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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外送作業安全指引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108 年 10 月 2日勞職安 1字第 1081040118 號函訂定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108 年 12 月 2日勞職安 1字第 1081052314 號函修正 

壹、前言 

食品外送為新興經濟型態產業，食品外送至消費者期間，因有保溫

或保鮮之需求，迫於送達期限之壓力，外送員於外送期間，易發生被撞、

碰撞等事故災害，亦可能因戶外高氣溫環境，引起熱疾病危害，為避免

外送員發生災害，食品外送業者使外送員使用機車、自行車等交通工具

從事食品外送作業，應提供符合規定之安全帽、反光標示及連絡通訊設

備等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並設置安全衛生管理單位或管理人員從

事安全衛生管理，同時對外送員施以從事工作與預防災害所必要之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及訂定適合實際食品外送作業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

則，供外送員遵行，以強化食品外送作業安全。 

為協助食品外送業者對外送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特訂定

本安全指引供業者參考，食品外送業者應依本身實際需要及相關法規要

求，適度修正及調整。對於食品外送作業，得參考本指引訂定食品外送

作業危害防止計畫，據以執行，並留存相關執行紀錄，落實保障外送員

安全與健康之設備及措施。 

貳、名詞定義 

一、食品外送作業：於戶外進行食品遞送之作業。 

二、食品外送業者：經營食品外送服務之廠商。 

三、外送員：從事食品外送作業之服務人員。 

四、保險保障：為保障外送員職業災害權益，食品外送業者為外送員投

保之相關保險〈含財產保險及人身保險〉。 

參、安全管理原則 

一、應訂定食品外送作業安全之評估機制、流程及相關表單，針對外送

員之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實施風險評估，辨識可能危害及採取因

應之分級管理措施，如何實施外送員派單，可參考食品外送指派單

參考例〈如附表 1），例如於地方政府因天然災害宣布停止上班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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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颱風天等)，經評估各項資訊，認有顯著或有可預見風險時，應

停止從事食品外送作業，以維護外送員之生命安全。 

二、外送前應實施車況檢查，如汽油量、機油燈、煞車功能與輪胎等是

否正常，相關車輛安全檢核項目，可參考車況檢核表〈如附表 2〉；

同時確認是否提供足夠相關保險保障〈含財產保險及人身保險〉，

保險種類及額度，可參考保險建議種類及額度檢核表〈如附表 3〉。 

三、食品外送作業應依交通法令相關規定辦理，以防止交通事故災害發

生，並注意下列事項： 

(一)應具備「預測危險、避開危險」等防禦駕駛之用路觀念，以紅綠

燈號誌為例，綠燈時要有其他用路人可能會闖紅燈，或紅燈號誌

也有故障時候的認知，以及因應的駕駛行為對策。 

(二)「搶快」是人的特性之一，能夠對於他人的不當行為有所認知及

預防，就可以提早有所防範，減少自身受傷的機會。 

(三)「前車不打方向燈不代表他不會轉彎或變換車道」，養成觀察前

車動態的習慣。 

(四)和汽車保持適當距離，不管白天、黑夜或雨天行駛，頭燈儘可能

保持恆亮，可減少衝撞機會；另外應穿戴反光背心或配置反光標

識等措施，可讓其他用路人及早發現，安全性也會提高。 

(五)駕駛各種車輛都會有視野死角(盲點)，機車騎士應有「他看不到

我或沒注意到我」的認知。 

(六)預留自己與別人空間，交通環境中的人與車都是動態的，任何車

輛煞車都需要時間與空間。因此當機車陷入車多之處或車陣中穿

梭，就容易發生碰撞，且碰撞後遭輾壓的風險很高。 

(七)善用聲音警告裝置(喇叭)、方向燈等工具來讓其他用路人知道自

己的意圖，可避免意外的發生。 

四、戶外高氣溫環境，為防止熱疾病危害，應參考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發

布之溫度及相對濕度資訊，找出作業現場對應之熱指數值，評估熱

危害風險等級，並依其風險等級採取對應措施，實施熱疾病預防相

關教育宣導，危害預防及管理措施列舉如下：(實施方式請參考勞動

部訂定之高氣溫戶外作業勞工熱危害預防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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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於夏季來臨前針對勞工實施熱適應訓練，以確保勞工對溫濕度之

