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關屋崙市疫情期間保護勞工與社區的常見問題  
–COVID-19 緊急帶薪病假法令  
生效日期：5/12/20  

第 1 頁，共 13 頁 
 

市檢察官辦公室 

屋崙市 

 

常見問題 (FAQ) 

有關屋崙市疫情期間的勞工與社區保護  

COVID-19 緊急帶薪病假法令，生效日期：5/12/20 

 

發佈日期：2020 年 7 月 22 日 

修訂日期： 

發佈者：Barbara J. Parker，屋崙市檢察官 

 

 

I. 簡介 

 

2020 年 5 月 12 日，屋崙市議會針對屋崙市政法規 (OMC) 進行修訂，規定雇主需

為員工提供緊急帶薪病假 (EPSL)，倘若遭到裁員的員工在離職前有累計帶薪病假，應給

予補償。   

除某些豁免情況外，該法令規定所有雇主應該立即提供：   

• 至少八十 (80) 小時的 EPSL 給每位符合以下條件的現職員工 (1) 在屋崙市內

每週至少工作四十 (40) 小時，時間為 2020 年 2 月 3 日至 2020 年 3 月 4 日；

或是此後的任何時間；或是 (2) 被歸類為全職員工者；以及   

 

• 在 2020 年 2 月 3 日至 2020 年 3 月 4 日期間每週工作時數未滿四十 (40) 小

時，同時在 2020 年 3 月 4 日之後依然維持此情況的每位現職員工，其 EPSL 

等於 2020 年 2 月 3 日至 2020 年 3 月 4 日期間，員工工作時數最高的十四 

(14) 天期間於屋崙市內工作的平均工作時數。 

 

倘若員工因本法令所列舉的 COVID-19 相關原因而未能工作或是遠程辦公，員工得

使用法令所提供的 EPSL。雇主得暫時積欠根據聯邦家庭首例冠狀病毒病應對法 (Families 

First Coronavirus Response Act) (緊急帶薪病假部分 E，第 5101 節及下列內容) (以下稱為

「聯邦法」) 應提供的任何帶薪病假，以履行他們根據本法令應提供 EPSL 的義務。   

此外，該法令同時規定，針對 2020 年 5 月 12 日當天或是之後遭到裁員的所有員

工，雇主應根據屋崙市 OMC 第 5.92.030 節現有帶薪病假法律，對於員工在離職時累計的

帶薪病假給予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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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法令通過之前，聯邦家庭首例冠狀病毒病應對法 (生效日期為 2020 年 4 月 1 

日) 規定，倘若員工因 COVID-19 相關原因而無法上班或是無法遠端工作，雇主必須提供 

EPSL 給員工。然而聯邦法與本法令間存在有差異，包括但不限於下列部分： 

• 聯邦法不適用於有 500 名或是 500 名以上員工的企業，而本法令則適用。  

• 聯邦法不允許員工以其年滿 65 歲或是有健康方面的問題，對於 COVID-19 的抵

抗力不佳為由使用 EPSL，而本法令則允許。  

• 在計算兼職員工的 EPSL 時數方面，聯邦法所認定的範圍比法令的認定範圍要

來得窄。  

• 在 EPSL 特定的允許用途方面，聯邦法在付款條件的認定也較為嚴格。   

 

此備忘錄係針對常見問題 (FAQ) 進行解答，以協助企業主、員工以及其他人瞭解

並遵循屋崙市法律。與本辦公室所發行的其他常見問題一樣，本 FAQ 的用途為一般指南

和資源，並不構成法律建議。本文件中包含的問題與解答並不作為法律的替代。企業有責

任遵守所有法律要求。 

 

II. 一般資訊 

 

1. 倘若員工與雇主有任何疑問或是想要提出申訴，應該如何與本市聯絡？ 

 

答案：員工與雇主可與工作場所與就業標準部 (Department of Workplace and 

Employment Standards，DWES) 聯絡，聯絡方式為將電子郵件寄送至 

minwageinfo@oaklandca.gov 或是撥打電話 510-238-6258。如需瞭解更多資訊，請

參考 DWES 網站：https://www.oaklandca.gov/departments/workplace-employment-

standards。 

2. 緊急帶薪病假 (EPSL) 法令 (以下稱為「法令」) 的生效日為何？   

 

答案：該法令的生效日期為 2020 年 5 月 12 日。市議會根據屋崙市憲章第 213 節

的規定通過此緊急法令。   

3. 屋崙市的政府雇主是否受此法令的約束？ 

 

