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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用身障人力，法規及協助措施報你知！！ 

         顏卉嫺/勞工局職業重建科 就業服務員    

⼤家或許曾聽過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好像⾄少要僱⽤⼀定比

例身心障礙者? 但往往反應都是：「嗯~好像有聽別人講過，但也不是很清楚其中

規定，可能要查詢⼀下?」。要是你也有這樣的困惑，那請看過來~關於僱⽤身心障

礙者的相關規範及協助措施，⼀次報你知!! 

●公立機關定額進⽤身障者 

定額進⽤制度是為了保障及促進身心障礙者之就業權益，中央訂定法令強制規

定雇主必須僱⽤⼀定比率之身心障礙者。⾄於哪些機關單位要進⽤身心障礙者，

以及進⽤標準為何?皆可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8 條1規定辦理。但第 38

條法規內容複雜繁瑣，以下整理出三項經常會遇到的問題： 

                                                      

1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8 條規定：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員工總人數在三十四

人以上者，進⽤具有就業能力之身心障礙者人數，不得低於員工總人數百分之三。 

私立學校、團體及⺠營事業機構員工總人數在六十七人以上者，進⽤具有就業能力之身心障礙者人數，

不得低於員工總人數百分之⼀，且不得少於⼀人。 

前⼆項各級政府機關、公、私立學校、團體及公、⺠營事業機構為進⽤身心障礙者義務機關（構）；其

員工總人數及進⽤身心障礙者人數之計算⽅式，以各義務機關（構）每⽉⼀⽇參加勞保、公保人數為

準；第⼀項義務機關（構）員工員額經核定為員額凍結或列為出缺不補者，不計入員工總人數。 

前項身心障礙員工之⽉領薪資未達勞動基準法按⽉計酬之基本工資數額者，不計入進⽤身心障礙者人

數及員工總人數。但從事部分工時工作，其⽉領薪資達勞動基準法按⽉計酬之基本工資數額⼆分之⼀

以上者，進⽤⼆人得以⼀人計入身心障礙者人數及員工總人數。 

辦理庇護性就業服務之單位進⽤庇護性就業之身心障礙者，不計入進⽤身心障礙者人數及員工總人

數。 

依第⼀項、第⼆項規定進⽤重度以上身心障礙者，每進⽤⼀人以⼆人核計。 

警政、消防、關務、國防、海巡、法務及航空站等單位定額進⽤總人數之計算範圍，得於本法施行細

則另定之。 

依前項規定不列入定額進⽤總人數計算範圍之單位，其職務應經職務分析，並於三年內完成。 

前項職務分析之標準及程序，由中央勞工主管機關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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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何計算單位僱⽤的身障員工： 

◆在當⽉⼀⽇(前)加保之身障員工。 

◆該身障員工當⽉⽉領薪資達基本工資以上。 

(2)需進⽤多少身障員工： 

計算⽅式 2：每⽉⼀⽇員工總人數(公保+勞保)×0.03，取整數，小數點後無

條件捨去。 

最少需僱⽤之身障員工人數 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 

× 33 人以下 

1 人 34-66 人 

2 人 67-99 人 

3 人 100-133 人 

4 人 134-166 人 

… (以下類推) 

(3)員工總人數已達應進⽤身障員工標準，但沒僱⽤身心障礙者： 

原則上，該⽉份已達法規訂定人數，而未僱⽤身障員工之機關，將課徵差

額補助費，差額補助費以該年度基本工資為基準 3
 

例如： 

                    

 
2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施行細則第 14 條規定：進⽤身心障礙者義務機關(構)，其進⽤身心障礙者人

數，以整數為計算標準，未達整數部分不予計入。 
3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43 條規定：為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直轄市、縣(市)勞工主管機關應設身心

障礙者就業基金；其收支、保管及運⽤辦法，由直轄市、縣(市)勞工主管機關定之。進⽤身心障礙者人

數未達第三十八條第⼀項、第⼆項標準之機關(構)，應定期向所在地直轄市、縣(市)勞工主管機關之身

心障礙者就業基金繳納差額補助費；其金額，依差額人數乘以每⽉基本工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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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於 111 年 5 ⽉ 1 ⽇員工總人數：45 人 

法定應進⽤身心障礙者：1 人 

未僱用× 當⽉需繳納差額補助費
25,2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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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再設計補助服務

