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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克颱風災區災民

就業促進措施執行情形簡報

執告單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日 期 ： 9 9 年 4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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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壹、就業服務計畫

一、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臨時工作津貼實施辦法

二、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僱用災區失業者獎勵辦法

三、培力就業計畫

四、整體災區失業者就業服務措施

貳、職業訓練計畫
一、八八水災災區子弟安置訓練計畫

二、莫拉克颱風受災民眾職業探索研習計畫

三、運用漂流木辦理木雕創作研習課程

四、整體災區失業者就業導向職業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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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就業服務計畫

運用災區人力資源 協助災區重建

98年8月-9月
救災階段

98年9月-12月
安置階段

99年-101年
重建階段

1.提供在地化就業服務 2.規劃就業安置措施

3.增加雇主僱用意願 4.創造在地就業機會

設置
服務窗口

臨時
工作津貼

全程
培力就業

僱用
獎勵措施

提高災區失業者就業機會

災區就業服務計畫

階段
任務

目標

運
用
策
略
及
方
法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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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災階段

98/8-98/9

安置階段

98/9-98/12

重建階段

99年-101年

重

要

措

施

執

行

效

益

八八臨工專案
(98/8/17-98/9/16)

1.災後臨時工作津貼。
2.安置營區臨工專案。
3.非營利組織臨工專案。
4. 林邊臨工專案。
5. 立即上工計畫。

於98年9月16日完成階段性任務，
共核定92個鄉鎮之用人計畫，
提供1萬3,940個工作機會，共計
23萬623人次上工。

1.提供災區當地臨時性工作機會，
給予災區失業者短期就業安置。

2.於8所收容營區內設有聯合服務
中心，公立就業服務中心派員
受理災民求職登記。
3.立即上工計畫協助363名災民就業。

1.災後重建臨時工作津貼
實施辦法

2.災後重建僱用獎勵辦法
3.培力就業計畫
4.規劃整體性就業服務措施

1.提供災後重建所需臨時性人力。
2.增加災區重建工程得標廠商僱用
災區失業者意願。

3.全程培力輔導，協助家園重建及
產業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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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臨時工作津貼實施辦法

適用對象

莫拉克颱風發生時，有一定事實
足認居住、工作或設籍於災區之
災區失業者，並以就業服務法第
24條第1項所列人員，以及持有受
災證明者為優先。

申請方式

災區失業者經向「公立就業服務
機構」辦理「求職登記」，未能
推介就業或安排參加職業訓練者，
得推介至用人單位從事臨時性工
作。

計畫內容 補助措施

1.臨時工作津貼核發標準每人每小時
100元，每月最高176小時，最長12個
月。

2.勞、健保等保險費用亦由政府負擔。
3.臨時工作津貼，得免併入綜合所得總
額課徵所得稅。

為因應莫拉克颱風造成嚴重災害，有效運用災區之人力資源，協助重建
災區，並兼顧災區失業者基本生活，爰提供災區失業者短期安置之工作
機會，發給臨時工作津貼，期間給予求職假鼓勵即早進入一般職場。

政府機關（構）或非營利團體向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提出臨時性工作
計畫申請，並以災區照顧服務、災
區觀光旅遊、災區勞安衛生或其他
災區重建相關工作為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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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災後重建臨時工作津貼經費19億6,320萬元(特別預算)，給予
災區失業者短期就業安置，預計辦理8,180人。

截至99年3月31日止，合計各項災區臨工專案，計核准199個單
位提出申請，提供6,540個工作機會，5,507人上工。

99年上半年加強結合11個災區縣市政府，新增核定4,721個臨時工
作津貼工作機會，擴大辦理災後就業服務。

執行情形

99年度規劃方向

99年度下半年，持續結合11個災區縣市政府在地資源，再予提供
5,000個臨時性工作機會，運用災區之人力資源，協助重建災區，
並兼顧災區失業者基本生活。

一、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臨時工作津貼實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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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僱用災區失業者獎勵辦法

