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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要派公司使用派遣勞工狀況調查問卷 

派遣勞動名詞定義： 

1. 派遣：派遣機構與要派公司（機構）訂定要派契約，約定由派遣機構雇用勞

工並派遣至要派公司（機構），在要派公司（機構）指揮監督下提供勞務。 

2. 派遣機構：雇用勞工並使其為要派公司（機構）提供勞務者。 

3. 要派公司（機構）：在要派契約之約定下，實際使用派遣勞工者。 

4. 派遣勞工：受派遣機構雇用，並為要派公司（機構）提供勞務者。 

5. 派遣契約：派遣機構與派遣勞工簽訂，約定派遣勞工至要派公司（機構）提

供勞務之契約。 

6. 要派契約：派遣機構與要派公司（機構）簽訂，約定派遣勞工至要派公司（機

構）提供勞務之契約。 

 

一、 受訪公司基本資料 

行業別 

□農林漁牧業 □製造業 □營建業 □運輸倉儲通信業

□金融保險不動產業 □工商服務業 □批發零售餐飲業

□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業 □公共行政業 

填答人服務部門  填答人職稱  

員工人數 

（不含派遣勞工） 

 

外資有無 □有 □無 

外資國別 □日本 □美國 □歐洲 □韓國 □其他（請說明）  

主要營業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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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問項 

1. 貴公司經常使用派遣勞工從事哪些工作？ 

使用類別 

使用派遣 

勞工人數 

派遣勞工平均使用期間 

行政性員工 

（如秘書、總機、人事、總務、

文書……） 
約   人 

□1 個月（含）以下 

□1個月以上～3個月（含） 

□3個月以上～6個月（含） 

□6個月以上～1年（含） 

□1年以上 

工業性員工 

（如工地工人、工廠作業員）

約   人 

□1 個月（含）以下 

□1個月以上～3個月（含） 

□3個月以上～6個月（含） 

□6個月以上～1年（含） 

□1年以上 

專業性員工 

（如資訊人員、翻譯人員、工

程師、管理人員） 
約   人 

□1 個月（含）以下 

□1個月以上～3個月（含） 

□3個月以上～6個月（含） 

□6個月以上～1年（含） 

□1年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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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貴公司為何會使用這些派遣勞工，其主要原因為何？（請依重要性最多選出

三項，並請分別填入 1、2、3） 

□滿足業務臨時增加所需的人力 

□降低薪資成本 

□減少福利及訓練成本 

□人員調度更靈活 

□專注於公司的核心業務 

□作為招募不定期（正式）員工的橋樑 

□暫時替代請假員工工作 

□遞補離職員工空缺 

□需要派遣勞工的專業技術 

□其他（請說明）： 

 

3. 請問貴公司經常使用派遣勞工的組成性質？ 

（1）平均教育程度分佈比例 □小學及以下，    % 

□國中，    % 

□高中/高職，    % 

□大學/專科，    % 

□研究所及以上，    % 

（2）平均年齡分佈比率 □18 歲以下，    %； □19-24 歲，    % 

□25-19 歲，    %； □30-34 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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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9 歲，    %； □40-44 歲，    % 

□45-49 歲，    %； □50-54 歲，    % 

□55-59歲，    %； □60歲以上，    % 

 

4. 貴公司經常使用派遣勞工中： 

（1）女性比率，    %  ； （2）原住民比率，    % 

（3）學生比率，    %  ； （4）身心障礙人士比率，    % 

（5）外籍人士比率，    % 

 

5. 貴公司透過何管道知道派遣機構（請依重要性最多選出三項，並請分別填入

1、2、3） 

□透過親友介紹 

□透過員工介紹 

□透過同業介練 

□透過平面媒體（報紙、雜誌）瞭解 

□透過電子媒體（電視）瞭解 

□透過公立就業服務機構瞭解 

□透過網際網路（Internet）瞭解 

□其他（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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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貴公司是否要求派遣機構提供之派遣勞工應具備以下的條件？ 

（1）教育程度 □不拘    □小學     □國中 

□高中/高職   □大學/專科   □研究所及以上 

（2）技術證照 □是         □否          □依職種而定 

（3）工作經驗 □是         □否 

 

