	  	  	  •	  職工福利方面的義務：事業單位依職工福利
金條例組成之職工福利委員會，工讀生應於每

月薪津內扣繳0.5%作為職工福利金。

•	  勞工保險方面的義務：工讀生除有參加勞工
保險為被保險人的義務外，並應依規定按月繳

納保險費。

•	  勞工安全衛生方面的義務：依勞工安全衛生
法接受體格及健康檢查、安衛教育訓練的義
務，以及切實遵守事業單位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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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保年金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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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好踏入職場了嗎?

給即將畢業的你-
調整心態，提早出發！

準備好踏入職場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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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前心態調整
• 學校                                真實的人生
•  錯誤通常被原諒      ＊ 錯誤要負責
•  當掉可以重修          ＊ 人生沒有重來
•  上課允許遲到          ＊ 遲到早退免談
• 隨興上課與蹺課       ＊ 缺席可能就不用再出                                 
席

允許奇裝異服          ＊ 跟隨組織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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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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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工作.樂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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