變化具耐受力。 

(二)提供淺色、寬鬆、具良好吸濕性、透氣性、耐磨且穿著舒適之工

作服，及通風良好之帽子或頭盔。但紫外線指數過高時，則建議

穿著長袖工作服。 

(三)外送員有高血壓、心臟病、糖尿病、精神病、肝疾病、消化性潰

瘍、內分泌失調、無汗症及腎疾病等症狀，服用影響體溫調節、

抑制排汗、利尿劑等藥劑，或肥胖、高年齡、曾經患熱疾病者，

因其身體循環及調節機能較差，應隨時注意其身體健康狀況，避

免使其長時間從事高氣溫戶外作業。有疑義者，應尋求醫師之協

助，並參考醫師建議，採取適當調配措施。 

(四)應於作業前及作業期間指派專人確認各項危害預防及管理措施，

並提醒外送員留意水分及鹽分攝取，隨時掌握外送員健康狀況。

發現外送員有身體不適或疑似產生相關熱疾病症狀時，應立即停

止外送作業，確認其狀況並尋求協助；必要時，應即安排就醫。 

(五)有關高氣溫戶外作業熱危害防範相關檢核項目，可參考附表 4：

高氣溫戶外作業危害防範措施檢核表。 

五、為防止戶外低溫環境引起之危害，應參考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發布之

低溫特報資訊，採取下列危害預防措施： 

(一)實施低溫危害預防教育宣導。 

(二)提供多層次保暖、透氣之工作服。 

(三)對於具高血壓症、心臟病等相關疾病，容易因戶外低溫導致惡化

及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之勞工，應隨時注意其身體健康狀況，

避免使其長時間從事戶外作業。有疑義者，應尋求醫師之協助，

並參考醫師建議，採取適當調配措施。 

六、事故處理： 

(一)如發生車禍，應立即停車以「雙黃燈及三角牌警示後方來車避免

追撞」，同時應在車身後方放置三角牌警告標誌。 

(二)打「110」報警處理，並保留現場以利警方採證，做為未來肇事責

任研判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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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有人傷亡，應即採取必要之急救、搶救等措施，及迅速打

「119」尋求救護車將傷者送醫急救，並於事後實施事故調查、分

析及作成紀錄。 

(四)如發生死亡、罹災人數在 3 人以上或罹災人數在 1 人以上，且需

住院治療之職業災害，應於 8小時內通報當地勞動檢查機構。 

肆、食品外送業者責任 

一、對新進外送員或在職人員變更工作時，應實施 3 小時以上之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並依工作性質及風險評估結果，規劃實施必要之在職

訓練。 

二、應依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並設置

安全衛生組織、人員，實施安全衛生管理及自動檢查。 

三、應會同職業安全衛生人員、食品外送之指派主管及外送員代表，依

風險評估結果，訂定食品外送安全作業標準，納入安全衛生工作守

則中，並定期檢討更新。 

四、使外送員從事食品外送作業，應評估交通、天候狀況、送達件數、

時間及地點等因素，於合理範圍內透過程式設計、演算法則予以適

當分派，避免造成勞工身心健康危害。 

五、應針對食品外送作業可能之危險情境，進行危害辨識、危害評估及

依評估結果擬訂危害控制之分級管理措施，定期或適時檢討風險評

估結果，必要時予以修正，並適時傳達給相關人員周知，於事前告

知外送人員有關食品外送作業之危害因素及應採取之預防措施。 

伍、安全衛生管理之稽核 

一、訂定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應包括食品外送作業安全管理事

項，並敘明其內容有無依相關指引辦理。 

二、定期或不定期實施食品外送作業安全稽核，督導落實風險評估、安

全管理及改善措施，並定期檢討更新。 

三、應明確規定風險評估結果與重要控制措施執行之紀錄內容及保存年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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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外送指派單參考例 

事業單位名稱/部門：__________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時間： 時  分 