⼤多數的職場環境、工作條件並未考量身心障礙者的特殊情況，間接形成身心

障礙者進入職場的阻礙；職務再設計服務就是為了排除這些不利條件，提升身

障者的工作效率與安全品質。職務再設計由專家協助提供改進之建議⽅

括改善職場工作環境、生產設備或機具、調整工作⽅式…等。

每僱⽤⼀位身障員工，每年最⾼可補助金額上限為

障礙者之公立機關，均可向勞工局博愛職業技能訓練中心提出職務再設計補助

申請，而⽤人單位對於如何協助身障員工克服工作上的困難或不便，也可以聯

繫勞工局將提供專家諮詢或輔導來尋求解決⽅案。

職務再設計補助輔具：

 

 

 

 

               

               藍芽耳機

●身障支持性就業服務

所謂「支持性就業服務」是針對有就業意願及就業能力、但尚不能獨立於競爭

性職場工作的身心障礙者，由勞工局就業服務員協助進入職場，並提供技能訓

練、工作適應…等必要協助，支持服務期間為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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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再設計補助服務 

⼤多數的職場環境、工作條件並未考量身心障礙者的特殊情況，間接形成身心

障礙者進入職場的阻礙；職務再設計服務就是為了排除這些不利條件，提升身

障者的工作效率與安全品質。職務再設計由專家協助提供改進之建議⽅

括改善職場工作環境、生產設備或機具、調整工作⽅式…等。

每僱⽤⼀位身障員工，每年最⾼可補助金額上限為 10 萬元。凡是依法僱⽤身心

障礙者之公立機關，均可向勞工局博愛職業技能訓練中心提出職務再設計補助

申請，而⽤人單位對於如何協助身障員工克服工作上的困難或不便，也可以聯

繫勞工局將提供專家諮詢或輔導來尋求解決⽅案。 

職務再設計補助輔具：            

藍芽耳機+電話錄音設備      濾光眼鏡+

●身障支持性就業服務 

所謂「支持性就業服務」是針對有就業意願及就業能力、但尚不能獨立於競爭

性職場工作的身心障礙者，由勞工局就業服務員協助進入職場，並提供技能訓

練、工作適應…等必要協助，支持服務期間為三個⽉。 

⼤多數的職場環境、工作條件並未考量身心障礙者的特殊情況，間接形成身心

障礙者進入職場的阻礙；職務再設計服務就是為了排除這些不利條件，提升身

障者的工作效率與安全品質。職務再設計由專家協助提供改進之建議⽅案，包

括改善職場工作環境、生產設備或機具、調整工作⽅式…等。 

萬元。凡是依法僱⽤身心

障礙者之公立機關，均可向勞工局博愛職業技能訓練中心提出職務再設計補助

申請，而⽤人單位對於如何協助身障員工克服工作上的困難或不便，也可以聯

+擴視機 

所謂「支持性就業服務」是針對有就業意願及就業能力、但尚不能獨立於競爭

性職場工作的身心障礙者，由勞工局就業服務員協助進入職場，並提供技能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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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服務措施對於沒有進⽤身障員工經驗的雇主助益良多，就業服務員可以運

⽤其專業，降低雇主初次進⽤的疑慮並協助減少適應困難；而對於需要較⻑時

間學習或熟悉工作技能的身障者，就業服務員的協助可降低職場需要投入的培

訓成本。目前勞工局有 38 位支持性就業服務員(含委辦就業服務之⺠間單位)，

有意願僱⽤身障者工作的公立機關或⽤人單位，可洽詢勞工局博愛職業技能訓

練中心或是本市各區就業服務站，透過支持性就業服務員協助推介媒合，並於

評估後提供相關的職場支持服務。 

●表揚進⽤身障績優單位 

針對本市進⽤身心障礙者工作，並對身心障礙員工有協助及輔導事蹟之機關(構)，

勞工局除推薦其參加勞動部「金展獎」徵選外，亦透過本市公開表揚績優機關(構)，

鼓勵更多單位能加入超額進⽤身心障礙者行列。 

以 110 年度為例，交通部公路總局⾼雄市區監理所、中華電信行動通信分公司

⾼雄營運處及勞工局博愛職業技能訓練中心更獲選全國獎殊榮，其建立身心障

礙者友善進⽤機制，更致力改善職場環境與適性安排職務內容，促進員工職涯

發展。具體作法包括：運⽤多元管道進⽤身心障礙者、改善或加強職場的空間

無障礙設施、為身障員工提供專屬停車位、電梯設施設置無障礙點字按鈕、建

立升遷機制、專業培訓等薪資福利制度，並隨時主動關心身障員工的工作情況…

等，而身障員工也以優秀的表現與穩定度來回饋進⽤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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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機關單位可以⼀同合作，提供本市身心障礙者友善職場環境及貢獻⼰力的