獎勵方式

運用薪資補貼方式，提供僱用獎
勵，鼓勵雇主僱用災區失業者。

適用對象

1.雇主:依政府採購法規定之災區
重建工程得標廠商，及依其契約
得分包之廠商。

2.災區失業者:莫拉克颱風發生時，
有一定事實足認居住、工作或設
籍於災區之失業者。

資格條件
獎勵金額

獎勵標準依受僱勞工身分及人
數，每人每月發給新台幣8千元至
1萬2千元（或每人每小時45元至
65元）

為促進莫拉克颱風災區失業者儘速就業，獎勵災區重建工程得標廠商僱
用災區失業者，以達有效迅速推動災後重建工作之目的，依莫拉克颱風
災後重建特別條例第15條第3項授權規定，訂定「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僱
用災區失業者獎勵辦法」。

災區重建工程得標廠商僱用經公
立就業服務機構發給「僱用獎勵推
介卡」之災區失業者連續滿30日，
並符合相關規定者，得向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申請僱用獎勵。

受理單位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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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災後重建僱用獎勵所需經費4億6,800萬元(特別預
算)，提供僱用獎勵，預計辦理3,900人。

截至99年3月31日止，已聯繫災區重建工程得標廠商
1,777家次，廠商缺工人數為51人，已辦理92人推介，
錄取29人，推介達成率為31.52.%。

此外，本會另運用本會立即上工計畫，協助363名災民就
業，並於今年度辦理就業啟航計畫，鼓勵雇主僱用弱勢
失業者，協助其儘速就業。

二、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僱用災區失業者獎勵辦法

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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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底災區重建工程始陸續完成招標作業，方有符合資格之災區
重建工程得標廠商向本會提出求才需求，致執行績效尚有落後。

重建工程廠商僱用習性多具有固定配合之「工班」，又同期間尚
有「立即上工」、「就業啟航」等措施可協助災區失業者就業，
致影響本案績效執行。

績效未如預期原因分析

本辦法之母法（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已限縮雇主資格，
其求職、求才媒合範圍較小；另部分重建工程之工期較短，致雇
主以及求職人運用本項僱用獎勵措施意願較低。

本項僱用獎勵措施係就業促進工具，是故，倘求職人以一般就業
推介媒合即可順利推介就業，則不會再予運用本項工具。

二、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僱用災區失業者獎勵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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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措施

將本辦法規定及申請表單函送災區縣市政府，並將前開規定及
申請表單列為災區工程招標文件，以周知本項獎勵措施。

研議辦理修法事宜(陳核中)，放寬雇主進用災區失業者條件，
增加雇主僱用意願，修正重點如下：

（1）增加雇主可自行僱用經認定之災區失業者，領取僱用獎勵
規定，俾增加災區失業者就業機會。

（2）刪除雇主須連續僱用滿30日始符合核發獎勵條件規定。

由公共工程委員會提供災區重建工程得標廠商名單，俾便各公
立就業服務機構掌握求才需求，並主動聯繫災區重建工程得標
廠商。

二、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僱用災區失業者獎勵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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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培力就業計畫

透過專業諮詢及對話參與，
輔導民間團體研提能整合區
域內政府部門、民間力量及
企業認養資源之重建計畫。

補助民間團體每人
每小時100元用人費
用以及職業訓練費
用、其他費用、諮
詢陪伴費用。

本會提供諮詢
輔導資源，定
期追蹤評估計
畫經濟及社會
效益。

專業諮詢 對話參與 審查補助 輔導追蹤

結合民間團體、政府部門及企業單位之人力與資源，建立政府及民間合
作夥伴關係，運用民眾創意及自主力量，發展在地特色產業與社會經濟
事業，開創各種可能之就業機會。

計畫工作項目

1.產業復原、轉型或創新。 2.心靈重建。
3.社區發展及文史工作。 4.文化教育及社會福利。
5.衛生環保及生態綠美化。 6.其他有助地區發展之計畫。

審
查
會

公立
就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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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整體災區失業者就業服務措施