有效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至 年 月 日 時 分 

食品外送作業區域： 

食品外送作業項目： 

一、指派前危害辨識及評估： 

食品外送作業風險：□淹水  □強風  □大雨  □坍方落石  □鷹架或路樹倒塌 

                  □道路受損  □物體飛落  □電線脫落  □電桿傾倒 

                  □其他____________       

可配合裝備：□安全交通工具  □連絡通訊設備  □急救包  □其他________ 

個人防護設備：□安全帽  □雨衣  □護目鏡  □救生衣 

              □其他防護用具___________ 

風險評估：□顯著風險或媒體報導具可預見之風險  □中度風險  □低度風險 

二、作業風險之處理措施： 

1.顯著風險或可預見風險：□停止食品外送作業 

2.中度風險：□食品外送作業，但採防護措施，如□安全交通工具執行外勤 

                                     □限縮食品外送作業區域至__公里以內 

                                     □其他防護措施__________ 

3.低度風險：□以機車外勤  □其他___________ 

三、特殊事項及限制：（如無者，免填） 

  

四、注意事項：如「外送員受指派出勤前發現現場存有風險，使生命遭受威脅，應以

生命安全為重，不要冒險前往，如未達成食品外送作業任務者，不會

予以不利處分」、「外送員執行職務發現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時，得依

規定自行停止作業及退避至安全場所，不會予以不利處分。」 

被指派人員簽名：             主管簽名： 

註：本指派單請留存備查，並保存 3年 

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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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況檢核表 

檢核項目 檢核結果 

外送員是否穿戴反光背心或配置反光標

識？
□是 □否 

汽油量是否低於最低油量線？ □是 □否 

機油燈
是否亮起？ 

是否定期更換？ 

 

□是 □否 

□是 □否 

燈光(大燈、方向燈、煞車燈)
是否明亮？ 

是否髒污？ 

是否破損？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煞車
前煞系統是否正常？ 

後煞系統是否正常？ 

 

□是 □否 

□是 □否 

輪胎
是否有外傷？ 

是否附著外物？ 

胎紋深度是否足夠？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輪圈
是否變形？ 

是否龜裂？ 

是否磨損？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駕照是否吊銷？ □是 □否 

外送保溫箱是否確實固定？
外送保溫箱是否破損？

□是 □否 

□是 □否 

 

 

附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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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建議種類及額度檢核表 

人身保險 額度 檢核結果 

團體傷害保險(死亡/失能) 300 萬元 是 否 

團體傷害保險(傷害醫療) 

實支實付：3萬元 

門診日額：300 元 
是 否 

住院日額：1,000 元 是 否 

 

財產保險 額度 檢核結果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死亡/失

能) 
200 萬元 是 否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傷害醫

療) 
每人最高 20 萬元 是 否 

機車第三人責任保險(附加

「營業機車附加條款」傷害責

任) 

每一個人傷害 200 萬元 是 否 

每一意外事故 400 萬元 是 否 

 

備註 1：有關「團體傷害保險」係參考 104 年與 108 年全國公教人員團體意外保險額度，其

承作範圍包含職業分類第 1至 4類人員。而機車快遞業於職業分類屬第 3類人員。 

備註 2：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額度係參照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訂定。 

備註 3：機車第三人責任險有關傷害責任部分額度係參考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之

建議額度。 

附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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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氣溫戶外作業危害防範措施檢核表 

檢核項目 檢核結果 

是否指派專人確認各項危害預防及管理

措施？ 

□是 □否 

不論是否有熱相關疾病症狀，是否有定期

補充水分及電解質？ 

□是 □否 

是否於中午期間適當進食？ □是 □否 

是否備有足夠清涼飲用水或含電解質飲

料？ 

□是 □否 

工作服與帽子（或頭盔）是否具備透氣性

及透濕性？ 

□是 □否 

是否有定時休息或減少連續作業時間？ □是 □否 

外送作業前，是否確定其熱適應已完成？ □是 □否 

是否指導外送員日常自主健康管理？ □是 □否 

是否備有溫度計、血壓計等能於必要時檢

查外送員身體狀況？ 

□是 □否 

是否於作業前及作業期間確認外送員之

健康狀況？ 

□是 □否 

外送員是否瞭解： 

熱相關疾病之一般跡象及症狀？  

防止熱相關疾病之注意事項？  

熱適應之重要性？  

規律定期飲水之重要性？  

作業夥伴如出現熱相關疾病症狀時應採

取之作為？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外送員是否瞭解由誰提供緊急救護？  □是 □否 

是否已提醒告知外送員下列事項：  

經常補充水分及鹽分 

在遮陽處休息 

及早通報熱疾病症狀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附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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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9年1月6日 