7. 貴公司是否有提供派遣勞工任何的教育訓練？ 

（1）□無任何訓練 

□一般訓練 

□專業訓練 

□安全衛生訓練 

□其他（請說明）                             

（2）如果有以上任何一種訓練，貴公司提供的訓練時間平均為   小時。 

 

8. 貴公司提供派遣勞工的薪資水準為何？（以日薪計算） 

□500 元以下 

□501~1,000 元（含） 

□1,000~2,000 元（含） 

□2,000 元以上 

比較工作性質相同的正式員工，貴公司提供派遣勞工的薪資水準是： 

□高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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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出一些 

□差不多 

□低一些 

 

9. 貴公司是否提供派遣勞工下列的福利？（請勾選） 

□其他保險（如公司團體險） 

□年節獎金或禮品 

□其他（請說明） 

 

10. 貴公司使用過的派遣勞工，有多少比率的派遣勞工會成為正式員工？   % 

 

11. 貴公司是否與派遣機構訂有書面契約？ 

□（1）是 

□（2）否，理由                                 

 

12. 貴公司與派遣機構訂定的契約內容包括哪些項目？（可複選） 

□派遣勞工的工作內容 

□派遣勞工的薪資福利 

□指揮監督權利的歸屬 

□法律責任的歸屬（如勞資糾紛或職業災害） 

□其他（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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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貴公司使用派遣勞工時，是否曾發生職業災害？ 

□有，職業災害補償責任由誰負擔 □貴公司 □派遣機構 

□無 

 

14. 貴公司是否會對派遣勞工進行績效評估？ 

□是，目的                                   

□否 

 

15. 貴公司經常（曾經）對派遣機構抱怨事項為何？（請依重要性最多選出三項，

並請分別填入 1、2、3） 

□派遣勞工態度不佳 

□派遣勞工出勤狀況不佳 

□派遣勞工被動 

□員工素質參差不齊 

□未能及時提供派遣員工 

□派遣勞工不願配合加班 

□派遣勞工不敬業 

□其他（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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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貴公司使用派遣勞工時，經常遭遇到的問題或困難有那些？（請依重要性最

多選出三項，並請分別填入 1、2、3） 

□缺乏法令規範 

□正式員工與派遣勞工形成對立 

□派遣勞工素質低，績效不佳 

□派遣勞工專業知識不足 

□不利工作團隊協調 

□行政管理工作負擔加重 

□派遣機構配合度不高 

□正式員工士氣與忠誠度降低 

□業務機密外洩 

□其他（請說明）                                

 

17. 貴公司使用派遣勞工後，是否較同業更具競爭優勢？ 

□是  □否 

 

18. 貴公司是否贊成政府儘速制訂，實施「派遣勞動法」？ 

□是  □否 

 



 

 157

附錄二  

 

派遣勞動之派遣勞工狀況調查問卷 

派遣勞動名詞定義： 

1. 派遣：派遣機構與要派公司（機構）訂定要派契約，約定由派遣機構雇用

勞工並派遣至要派公司（機構），在要派公司（機構）指揮監督下提供勞務。

2. 派遣機構：雇用勞工並使其為要派公司（機構）提供勞務者。 

3. 要派公司（機構）：在要派契約之約定下，實際使用派遣勞工者。 

4. 派遣勞工：受派遣機構雇用，並為要派公司（機構）提供勞務者。 

5. 派遣契約：派遣機構與派遣勞工簽訂，約定派遣勞工至要派公司（機構）

提供勞務之契約。 

6. 要派契約：派遣機構與要派公司（機構）簽訂，約定派遣勞工至要派公司

（機構）提供勞務之契約。 

 

一、 派遣勞動對工作的影響 

1. 您目前只是暫時從事派遣工作，未來打算找一個非派遣的工作？ 

□是  □否  □不確定 

2. 目前的派遣工作是您踏入社會後第一份工作？ 

□是（跳答第四題）  □否 

3. 您在受雇於目前這個派遣機構前的工作是： 

□仍是派遣工作  □非派遣的全職性工作  □非派遣的兼職性工作 

□沒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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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您目前的派遣工作，契約為期多久？ 

□1個月（含）以下  □1 個月以上～3個月（含）   

□3 個月以上～6個月（含）  □6 個月以上～1年（含）  □1 年以上 

 