答案：否。美國政府、加利福尼亞州或是任何其他政府實體均不受此法令約束。 

 

4. 法律中何處有本法令的相關規定？ 

 

mailto:minwageinfo@oaklandca.gov
https://www.oaklandca.gov/departments/workplace-employment-standards
https://www.oaklandca.gov/departments/workplace-employment-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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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本法令已新增至屋崙市政法規 (OMC) 成為第 5.94 章中標題為「疫情期間保

護勞工與社區 – COVID-19 緊急帶薪病假法令」的內容。在屋崙市網站首頁 

oaklandca.gov 搜尋「Oakland Municipal Code」即可找到本法令。 

5. 對於有疑問或是想要提出申訴而聯絡本市的勞工，屋崙市是否會對於其身分保

密？ 

 

答案：是，在適用法律允許的情況下。在適用法律允許的最大範圍內，本市將對

提供資訊之員工以及本市調查報告中所提及任何員工的姓名與其他可識別身分的資

訊予以保密，例如工作職務。在獲得員工授權之後，本市得基於執行法律或其他任

何適當目的公開員工的身分。 

 

III. 涵蓋範圍與豁免情況 

 

A. 涵蓋範圍 

 

1. 哪些雇主需受此法令的約束？   

 

答案：除下面所述的某些豁免情況外，本法令涵蓋不屬於「小型企業」雇主的私

人機構雇主。「小型企業」雇主係指於 2020 年 2 月 3 日至 2020 年 3 月 4 日期間，

雇用人數少於五十名全職和/或兼職員工的雇主。 

 

2. 哪些類型的員工可能有資格獲得法令所提供的好處？ 

 

答案：勞工必須是受此法令約束的企業現職員工。此外，勞工必須根據加州法律

有權領取最低薪資，同時必須在 2020 年 2 月 3 日之後在屋崙市範圍內為雇主工作

至少兩小時。作為領取此類援助的條件，在 2020 年 2 月 3 日之後已經在本市範圍

內為受法令約束的雇主履行至少兩小時的工作，以及目前為該雇主工作的公共福利

領取者同樣也符合資格。 

 

3. 員工必須在雇主的公司任職一段期間才符合獲得 EPSL 的資格嗎？   

 

答案：不需要，但是員工必須符合在本答案之前關於問題 2 答案中所說明的要

求。 

 

B. 豁免 

 

1. 醫療保健提供者/應急人員豁免 

 

a. 醫療保健提供者和/或應急人員的雇主是否可以選擇自本法令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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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可以。本法令所包括的醫療保健/應急人員豁免範圍與聯邦法律第 

5111(1) 節中的範圍相同。雇主得依據 29 CFR 第 826.30(c) 節豁免其身分為「醫

療保健提供者」和/或「應急人員」的員工，使其無需遵守本法令的要求，前提

為選擇過程需符合聯邦法第 5111(1) 節所涉及之聯邦法規。  

 

b. 選擇醫療保健/應急人員豁免的雇主是否必須遵守任何記錄保存的要求嗎？ 

 

答案：需要。自雇主選擇豁免範圍日期起的三年期間，雇主必須保留描述豁免

員工類別的資訊，在哪些地點獲得豁免，以及員工類別根據哪些法令條文獲得

豁免。此外，雇主必須記錄哪些員工類別沒有獲得豁免，並且確保屬於非豁免

類別的員工已充分瞭解其權利，並且符合法令的通知規定。   

 

2. 「慷慨雇主」部分豁免 

 

a. 法令內容是否包括某些慷慨雇主的部分豁免？  

 

答案：需要。提供 EPSL 的要求 (第 5.94.030(A) 節) 並不適用於下列情況的任何

雇主：提供其員工立即獲得帶薪事假，且休假時數至少相當於法令中所指定的

數量與目的。除任何帶薪假以外，根據集體勞資協議、勞動契約或是發佈政

策，雇主必須提供此帶薪事假。  

 