臺北市議會第13屆第6次臨時大會第3次會議三讀通過 

臺北市外送平台業者管理自治條例 

第一條  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為強化外送平台業者之管理，特制定

本自治條例。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市政府）。但本

自治條例所定事項涉及市政府所屬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責者，由

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執行之。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外送平台：指使用電子商務技術進行網際網路交易，提供消費

者購買商品，並提供外送員選擇接受訂單就消費者購買之商品

進行外送服務之平台。 

二、外送平台業者：指設置前款平台而營業之廠商。 

三、外送員：指透過外送平台應用程式，前往消費者指定之廠商領

取商品，運送至消費者指定地點並交付之外送服務從業人員。 

四、外送服務期間：指外送員於外送平台應用程式上線接受消費者

購買商品之訂單時起，至外送員將商品依消費者指示而交付之

時止之期間。 

第四條  外送員與外送平台業者成立提供外送服務契約後，外送平台業

者應以自己之費用，以外送員為被保險人，依下列各款規定投保傷

害保險： 

一、意外傷害致失能或死亡之保險，最低保險金額新臺幣二百萬元

。 

二、意外傷害之醫療保險，實支實付型之最低保險金額新臺幣三萬

元，日額支付型之最低保險金額每日新臺幣一千元。 

外送平台業者應將前項保險契約之保險證或保險手冊交付外

送員收執，並應於提供外送服務契約存續期間內，維持前項保險契

約之效力，且不得排除外送服務期間以外發生事故之理賠。 

外送平台業者應備置第一項之要保及保險人所交付同意承保

資料，保存至保險期間屆滿後至少六個月，並將已納保之外送員人

數及第一項之投保項目公開揭示，有異動時應即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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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送平台業者未履行第一項及第二項所定義務前，不得使外送

員提供外送服務。 

第五條  外送平台業者於政府機關因天然災害宣布停止上班期間，應停

止從事外送服務，並通知外送員。但有正當理由，認無顯著或可預

見風險者，不在此限。 

第六條  外送員於從事外送服務期間，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外送平台業

者應於明知或可得而知該情事之時起八小時內通報臺北市勞動檢查

處： 

一、發生死亡災害。 

二、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一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 

第七條  外送平台業者提供或參與食品運送服務，其食品安全衛生管理

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至少應設置一名以上管理衛生人員，並符合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以下簡稱衛生局）公告比例之管理衛生人員及受一定時數之

衛生教育訓練。 

二、指派管理衛生人員管理外送員及運送容器之衛生。提供外送服

務期間應逐日作成紀錄，並保存五年供衛生局查核。 

第八條  外送平台業者對於新加入之外送員，應於提供外送服務前，施

以至少三小時之職業安全、食品衛生安全及交通安全教育訓練課程

。 

第九條   市政府應將外送員於本市發生交通事故之相關統計資料，按季

公告之。 

外送平台業者經前項公告之當季交通事故較前一季統計為高時，

應於當季統計資料公告後一個月內訂定降低外送員發生交通事故計

畫，報市政府備查。 

第十條  以下各款電磁紀錄，外送平台業者至少應保存一年，有關機關

於必要時得調閱之： 

一、消費者訂購商品之時間及內容。 

二、廠商接受訂單之時間及內容。 

三、外送員提供外送服務之時間、地點及內容。 

四、消費者之付款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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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外送平台業者應於外送平台介面明確揭示下列各款事項： 

一、商品價格、服務費或運費之金額。 

二、消費者取消訂單之退費機制。 

三、外送平台業者得取消訂單之事由及退費機制。 

四、商品遲延交付之處理方式。 

五、交付商品之種類或數量與訂單不符及商品損壞之處理方式、

收退費用及賠償方案。 

第十二條  外送平台業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

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四條或第六條規定。 

二、違反第五條規定。 

三、無正當理由規避、妨礙或拒絕有關機關依本自治條例所為之

查核。 

第十三條  外送平台業者違反第七條第二款規定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

上八萬元以下罰鍰。 

外送平台業者違反第七條第一款或第九條第二項規定，經通

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八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次處罰。 

第十四條  外送平台業者違反第八條規定，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

善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六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外送平台業者違反第十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六萬