 不同意 不確定 同 意

5. 從事派遣工作，可以擴展您的工作經驗…………… □ □ □ 

6. 藉由派遣工作，可以進入知名的企業工作………… □ □ □ 

7. 派遣工作可以提供您多樣化的工作機會…………… □ □ □ 

8. 派遣工作是尋找非派遣全職性工作的跳板………… □ □ □ 

9. 派遣工作具有挑戰性………………………………… □ □ □ 

10.派遣工作有助於個人探索自己工作興趣…………… □ □ □ 

11.派遣工作有助於拓展個人在專業領域的知名度…… □ □ □ 

12.藉由派遣工作，可以較快找到工作………………… □ □ □ 

13.藉由派遣機構，可以減少找工作的時間成本……… □ □ □ 

14.派遣工作有助於個人二度踏入社會………………… □ □ □ 

15.派遣工作是找不到工作的過渡階段………………… □ □ □ 

 

二、 派遣勞工的工作權益 

1. 您曾經在派遣工作未完期間，有中途結束工作的經驗？ 

□是（續答）  □否（跳答第 4題） 

2. 承上題，此經驗有過幾次？ 



 

 159

□1次  □2~3 次  □4 次或以上 

3. 承上題，結束的原因是： 

□個人因素  □非自願性  □其他             

4. 您在沒有派遣工作的等待期間，派遣業者對您採取何種措施？ 

□到派遣業者處工作並支薪  □無支付薪水，但保留勞健保   

□沒有任何措施  □其他             

5. 派遣業者將您派遣到現在這個要派公司工作，是否先徵求您的同意？ 

□是  □否 

 

 不同意 不確定 同 意

6. 每次派遣的工作，職務性質類似……………………. □ □ □ 

7. 能接受時常派遣到不同的公司工作………………… □ □ □ 

8. 派遣業者在派遣工作快結束時，會積極為派遣勞工

尋找下一個派遣工作…………………………………
 

□ 

 

□ 

 

□ 

9. 派遣機構在您沒有工作時會和您保持聯絡………… □ □ □ 

10.從事派遣工作比較不受拘束………………………… □ □ □ 

11.從事派遣工作，比較可以配合自己的要求…………. □ □ □ 

12.派遣機構會提供較多的工作來選擇………………… □ □ □ 

13.整體而言，派遣的工作是有保障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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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派遣勞工的勞動條件 

1. 您知道目前的派遣工作的薪資由誰決定？ 

□派遣機構  □要派公司  □自己  □不知道 

2. 您享有目前要派公司內的福利制度嗎？ 

□完全享有  □部分享有  □完全沒有  □不知道 

3. 派遣機構是否額外提供您其他的福利項目？（可複選） 

□團體保險  □健保以外的其他健康保險項目  □沒有額外提供 

□不知道  □其他             

4. 您目前工作的要派公司，有提供您教育訓練的機會嗎？ 

□有  □沒有  □不知道 

5. 您曾在派遣過程，遇到職業災害的情況嗎？ 

□有（續答）  □沒有 

6. 承上題，由誰承擔職災補償責任者： 

□派遣機構  □要派公司  □皆無  □皆有  □不知道 

 

 不同意 不確定 同 意

7. 派遣工作的薪資水準合理（不考慮其他福利）……… □ □ □ 

8. 擔心從事派遣工作會沒有退休金的保障…………… □ □ □ 

9. 和要派公司內的正式員工享有相同的休假福利…… □ □ □ 

10.派遣機構會培養工作上所需的知識技能…………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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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同意 不確定 同 意

11.發生職業災害時應由派遣機構負起職災補償責任… □ □ □ 

12.派遣勞工應有加入要派公司工會的權利…………… □ □ □ 

 

四、 派遣勞工的心理 

1. 您認為您的雇主是 

□派遣機構  □要派公司  □都是  □都不是 

 

 不同意 不確定 同 意

2. 對要派公司的忠誠度不低於要派公司的正式員工… □ □ □ 

3. 從事派遣工作並不會影響您覺得沒有歸屬感……… □ □ □ 

4. 從事派遣工作不影響您在要派公司和同事的相處情

形…………………………………………………… 

□ □ □ 

5. 在要派公司裡的同事，不會對您產生排斥感………. □ □ □ 

6. 和您擔任相同職務的要派公司同事，不會因您的派

遣身份而有被替代的不安定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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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基本資料 