此外，提供 EPSL 的要求並不適用於在 2020 年 2 月 3 日之後，允許其員工累積

至少一百六十 (160) 小時的帶薪事假，並且滿足下列兩種條件的雇主：   

i. 自 2020 年 5 月 12 日開始允許其員工立即獲得至少八十 (80) 小時的帶薪

假，並且適用於法令所述之用途， 以及   

 

ii. 立即提供給在 2020 年 5 月 12 日之前已經使用帶薪事假的任何員工，同

時其累積的剩餘帶薪假已不足八十 (80) 小時，帶薪假時數加上員工的剩

餘休假總和需等於八十 (80) 小時 (5.94.090(B))。   

 

b. 員工是否在日後必須「償還」獲得的帶薪假才能滿足「慷慨雇主」豁免的情

況？ 

 

 答案：否。雇主必須在員工無需承擔義務或沒有牽連的情況下提供帶薪假。 

 

c. 雇主是否必須滿足慷慨雇主豁免的要求，才能讓所有員工都有資格獲得豁免？ 

 

答案：需要。雇主必須滿足此豁免的要求，以便讓所有員工可以豁免法令規定

需要提供 EPSL 的要求。    

3. 小型企業雇主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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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雇主要如何知道其企業是否因屬於小型企業而得到豁免？      

 

答案：若要獲得此豁免的資格，雇主必須於 2020 年 2 月 3 日至 2020 年 3 月 4 

日期間，雇用人數少於五十名全職和/或兼職的員工。未登記清潔人員的雇主，

或是連鎖業者或是連鎖企業網路相關加盟商，倘若其所屬連鎖業者或是連鎖企

業網路雇用總計超過五百 (500) 名員工，均不符合小型企業雇主的條件。    

b. 如果雇主在 2020 年 2 月 3 日至 2020 年 3 月 4 日期間從未同時雇用超過四十九 

(49) 名員工，但是由於人員流動等因素雇用了總計超過五十 (50) 名或以上的員

工，該雇主是否符合小型企業雇主豁免的資格？ 

 

答案：是的。 

 

C. 涵蓋期間 

 

1. 法令的生效期間為何？   

 

答案：法令的生效日期為 2020 年 5 月 12 日。    

2. 法令是否會過期？ 

  

答案：是的。除非市議會另行延長，否則法令將於 2020 年 12 月 31 日之後失效。

受法令約束的所有雇主必須允許符合資格的員工基於法令所規定的用途，使用根據

本法令所提供的所有 EPSL，且時間不得晚於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未於該日期之

前使用的任何 EPSL 將會過期。 

 

IV. EPSL 要求 

 

1. 員工在什麼情況下有權獲得 EPSL？ 

 

答案：倘若員工因以下原因而無法上班或是遠程工作，則員工有權獲得 EPSL： 

 

(1) 員工需要遵守與 COVID-19 相關的聯邦、州或是當地檢疫或隔離命令； 

 

(2) 醫療保健供應商因 COVID-19 相關疑慮而建議員工進行自我檢疫； 

 

(3) 員工出現 COVID-19 症狀同時目前正在尋求醫療診斷； 

 

(4) 員工所照顧的人員需遵守段落 1 中所述的命令，或是已經收到段落 (2) 

中所述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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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員工子女就讀的學校停課或是寄送的托兒中心已經關閉，員工需要自行

照顧子女，或是子女的托兒服務人員由於 COVID-19 預防措施而沒有提

供服務；或 

 

(6) 員工正在面臨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長與財政部長與勞工部長磋商後指

定的任何其他實質類似情況。 

 

此外，與聯邦法不同的地方是，倘若員工因以下原因而無法上班或是遠程工作，則

員工有權獲得 EPSL：  

(1) 讓員工能夠照顧經診斷得到 COVID-19 或是出現 COVID-19 症狀的家庭

成員；或 

 

(2) 讓符合下列條件的員工能夠請假：  

 

a. 至少年滿 65 歲； 

  

b. 身體出現例如心臟病、氣喘、肺病、糖尿病、腎臟病或免疫力下降等

健康狀況； 

 

c. 存在經阿拉米達郡、加州或是聯邦公共衛生官員認定，倘若曝露在 

COVID-19 下有可能使得大眾罹患嚴重疾病或死亡的風險增加的疾

病；或  

 

d. 存在經醫療保健專業人士認定，倘若曝露在 COVID-19 下有可能使得

員工罹患嚴重疾病或死亡的風險增加的疾病。 

 

2. 員工可能有權獲得並且用於前述答案用途的 EPSL 時數有多少？ 

 