元以下罰鍰。 

第十五條  第四條至第八條、第十二條至前條第一項規定，於外送平台

業者未與外送員成立提供外送服務契約，而由第三人與外送員成

立者，於該第三人準用之。 

第十六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針對勞動部 10月 14日針對 foodpanda勞檢結果發表內容，foodpanda聲明如

下： 

 

我們很遺憾我們的外送夥伴在 10.11服務的過程當中不幸發生交通事故身亡，

在此 foodpanda再次表達最深的關懷與不捨。關於此外送夥伴的後續協助，

foodpanda已經於第一時間聯繫家屬給予必要協助，並提供家屬該外送夥伴應

得的保險賠償與優於勞基法 59條的撫卹金，希望能陪同家屬度過難關。 

 

foodpanda目前與外送夥伴為承攬關係，透過平台的資源，零碎的勞力資源得

以有效利用，也讓付出的勞動者可以彈性的賺取報酬。面對這樣的新型態勞動

力需求，公司因此採取較為適用的承攬制度。foodpanda進入台灣之初即在台

合法設立公司，一直以來均恪守當地法規，在建立外送夥伴承攬關係前，已仔

細研究台灣法條，並諮詢台灣本地大型律師事務所，在理解此營運模式符合台

灣的法規、一切合法合理的原則下才啟動營運。 

 

外送員的安全與工作權益是我們公司最重視的。我們提供所有外送夥伴優於法

定規範與主要同業的保險保障，保險範圍涵蓋死亡、殘廢、第三人體傷、第三

人財物損失及超跑事故財物損失。所有外送夥伴在上線前即享有以上保障。針

對最近發生的個案，我們也早在主管機關與媒體介入前，就主動提供優於勞基

法第 59條的撫卹金。即使我們與外送夥伴為承攬關係，我們所提供的保障已超

過法定雇傭關係的要求，絕非外界所說的藉承攬制度規避企業責任。針對勞動

部於 10.14發起的勞動檢查，foodpanda積極配合並主動提供任何需要資料，很

遺憾在為期慎短的調查中，勞動部即認定該個案不符合承攬。foodpanda重申

本公司與外送夥伴的合作關係為承攬關係，在現行勞動法規與新型態勞動力需

求的落差下，我們選擇了較適合現行勞動者的制度，並提供優於承攬關係的保

障。foodpanda將秉持著過往一致的精神，密切與主管單位配合調查與改善，

也期待勞動部能與 foodpanda一同為近十萬名的外送勞動力提供者規劃更適合

於現行工作狀態的法規與保障。 

 

foodpanda在台灣深耕七年，歷年來在台灣總投資金額已達數十億台幣，我們

對台灣市場有長期的投入與用心。希望政府機關能給予機會，讓我們有下一個

七年。我們的願景不僅是提供消費者外送的便利，更希望能提供台灣整體勞動

環境更好的工作機會，並為台灣長期的經濟成長盡一份心力。政府機關希望保

護勞工與民眾的初衷與本公司是沒有違背的，我們會持續努力與政府共同研擬

新形態的勞動管理規範，以符合平台經濟的新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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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契約從屬性判斷檢核表 
一、本檢核表係供判斷從屬性之參考。任一項目如勾選為「符合」，代表該項目有從屬性