機會，讓每位身障員工可以維持家中生計並從工作中找到自信、快樂與歸屬感，

成為本市進⽤身心障礙者績優單位的楷模；同時，也期許號召更多公、私立機

關單位共同投入友善職場、造福身障的行列！

110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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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機關單位可以⼀同合作，提供本市身心障礙者友善職場環境及貢獻⼰力的

機會，讓每位身障員工可以維持家中生計並從工作中找到自信、快樂與歸屬感，

成為本市進⽤身心障礙者績優單位的楷模；同時，也期許號召更多公、私立機

關單位共同投入友善職場、造福身障的行列！ 

11 月 19 日績優機關表揚活動照片： 

感謝機關單位可以⼀同合作，提供本市身心障礙者友善職場環境及貢獻⼰力的

機會，讓每位身障員工可以維持家中生計並從工作中找到自信、快樂與歸屬感，

成為本市進⽤身心障礙者績優單位的楷模；同時，也期許號召更多公、私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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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文官學院《T&D 飛訊》第 291 期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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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理關懷服務⺠眾 

                           作者：杉林區公所⺠政課李課員冠萱 

同理心，或稱同感心、共情等，是從他人的理解或感受他人正在經歷的事情

的能力，也就是運⽤理解力與想像力等，嘗試（在想像中）將自身置於他人處境

或所在「位置」的能力，同理心描述了識別、理解和同情他人的感覺、情緒、思

想、動機和人格特質的能力和意願。同理心通常還包括對他人的感受做出適當反

應的能力，例如憐憫、哀悼和出於同情的幫助等。換句話說，同理心是指能夠身

處對⽅立場思考的⼀種⽅式。透過換位思考，體會他人情緒和想法，才能站在他

人角度理解與處理問題，服務以同理心為出發點，才能感人所感，同理關懷。 

冠萱是 110 年 12 ⽉調職到本所，之前服務⼭地原住⺠區的單位，發現來公

所洽公的⺠眾以老人家為居多，在前單位也是老年人⼝很多的鄉鎮，認為為老人

家提供服務的首要條件就是「同理心」，尤其面對在偏鄉前來洽公的老人家，更

需要和善的態度跟耐心，來洽公的老人家，會遇到老人家不識字、行動不便、或

獨居的情形很多，往往鄉下的獨居老人需要更多的主動關心，慢慢傾聽問題，面

對任何事情不要輕易拒絕，而是盡量幫忙詢問，協助釐清問題癥結點所在，再尋

找其他相關或社會資源支援，把處理⺠眾的問題，視為處理自⼰的問題，有同理

心的態度，⺠眾必定很有感，進而便會讓⺠眾挺這個團隊。 

公務員需具備社會仁德涵養，助人為樂、愛護公物、奉公守法的公德心；職

業道德規範也是很重要的⼀環，公務員必須忠於國家、忠於職守、誠實守信及廉

潔。總之，要成為⼀名符合期待的國家公務員，凡事由「同理心」出發，才能真

正把仁德守法思想落實到實務工作中，這才是國家之福。 

小編附註：感謝杉林區公所李課員冠萱分享自⼰先前在⼭地原住⺠區的服務心得，

以「同理心」換位思考，當⺠眾前來洽公時，能站在他們的角度，傾聽問題，並

主動的關心與服務，把同理心落實到實務工作中，相信定能讓⺠眾滿意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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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人員的專業與關懷 

                           作者：⾼雄市立旗⼭國⺠中學潘主任鎮宇 

⼀位申請退休的老師來人事室關心她的案件進度。 

我問她退休的心情？她說，感覺很不真實。 

我坐在辦公桌翻閱有歷史年代感的老舊資料夾，按照教育局人事室提供的退

休案⼿冊與檢核表逐⼀核對並按年份順序排列整⿑。已褪⾊的油印關防，滲透在

陳舊又薄如蟬翼的紙張上。看著眼前那些歷年人事人員所核發的各類證明文件，

我警惕自⼰核發的每份資料在未來的⼆、三十年後同樣也會成為其他人事人員逐

筆檢核的文件，任何微小的疏漏，都有可能影響當事者的權益，不可不慎。 

以前無論在哪個單位，總是會聽⾒其首⻑告訴業務單位的承辦人：「上面要

有人事(或主計)主任的章，我才會蓋章。」意味著每件我們經⼿核章過的文件簽

章處都代表人事人員的責任、專業與信任。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前人事⻑黃富源曾勉勵過人事人員：「人事人員的尊嚴