答案：   

• 全職員工：如果此類員工於 2020 年 2 月 3 日至 2020 年 3 月 4 日期間 (或是

此後的任何時間點) 在屋崙市範圍內每週至少為雇主工作四十 (40) 小時，或

是其雇主將其歸類為全職員工，則他們可獲得的 EPSL 時數為八十 (80) 小

時。   

 

• 兼職員工：員工於 2020 年 2 月 3 日至 2020 年 3 月 4 日期間，在屋崙市範圍

內十四 (14) 天的平均時數。此十四 (14) 天必須為員工在上述期間於本市範

圍內工作時擁有最高時數的 14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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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員工為全職員工，每週為其雇主工作四十 (40) 小時，但是其中只有部分時間

是在屋崙市範圍內工作，其他方面都符合 EPSL 資格，員工在符合 COVID-19 相

關原因的情況下，可以獲得多少 EPSL 時數？   

 

答案：如果雇主所雇用的員工每週在屋崙市範圍內工作的時數少於四十 (40) 小

時，則根據 OMC 第 5.94.030 的內容，雇主可以將該員工視為兼職員工，作為計算

應給予的 EPSL 時數的依據。舉例來說，如果一名全職員工每週在屋崙市範圍內只

有工作二十 (20) 小時，則雇主必須為該名員工提供四十 (40) 小時的 EPSL，代表在

兩週期間中每週工作二十 (20) 小時。  

4. 雇主應該提供給有權獲得 EPSL 的員工多少補償金？   

 

答案：雇主必須以員工通常在工作期間賺取的相同時薪 (即 100% 的正常時薪) 與

相同福利 (包括健康福利) 為員工給予所有 EPSL 類別的補償，最高限額為每天 511 

美元，所有 EPSL 時數加總後的最高限額則為 5,110 美元。  

5.  倘若員工遭到裁員或是其他原因而離職，雇主是否必須允許員工將未使用的 

EPSL 兌換成現金？   

 

答案：否。法令中沒有規定該義務。 

6. 雇主可以要求員工必須提供什麼文件才能使用 EPSL？ 

 

答案：一般而言，雇主不得在員工使用 EPSL 時要求其提供醫生證明或其他文件。

然而此規則有例外情況；如果 ESPL 的基礎為「經醫療保健專業人士認定，倘若曝

露在 COVID-19 下有可能使得員工罹患嚴重疾病或死亡的風險增加的疾病」，則雇

主得要求員工提供醫生證明或醫療保健專業人士開具的其他文件。所需文件不需要

公開員工的疾病狀況，但是應該指出員工因罹患疾病，倘若曝露在 COVID-19 下，

罹患嚴重疾病或死亡的風險將會增加。   

 

7. 員工是否必須前往醫療保健提供者處就診，才能獲得常見問題 6 所提到的必要文

件？ 

 

答案：不需要，員工只需透過網路或是電話與醫療保健提供者完成看診，即可獲

得必要的證明文件。  

 

8. 關於雇主要求員工支出以證明其使用 EPSL 資格 (如常見問題 6 所述) 的金額數量

是否有任何限制？      

 

答案：有的。雇主要求其員工證明他/她符合帶薪假資格所支付的費用不應超過五

美元。倘若員工與醫療保健提供者預約看診被收取的費用超過五美元 ($5.00)，則

雇主必須放棄要求員工提供文件，或是為員工支付差額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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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員工是否必須將因合格原因而有權獲得的所有 EPSL 時數一次全部用完？   

 

答案：不需要，沒有這樣的規定。因合格原因有權使用 EPSL 的員工可以透過符合

其特殊需要的方式選擇使用帶薪假。舉例來說，如果員工因為得到 COVID-19 或是

要照顧 COVID-19 患者而使用 EPSL，他們可以選擇連續請假多天，將 EPSL 一次

用完，但是員工也可以選擇只用掉部分的帶薪假和/或間隔性使用帶薪假。雇主不

得要求員工必須以大於一小時的時間增量請假。然而倘若員工已經感染或是可能感

染 COVID 19，合理的工作場所安全問題和/或聯邦法規可能會要求員工不得間隔性

出現在他們的工作場所。 

10. 如果員工能夠提前知道需要使用 EPSL 的時機，員工是否應該在可行的範圍內儘

早通知雇主自己需要請帶薪假？ 

 

答案：應該。 

 

11. EPSL 如何與現有的帶薪假政策互動？ 

 