特徵，但程度之高低，仍須視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情形判斷。 

二、整體檢核結果，符合項目越多者，越可合理推論趨近於勞動契約，但仍需視整體契
約內容，及事實上受拘束之程度，綜合判斷。 

   108年 11月 19日製表 

項次 內容 
檢核 
情形 

一 具人格從屬性之判斷 

(一) 勞務提供者之工作時間受到事業單位之指揮或管制約束 

1.1 勞務提供者不能自由決定工作時間及休息時間 
□符合 

□不符合 

1.2 
勞務提供者未於工作時間出勤，未請假時會受懲處或不利

益待遇（包含停止派單或任意調換工作區域） 

□符合 

□不符合 

1.3 
勞務提供者上下班應簽到打卡或輔以電子通信設備協助

記載 

□符合 

□不符合 

(二) 勞務提供者給付勞務之方法須受事業單位之指揮或管制約束 

2.1 
勞務提供者僅得依事業單位決定的工作執行方式完成工

作，違反者，會受懲處或不利益待遇 

□符合 

□不符合 

(三) 勞務提供者給付勞務之地點受到事業單位之指揮或管制約束 

3.1 勞務提供者不能自由決定提供勞務之處所、路線或區域 
□符合 

□不符合 

3.2 
勞務提供者應服從事業單位調派至其他處所、路線或區域

提供勞務 

□符合 

□不符合 

(四) 勞務提供者不得拒絕事業單位指派之工作 

4.1 
勞務提供者拒絕事業單位指派的工作會遭受懲處或不利

益待遇 

□符合 

□不符合 

(五) 
勞務提供者須接受事業單位考核其給付勞務之品質，或就其給付勞務
之表現予以評價 

5.1 勞務提供者的工作表現有接受事業單位之考核的義務 
□符合 

□不符合 

(六) 
勞務提供者須遵守事業單位之服務紀律（如適用事業單位之工作規則

或其他內部規章），並須接受事業單位之懲處 

6.1 
勞務提供者需遵守事業單位的工作規則或其他內部規

範，違反者會受懲處或不利益待遇 

□符合 

□不符合 

(七) 勞務提供者須親自提供勞務，且未經事業單位同意，不得使用代理人 

7.1 事業單位要求勞務提供者親自從事工作 
□符合 

□不符合 

7.2 事業單位會不定期查核勞務提供者是否親自工作 
□符合 

□不符合 

(八) 勞務提供者不得以自己名義，提供勞務 

8.1 
勞務提供者必須以事業單位名義提供勞務，不能以個人名

義招攬業務 

□符合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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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勞務提供者不得以自己名義對外表彰自己所提供之勞務

成果，僅能對外表彰事業單位或其負責人之名義 

□符合 

□不符合 

二 具經濟從屬性之判斷 

(一) 
勞務提供者依所提供之勞務，向事業單位領取報酬，而非依勞務成果
計酬，無需自行負擔業務風險 

1.1 不論勞務提供者有無工作成果，事業單位皆計付報酬 
□符合 

□不符合 

1.2 
事業單位依據勞務提供者提供勞務之時間長度及時段計

付報酬 

□符合 

□不符合 

1.3 
不論事業單位是否收到款項，都自己吸收損失，不影響報

酬之計付 

□符合 

□不符合 

(二) 
提供勞務所需之設備、機器、材料或工具等業務成本，非由勞務提供
者自行備置、管理或維護 

2.1 
勞務提供者被要求必須使用事業單位提供或指定之設備

(或工具等)提供勞務 

□符合 

□不符合 

(三) 勞務提供者並非為自己之營業目的，提供勞務 

3.1 
勞務提供者僅係為事業單位之事業而貢獻勞力，不須負擔

營業風險 

□符合 

□不符合 

(四) 
事業單位以事先預定之定型化契約，規範勞務提供者僅能按事業單位
所訂立或片面變更之標準獲取報酬。 

4.1 
勞務提供者只能按事業單位所訂立的標準獲取報酬，事業

單位片面變更報酬標準時，勞務提供者僅能接受 

□符合 

□不符合 

(五) 
事業單位規範勞務提供者，僅得透過事業單位提供勞務，不得與第三
人私下交易 

5.1 
勞務提供者僅得透過事業單位提供勞務，不得私下與第三

人交易，以獲取報酬 

□符合 

□不符合 

三 具組織從屬性之判斷 

(一) 
勞務提供者納入事業單位之組織體系，而須透過同僚分工始得完成工
作 

1.1 勞務提供者須依事業單位要求定期排班、輪班或值班。 
□符合 

□不符合 

1.2 
勞務提供者無法獨力完成工作，需與其他同事分工共同完

成工作 

□符合 

□不符合 

四 其他判斷參考 

1.1 
事業單位為勞務提供者申請加入勞工保險或為勞務提供

者提繳勞工退休金 

□符合 

□不符合 

1.2 
事業單位以薪資所得類別代勞務提供者扣繳稅款，並辦理

扣繳憑單申報 

□符合 

□不符合 

1.3 事業單位其他提供相同勞務者之契約性質為勞動契約 
□符合 

□不符合 



 

資料來源 
〈零工經濟是好經濟？——工作自主與勞動保障的拉扯〉 

 

〈外送勞動者之死 政府請動起來〉 

 

〈食物外送員承攬/僱傭的法律拉鋸戰〉 

 

〈平台經濟的解毒劑－奪回組織控制權〉 

 

〈如何建立零工經濟的勞動保護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