在專業，關懷與服務是專業的靈魂。」我覺得這比喻非常貼切，因為在辦退休案

件的過程中，我深深感受到人事人員的價值在於「關懷」⼆字。 

學校今年有五位教育人員退休，包含已登記明年想退休的人，時常抱著資料

來人事室關心自⼰未來的退休權益，我查覺到他們背後更多的不安其實是「退休

後要做什麼？」 

每位待退人員在公部⾨服務⼆、三十年之久，老師⽇復⼀⽇的教書，公務人

員年復⼀年的辦公文，當他們發現自⼰突然在某個時間點過後即將「沒事可做」，

那內心的騷動不安可想而知，此時人事人員適時的關懷與介入，正是體現我們人

事人員除了行政專業之外的服務價值核心所在。 

 

 

 學術論述 

 感動服務 

 業務心得 

 好書好文共分享 

 本處近期活動花絮 



9 

 

 

 

              

              第 068 期電子報   業務心得 

退休案是我最喜歡的人事業務之⼀，每⼀張離職證明都標⽰著⼀段故事(有

時還能驚豔地看⾒早期人事主任⽤⼀⼿漂亮的⽑筆字所書寫的離職證明)，每每

聆聽退休人員敘述每段奉獻教育界的青春歲⽉經歷，心中總是感慨萬分，彷彿眼

下那幾張薄紙拼拼湊湊之後，便能輕描淡寫似地，將每位待退人員過去三十餘年

的教育資歷化作退休事實表上的寥寥幾行文字⼀筆帶過，將那些記憶平放在泛黃

又充滿淡淡霉味的資料夾裡，隨著空氣的流動，等待著時間的蒸散。 

人事人員處理每位同仁從報到到退休的各種業務，包含進修、升官、遷調、

結婚、生育、⼦女入學、⽗⺟辭世、退休等等，除了協助辦理各項津貼補助時，

亦能參與同仁所經歷的各種人生階段，過程中付出關懷的同時，也會在自⼰的心

中種下小小種⼦，也許要在多年之後才會真正了解這些人、這些事將在自⼰的職

涯中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而自⼰又是如何不知不覺的受到影響，在往後的⽇⼦

過著與眾不同的生活與成⻑。  

小編附註：感謝旗⼭國⺠中學潘主任鎮宇分享自⼰擔任⼀位人事人員的心得，平

⽇處理著每位同仁從報到到退休的各種業務，參與同仁所經歷的各種人生階段，

而在關懷與服務的同時，象徵著人事人員的專業、責任與信任，也體現了人事人

員的核心價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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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撼人心的說話課：生命中最有力量的武器》 

              *作者：中村勝宏  

  *出版社：易富文化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0 年 12 月 01 日 

          *分享人：環保局南區資源回收廠李助理員雨璇 

 

語言本身就是有聲音、不寂寞的，任何時候，只要有聲音在，人們就不會感

到寂寞，因為⾄少還有個聲音陪伴左右。因此，培養良好的說話技巧，能提升個

人魅力。無論在什麼場合，我們不難發現，⼀個會說話的人總是能引起⼤家的注

意，而沉默不語的人就容易被人們遺忘。這就是溝通的作⽤，能夠擁有好的溝通

能力，也會增加自⼰的個人特⾊，給人留下更好的印象。 

《震撼人心的說話課：生命中最有力量的武器》這本書告訴我們話不⽤說得

太多，但要說的漂亮、說的迷人、說的有力量!書中作者傳授精準溝通法則，比

如⽤微笑打開良好關係的⼤⾨、塑造整⿑乾淨的外在形象、適度展現幽默贏得眾

人目光、運⽤讚美讓對⽅感受到重視、以謙卑的態度求助他人等……使讀者在閱

讀本書後可以懂得說話的技巧，並在職場和交際場合游刃有餘。 

人際學家戴爾•卡耐基：「溝通的重要性，沒有溝通就沒有⼀切，溝通無處不

在，溝通可以贏天下，溝通不是全部但不可以缺少。」在工作、交際、戀愛、夫

妻、上下級、朋友、同事等等都離不開溝通；管理⼤師彼得．杜拉克：「組織管

理的問題有 60%是來自溝通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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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只有掌握有效的溝通技巧，才能發揮影響力，在本書中引領讀者