透過就業促進措施之各項工作，深化對災區失業者之就業
服務，針對災區失業者之需求，提供個別化、多元化、在
地化的就業服務，促進災區失業者就業。

設置就業服務窗口 運用就業服務外展人員

結合民間團體的力量 提供三合一就業服務

1.0800-777888
2.全國就業E網
3.辦理災區當地求職登記，
建立人才資料庫，進行推
介媒合事宜。

透過就業服務外展人員掌握
當地就業人力，辦理媒合活
動，提供即時且適切的就業
媒合。

提供災區失業者「就業服務」、
「失業給付」及「職業訓練」等
服務，並運用各項就業促進工具，
協助失業者儘速再就業。

開拓在地工作機會，以協
助災區失業者就業及災區
重建。

發展區域
重點就業
服務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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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職業訓練計畫
由受災區域之職訓中心，進行轄區訓練資源之盤點，對於
新增受災民眾職訓需求所需經費，由本局統籌調度。

以受災民眾需求為導向，對於不同時期之需求，提供各項
職訓措施(安置訓練、職業訓練探索研習、職業訓練等)。

原則 1

原則 2

時間 措施 地點 目的

救災階段
進駐災區提供就業及訓練
各項服務

行政院莫拉克颱風
災區服務小組、災
民收容中心、災區
就業服務站(台)

協助災區民眾，提供就
業及職訓各項服務

安置階段

八八水災災區子弟安置訓
練計畫

職訓中心 安置+訓練

莫拉克颱風受災民眾 職
業探索研習計畫

政府提供之安置地
點為主

職業訓練探索研習

運用漂流木資源辦理木雕
創作研習課程

具有漂流木資源之
鄉鎮

職業訓練探索研習

重建階段
提供受災民眾就業導向職
業訓練課程

各訓練單位 專長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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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1

原則
參訓對象 辦理職類

設籍或有一定事實可認定係居
住於災區，且年滿十五歲至六
十五歲之受災失業者。

由所屬各職訓中心計規劃辦理13班、
提供360個訓練機會，包含電腦軟體
應用、電子器材維修及檢測、水電、
銲接、連鎖門市、餐旅服務、泥水、
鋼筋等訓練課程。

報名方式 補助措施

洽受災區域設置之各就服據點或各
職訓中心報名，無須甄試，直接錄取
參訓。各班次報名額滿、或招生滿2
週且報名人數達10人以上即予開班。

給予全額訓練費用補助，提供學員
宿舍，食宿費用全免。

為協助安置八八水災受災失業民眾，並提升其就業技能，以促進其就
業，於98年8月18日訂定「八八水災災區子弟安置訓練計畫」。

一、八八水災災區子弟安置訓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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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1

原則

一、八八水災災區子弟安置訓練計畫

合計辦理3班，計有81人參訓，其中原住民13
人。

台南職訓中心於8月28日開辦「家用水電冷凍空
調班」及「泥水班」各1班，訓練時數288小時(8
月28日至10月16日止)，計有65人參訓，其中原
住民12人。

桃園職訓中心於9月24日開辦「餐旅服務班」1
班，訓練時數360小時(9月24日至11月17日止)，
計有16人参訓，其中原住民1人。

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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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1

原則

1.生活技能類

2.營建技能類

3.手工藝創作類

二、莫拉克颱風受災民眾職業探索研習計畫

計畫目的 辦理地點

辦理職類 參訓對象

使受安置之受災民眾了解各項職業
內涵，以利日後就業職業選擇或參
加職訓，並協助災後生活重建，本
局於98年9月17日訂定「莫拉克颱
風受災民眾職業探索研習計畫」。

由台南職訓中心及南區職
訓中心協調安置受災民眾
之單位提供訓練場地，無
適合場地則擇區外辦理。

(木雕、皮雕、編
織、飾品創作等)

(美容、美髮、餐飲
製作、烘焙食品等)

(水電、鋼筋、模板、
泥水等)

年滿15歲至65歲之受災
失業者。

並視災民需要彈性調整
辦理課程，每一研習班
以每次上課4小時，每
週3至4次，計48小時為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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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1