答案：法令所提供的 EPSL 是除了任何其他的帶薪假外，雇主根據集體勞資協議、

勞動契約、法律或是原則另外提供給員工的休假。     

員工可以選擇先使用 EPSL，然後再使用雇主所提供的其他休假，包括根據屋崙市

最低薪資與病假法令所規定的帶薪病假。雇主不得要求員工先使用任何其他類型的

帶薪假，然後再使用 EPSL。 

V. 將根據本市現有帶薪病假法令 

 (措施 FF 法案，OMC 第 5.93.030(A) 節) 所累積的帶薪病假兌換成現金。   

 

1.  雇主是否必須允許遭到裁員的員工將在屋崙市現有病假法令 (OMC 第 5.92 章的內

容已經有所編纂) 底下所累計的帶薪病假時數兌換成現金？   

答案：需要。雇主必須允許在 2020 年 5 月 12 日當天或是之後遭到裁員的任何員

工，在本法令效力到期之前，將在屋崙市現有病假法令底下所累計的帶薪病假時數

兌換成現金 (最多 72 小時)。 

2.  雇主必須在何時將兌換成現金的病假費用付給遭到裁員的員工？ 

答案：雇主必須在員工離職時立即支付該款項。   

3.  裁員的意思是什麼？   

答案：裁員包括在沒有正當理由情況下，由雇主發起的離職程序。舉例來說，如

果是出於經濟原因的考量，裁員的意思等同於離職；由於表現不佳或是行為不當的

解雇則不是裁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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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雇主是否必須允許因故辭職或離職的員工將根據屋崙市病假法令所累積的帶薪病

假兌換成現金？ 

 答案：否。   

5. 如果雇主允許員工累積超過 72 小時的病假，雇主是否必須允許員工將超過此時間

量的病假兌換成現金？ 

答案：不需要。然而協商後的集體勞資協議或是勞動契約可能會要求雇主必須允

許此類兌換。 

6.  當遭到裁員的員工選擇將病假兌換成現金時，雇主必須採用哪種費率來支付病假

兌換的金額。   

答案：如果是時薪制的員工，雇主應採用正常時薪支付病假兌換的金額。雇主應

該使用員工在兌換病假時所採行的時薪。 

7.  針對領取年薪的員工，應該支付的病假費用是多少？ 

答案：針對領取年薪的員工，支付給該員工的病假現金兌換費用確定方式如下： 

• 將年薪除以五十二 (52) 可得出週薪； 

 

• 將週薪除以固定安排員工工作的時數： 

 

o 針對未能自公平勞動標準法 (Fair Labor Standards Act，FLSA) 與加州法

律加班規定中豁免的員工，即使非豁免員工每週固定的工作時間超過四

十 (40) 小時，週薪必須只能除以四十 (40) 或是更少的時數； 

 

o 對於自公平勞動標準法與加州法律加班規定中豁免的員工，應該將週薪

除以四十 (40) 小時，除非有明確和令人信服的證據顯示豁免員工在一星

期當中固定的工作時間不到四十 (40) 小時。在這種情況下，應將週薪除

以每週正常工作的小時數。    

 

8.  如果員工有兩份薪資不同 (或是浮動薪資) 的工作，但雇主是同一位，而且兩份工

作都位於屋崙市，付給該員工的病假費用應該是多少？  

答案：雇主應該將員工兌換現金的病假補償給員工，其薪資金額應等於員工在請

病假期間工作的預定薪資金額。 

 

9.  如果遭到裁員的員工在本市以及本市以外都有工作時數記錄，並且根據履行工作

的地點獲得不同的薪資，則雇主在針對累計帶薪病假為員工提供補償時，應該以

哪個薪資金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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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雇主應該補償員工的薪資金額為員工目前在屋崙市內執行工作的固定薪資

金額。  

 

10.在員工將累計帶薪病假兌換成現金時，是否應該將 

計算小費金額納入考量？ 

答案：不應該。病假的兌換薪資金額僅會以雇主給付給員工的補償金為準。 

 

VI. 與聯邦法律的互動和主要比較 

 

1. 根據聯邦法律向員工提供緊急病假補償的雇主是否能夠根據該法令獲相關款項的

減免額？   

 

答案：  需要。同時受到聯邦法律以及該法令約束，並且根據聯邦法律 (the Paid 

Sick Leave Act, which is Division E of the Families First Coronavirus Response Act) 為