學到如何在任何場域上培養自⼰的好⼝才，⼀個人溝通技巧的好與壞是社交成功

與否的關鍵。 

現代的社會溝通能力是必備技能，且所要溝通的事情⽇漸繁複，更有越來越

多的問題有賴於溝通才能取得解決之道，將《震撼人心的說話課：生命中最有力

量的武器》這本書介紹給您們，讓好⼝才成為我們成功路上的助力。 

小編附註：感謝南區資源回收廠李助理員雨璇推薦並分享本書讀後心得，俗話說：

「話多不如話少，話少不如話好。」，擁有⼀個良好的溝通能力，是生命中最有

力量的武器，學會說話的技巧，讓你無論在社會上扮演甚麼角⾊，皆能打開豐富

的人脈資源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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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疫智多星–本府防疫關懷網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社交模式或工作型態，對於未來的不確定性，可能造成個人身心

在這後疫情時代，除了立即掌握政府最新防疫資訊，了解疫情發展變化外，個

的身心靈調適也不容忽略。

因此本處超前部署

年 4 ⽉先行籌組本處「關鍵防疫

自該年 5 ⽉正式啟⽤

懷網除能介接⾄衛生福利部及本府衛生局相關網站

法規、衛教資訊及

予員工暖心支持的力量，讓

價值的展現。 

隨著 COVID

本網站亦是市府員工

化為⽇常生活習慣，同時維護員工

護家園，共創幸福健康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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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防疫關懷網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風暴，改變許多人過去的

社交模式或工作型態，對於未來的不確定性，可能造成個人身心

在這後疫情時代，除了立即掌握政府最新防疫資訊，了解疫情發展變化外，個

的身心靈調適也不容忽略。 

超前部署，特別在 iKPD 人事服務網建置「本府

籌組本處「關鍵防疫—有您就行」工作圈，規劃

⽉正式啟⽤，辦理「防疫新生活 ⽤愛共樂活」活動

衛生福利部及本府衛生局相關網站，亦提供疫情期間適⽤的人事

法規、衛教資訊及員工身心關懷因應策略等，希望能在這疫情嚴峻的處境下，給

暖心支持的力量，讓有需求者都能得到支持與協助，正是本府

COVID-19 本土疫情持續升溫，防疫關懷網瀏覽率也逐⽇攀升，顯⽰

員工取得防疫相關資訊之主要管道。透過瀏覽本網站，將防疫內

生活習慣，同時維護員工身心健全，共同攜⼿對抗病毒，讓我們⼀同守

護家園，共創幸福健康城市。 

疫情風暴，改變許多人過去的生活習慣、

社交模式或工作型態，對於未來的不確定性，可能造成個人身心不安與壓力來源。

在這後疫情時代，除了立即掌握政府最新防疫資訊，了解疫情發展變化外，個人

本府防疫關懷網」，於 109

規劃專區內涵及版型，並

活動宣導推廣。防疫關

，亦提供疫情期間適⽤的人事

應策略等，希望能在這疫情嚴峻的處境下，給

到支持與協助，正是本府防疫關懷網

，防疫關懷網瀏覽率也逐⽇攀升，顯⽰

透過瀏覽本網站，將防疫內

身心健全，共同攜⼿對抗病毒，讓我們⼀同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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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關懷網
 

防疫相關權益事項
提供同仁防疫相關權益事項
及防疫期間適用之人事法規
資訊(如差勤管理、支薪相關
事項…) 

辦理活動及環衛安全指引
本府辦理活動及辦公環境
清潔消毒標準作業流程。

疫情觀測站 
提供本府及衛
生局防疫專區
及網站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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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關懷網 

Information
防疫相關權益事項 
提供同仁防疫相關權益事項
及防疫期間適用之人事法規

如差勤管理、支薪相關

辦理活動及環衛安全指引 
本府辦理活動及辦公環境

消毒標準作業流程。 

線上服務專區 
提供本府各類線上服務資訊，
包含人事、財稅、地政、戶政、
區政業務及心理健康諮詢。 

Information 

應變措施 
在防疫期間，依據健康、
生活、工作及組織管理等
面向歸類，提供本府各項
應變措施。 

健康 UP 效能 UP 
提供身心健康及工作效
能(如視訊會議技巧)相
關資訊、影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