原則

二、莫拉克颱風受災民眾職業探索研習計畫

合計二中心已辦理6班，計有102人參訓，其中原住民76人。
部分職類其產品可保存且適合行銷販售(如手工編織、飾品製
作)，訓練期間本會勞工福利處適時邀請協助銷售之廠商或平
台，至班上說明，並於學員結訓後，主動聯繫學員，透過網路
或實體商店方式協助學員販售。

9月18日假高雄縣黃埔營區(陸軍官校），開辦「手工編織」、
「美容」各1班；9月21日假高雄縣金陵營區(陸軍工兵學校）
辦理「飾品製作」、「堆高機操控實務」各1班；98年10月5日
假高雄縣之仁美營區辦理「手工香皂班」1班，合計88人參與
研習，其中原住民76人。

結合農委會台南農改場專業師資，於9月23日假台南縣政府
關懷中心辦理南化鄉自來水公司污水廠宿舍安置區災民「果
樹栽培技術研習」1班，計14人參與研習。

南區職訓中心

台南職訓中心

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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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1

原則

三、運用漂流木辦理木雕創作研習課程

已於98年10月9日開訓，訓練人數30人，均為原住民。

98年8月23日 總統視察台東縣金峰鄉嘉蘭村並指示：「有
關漂流木作為文創藝術部份，請勞委會與縣府文化觀光處
一起從外地找專家來輔導。」

南區職業訓練中心分別於8月24日與農委會林務局、9月8日
起與台東縣政府連繫，並與金峰鄉鄉長、嘉蘭村村長及縣
議員等人士研商後，依據當地受災民眾運用漂流木資源之
需求，延聘木雕工藝之專業師資，於嘉蘭村活動中心規劃
辦理「漂流木創作研習班」共48小時。

緣
起

辦
理
過
程

執
行
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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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1

原則

四、整體災區失業者就業導向職業訓練課程

 由職訓中心依據災區產業特色及參考失業者訓練需求，加強開辦
相關訓練課程。

 受災民眾能檢具受災證明，給予免費參訓及優先錄訓，如符合特
定對象之身分，依規定核發職訓生活津貼。

執
行
情
形

 98年10月於高雄縣六龜鄉辦理「混凝土班」、11月於高雄縣及
屏東縣災民安置營區附近開辦「地方特色農產品加工班」、「手
工編織班」、「指甲彩繪班」及「原住民特色風味班」，共辦理
5班，計140人參訓。

 99年預定規劃於災區辦理職前訓練22個班次，截至3月底已開辦
13班，計390人參訓。

南區職訓中心

臺南職訓中心

 98年11月於阿里山鄒族部落組合屋辦理「手工藝傳統編織班」
及「模板鋼筋原住民專班」，計61人參訓。

 99年預定於阿里山鄉辦理職前訓練4班次，1月已開辦「烘焙食
品及咖啡飲料調製班」，計30人參訓。

辦
理
方
式

產業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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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1

原則

辦
理
方
式

由本局所屬職訓中心結合外部資源，辦理重建工程所需如鋼筋、
模板、泥水、水電等營建技能之訓練課程，免費提供受災失業
民眾參加訓練，結訓後投入重建工程。

家園重建

執
行
情
形

自八八水災後，本會中區、台南及南區職訓中心98年已辦理
營造業職業訓練共37班，計1,039人參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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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1

原則
預定於5月份於月眉慈濟大愛屋規劃開辦原住民手工編織、飾
品創作、木雕、網路創業行銷等職類訓練課程，以觀光旅遊為
導向，結合杉林地區觀光景觀及觀光商店街，建構行銷通路。
並於訓練結訓後辦理職訓成果展示活動。

月眉慈濟大愛屋及杉林鄉組合屋職業訓練
規劃情形

俟鴻海科技取得「永齡有機農業區」之土地使用權及完成整
地後，預定6月份於附近之新小林組合屋區域，以自辦合作
或委外辦理方式，辦理精緻農業—「有機農業作物栽培訓練
班」，並加強行銷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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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結 束
敬 請 指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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