1. 性別：□男  □女 

2. 年齡：□19 歲或以下  □20~24 歲  □25~29 歲  □30~34 歲 

□35~39 歲    □40~44 歲  □45~49 歲  □50 歲以上 

3. 教育程度：□國中或以下  □高中/高職  □專科  □大學   

□研究所或以上 

4. 婚姻狀況：□未婚  □已婚  □其他 

5. 目前工作待遇（平均月薪）： 

□20,000 元或以下  □20,001~30,000 元  □30,001~40,000 元   

□40,001~50,000 元  □50,001 元以上 

6. 目前為止，您從事派遣工作已有多久的時間： 

□1年或以下 □1年以上～2年 □2年以上～3年 □3年以上～4年 

□4年以上～5年 □5年以上 

7. 您目前從事的職務為： 

□主管人員  □行政人員  □技術人員  □專業人員  □作業員 

□售貨員及展售說明人員  □體力工  □服務人員  □其他     

 



 

 163

附錄三  

 

派遣機構使用派遣勞工狀況調查問卷 

派遣勞動名詞定義： 

7. 派遣：派遣機構與要派公司（機構）訂定要派契約，約定由派遣機構雇用

勞工並派遣至要派公司（機構），在要派公司（機構）指揮監督下提供勞務。

8. 派遣機構：雇用勞工並使其為要派公司（機構）提供勞務者。 

9. 要派公司（機構）：在要派契約之約定下，實際使用派遣勞工者。 

10.派遣勞工：受派遣機構雇用，並為要派公司（機構）提供勞務者。 

11.派遣契約：派遣機構與派遣勞工簽訂，約定派遣勞工至要派公司（機構）

提供勞務之契約。 

12.要派契約：派遣機構與要派公司（機構）簽訂，約定派遣勞工至要派公司

（機構）提供勞務之契約。 

 

一、 公司基本資料 

1. 成立時間？ 

2. 什麼原因貴公司會從事派遣行業？ 

3. 是否與國外派遣機構合作（或為分公司）？ 

4. 派遣員工有否分登錄與經常性？  

5. 登錄與經常性派遣人員在性質上是否有明顯差異？ 

6. 派遣員工人數（登錄與經常性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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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是否和派遣員工簽訂契約？ 

契約型態與內容？  

登錄與經常性的契約是否有差異？ 

8. 是否提供勞健保、病假給付、假期給付、獎金、退休金等福利？  

9. 是否提供教育訓練？ 

何種型態（如軟體）？ 

何種方式（上課或電腦軟體教學）? 

通常多久？ 

10. 貴公司派遣勞工其勞資協商權益等議題（有派遣勞工的工會嗎）？ 

 

二、 要派公司面 

1. 貴公司的客戶（要派公司）的產業性質以何者居多（請分別填入

1.2.3）？ 

與以前有無變化？  

目前或未來可能的趨勢？  

2. 通常客戶需求派遣人員的職務有那幾種最熱門？ 

與以前有無變化？ 

未來可能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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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與客戶是否簽訂契約？ 

契約型態？ 

內容？ 

通常契約期限為何？ 

4. 派遣人員的待遇是否決定於與客戶之契約？ 

通常以何種單位計算（日薪、週期、月薪）？  

通常在同工下與一般人員待遇有無明顯差異？若有，原因為何？ 

若較高則問要派公司為何能接受？ 

若較低則問為何派遣勞工能接受？ 

登錄與經常性同工下，有無待遇差異？若有，原因為何？ 

5. 就貴公司瞭解，為何其客戶需要派遣勞工呢？ 

6. 是否發生過勞資糾紛（職業災害……）？  

如何處理（是誰出面）？ 

7. 在監督控制命令派遣員工上，是否有發生與客戶衝突之處？  

8. 在國外，有一種型態的派遣，是要派公司將其員工，直接掛於派遣

機構名下，貴公司有無這種情形？ 

9. 在國外，有許多要派公司利用派遣來物色合適員工，貴公司有無發

生此情況？貴公司充許嗎？ 

10. 可否透露一下，要派公司最常跟妳們抱怨的事？派遣勞工最常反應

（或抱怨）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