員工提供緊急病假的雇主將可根據聯邦法律獲得支付金額的減免，同時只需支付法

令規定的應付餘額 (如果有) 即可。法令的目的並非要求雇主加倍付款。請注意，

根據法令，雇主不會根據聯邦法律的部分 C 進行編纂的緊急家庭與醫療假擴大辦

法 (Emergency Family and Medical Leave Expansion Act)，向員工提供擴大家庭與醫

療假，進而獲得相關款項的減免。 

2. 根據法令應該給予的 EPSL 是否能夠與緊急家庭與醫療假擴大辦法 (聯邦法律部分 

C) 提供的擴大家庭與醫療假共同進行？ 

 

答案：可以，員工可以根據聯邦法律的擴大家庭與醫療假選擇在前兩週期間使用

根據法令應該給予的 EPSL。 

3. 根據法令規定，雇主需要付給員工的補償金可能會比聯邦法律規定的補償金更

多，原因是什麼？ 

 

答案：包括的原因如下： 

(a) 法令適用的雇主對象為員工超過 500 人的公司，而在聯邦法律中此公司規

模的雇主則可豁免。因此，這些大型企業的雇主根據法令有責任支付應付

福利的全部 。   

 

(b) 在某些情況下，法令所要求的付款金額下限會高於聯邦法律所要求的金額

下限。當員工因為常見問題 IV(1) 第 4-6 號所列，與 COVID-19 有關的原

因而需要使用 EPSL，法令要求雇主需要支付員工全額的正常時薪，金額

上限為每天 511 美元，總計金額上限為 5,110 美元。相比之下，在遇到相

同原因的情況下，聯邦法律要求雇主支付員工的金額為正常薪資的三分之

二，每天金額上限為 200 美元，總計金額上限為 2,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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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根據法令使用 EPSL 的合格原因要比根據聯邦法律使用 EPSL 的合格原因

更多。當員工因為常見問題 IV(1) 所列的最後兩個原因使用 EPSL 時，法

令要求雇主支付員工全額的正常時薪。(請參閱 OMC 第 5.94.030(B)(b)(I 

和 (ii)) 節。聯邦法律 (緊急帶薪病假法) 並未包括 EPSL 允許用途的原因。

因此，根據法令，如果員工因為第 7 或是第 8 號原因請假，雇主每天最多

應付給員工 511 美元，總計金額上限為 5,110 美元，而雇主根據聯邦法律

將無需支付任何金額。   

 

(d) 在計算應該給予兼職員工多少 EPSL 時數方面，法令與聯邦法律提供了不

同的方法，如此可能導致雇主根據法令需要給予兼職員工較多的 EPSL 時

數。   

 

i. 法令規定雇主提供給兼職員工的 EPSL 應等於員工於 2020 年 2 月 3 日至 

2020 年 3 月 4 日期間，在屋崙市範圍內十四 (14) 天的平均時數。此十四 

(14) 天必須為員工在上述期間於本市範圍內工作時擁有最高時數的十四 

(14) 天。   

 

ii. 聯邦法律規定雇主需為兼職員工提供的 EPSL 時數等同於員工在兩週期

間平均的工作時數，如果兼職員工的時間表有所不同，則雇主得使用六

個月的平均值來計算平均的每天時數。對於至少有六個月沒有擔任員工

職務的兼職員工，雇主得使用在招募時議定的時數，或是在沒有協議的

情況下，使用排定員工在整個合約期間內工作的每日平均時數。 

 

(e) 法令要求雇主允許遭到裁員的員工根據 OMC 第 5.92.030(A) 節的內容將累

計的帶薪病假法兌換成現金。聯邦法律沒有相應的規定。 

 

VII. 雇主記錄保存 

 

1. 雇主應該將什麼樣的記錄保留下來？ 

 

答案：雇主必須保留合規記錄至少三年的時間。記錄必須包括以下內容： 

• 每位現任與前任雇主、員工姓名、工作時數、薪資、累計的帶薪病假與請假

狀況，包括 EPSL 與請假狀況。 

 

• 選擇以醫療保健提供者或是應急人員雇主身分自法令規定豁免的雇主必須保

留描述豁免員工類別的資訊，在哪些地點獲得豁免，以及員工類別根據哪些

法令條文獲得豁免。雇主也應該記錄哪些員工類別沒有獲得豁免。 

 

2. 是否允許員工可存取上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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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需要。雇主必須準備一份員工記錄供提出要求的員工或是員工代表檢查與

留存複本。如果員工提出要求，雇主必須為員工或是員工代表提供其他員工的員工

記錄複本，但是可識別其他員工身分的資訊 (例如姓名、地址以及社會安全號碼) 

需要刪除。   

 

VIII. 禁止報復 

 

1. 法令內容是否禁止報復？ 

 

答案：是的。雇主不得向根據該法令主張其權利的員工報復或以其他方式給予歧

視對待。此外，倘若員工根據法令主張其權利，雇主不得在收到員工主張權利通知

的 120 天內解雇員工，除非雇主掌握「明確和令人信服的正當理由證據」，足以作

為解雇員工的理由。員工根據法令所擁有的權利包括 (但不限於)： 

• 要求使用或是使用 EPSL； 

 

• 向本市提出投訴或是向任何人通知有關雇主涉嫌違反本法令的資訊； 

 

• 參與調查、聽證會或是訴訟程序，或是與本市合作或協助本市針對涉嫌違反

該法令情事進行調查；和  

 

• 向任何人員通知他們根據法令所享有的權利； 

 

• 利用民事救濟來行使其權利；和 

 

• 以其他方式根據該法令維護其權利。 

 

IX. 放棄 

 

1. 員工是否能夠放棄他們在法令中享有的權利？ 

 

答案：不可以。員工不能夠放棄他們在法令中享有的權利。 

2. 集體勞資協議中的某方是否能夠代表他們在集體協商過程中所代表的員工，放棄

其根據本法令所享有的權利？ 

 

答案：  可以。法令中所提供的權利可以在集體勞資協議放棄，前提是必須以清晰

明確的方式闡述此類放棄。 

 

 

X. 強制 

 

1. 雇主需要向員工提供有關其法令權利的通知內容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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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本市已在其網站上發佈並透過電子通訊向雇主提供適合雇主向員工告知其

權利的通知。通知內容已翻譯為西班牙文、中文以及越南文。   

每位雇主應該在本市公佈通知並且提供通知下載方式的三天內以能夠傳達給所有員

工的方式向員工提供通知，包括但不限於將通知張貼在工作場所的明顯位置；透過

電子通訊；或是公佈在雇主的網頁或應用程式架構平台中的明顯位置。倘若某種語

言的使用員工人數超過百分之 10，則應該提供該語言的版本。   

2. 雇主是否必須遵守適用於所有員工 (無論其移民身分) 的 EPSL 法令？ 

 

答案：需要。 

 

3. 本市在確保遵守法令規定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答案：  法令授權本市採取適當的步驟以執行法令內容。雇主必須允許授權的本市

員工造訪工作場所以及瀏覽相關記錄 (可能包括記錄的產生過程)，以監督對本法律

的遵守情況並調查員工對違規行為的投訴。  

倘若本市有理由認為違規行為確實發生，本市得命令適當的臨時或過渡期間救濟，

以減輕違規行為或是維持現狀，以靜候完整調查或聽證會完成。在舉行聽證會並且
完成指控違反者的正當程序後，本市可以下令採取任何適當的救濟措施。此類救濟

措施可能包括 (但不限於) 復職、歸還非法拖欠的薪資，以及向根據法令所享有權

利因違規發生或持續而遭到違反的每位員工或是人員每日支付五十美元 ($50) 的行

政罰金。  

倘若沒有立即遵守法規，本市可能會採取任何適當措施來確保遵守法規，包括提起

訴訟，並在法律允許的最大範圍內撤銷或中止由雇主持有或要求的任何註冊證書、

許可證或執照，直到雇主糾正違規行為為止。為了補償本市在調查和糾正違規行為

的費用，本市得責令違規雇主每日需向本市以及遭受違規發生或持續進行所害的每

位員工支付五十美元 ($50) 以內的金額。本市還可以代表自己或受害員工向違反該

法令的雇主提起訴訟。 

4. 本市以外的任何人是否能夠提起訴訟以執行該法令？ 

 

答案：可以。因違反該法令而受到傷害的員工、代表受委屈會員行事的實體 (例如

工會)，或是根據適用州法規定代表大眾行事的個人或實體，皆可向違反該法令的

雇主或其他人員提起訴訟。 

 

如需更多有關 FFCRA 要求的資訊，可以查詢美國勞工部的常見問題解答，網址如下：

https://www.dol.gov/agencies/whd/pandemic/ffcra-questions 

https://www.dol.gov/agencies/whd/pandemic/ffcra-ques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