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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檢察處 

屋崙 (奧克蘭) 市政府 

 

常見問題 

關於屋崙 (奧克蘭) 市的旅遊業和餐旅業勞工  

重新僱用權條例 (Right to Recall Ordinance)， 

2020 年 7 月 31 日生效 

 

發佈日期：2021 年 5 月 26 日 

修訂日期： 

發佈人：屋崙 (奧克蘭) 市檢察長 Barbara J. Parker 

 

 

I. 前言 

 

2020 年 7 月 31 日，屋崙 (奧克蘭) 市議會修訂了《屋崙 (奧克蘭) 市政法規》

(Oakland Municipal Code，簡稱 OMC)，要求特定的旅遊和餐旅業者將工作職位提供給新

僱人員之前，優先重新僱用被資遣的勞工。該條例規定僱主要為先前資遣的職位重新僱人

之前，先將此職位提供給具備此職位所需資格的被資遣員工，並且讓他們至少有十天時間

回覆錄用通知。若有多名被資遣員工都具備同一職位所需資格，則僱主必須先重新僱用年

資最久的被資遣員工。  

在該條例通過之前，屋崙 (奧克蘭) 市 (簡稱「本市」) 並沒有重新僱用權條例，只

有一條勞工留任條例；勞工留任條例規定，經營大型酒店或餐飲服務的新任經營者在業務

移交後 120 天內，不得在無正當理由下解僱前任業主的員工。   

本備忘錄列有一些常見問題 (FAQ)，協助商業業主、員工和其他人士了解和遵守本

市法律。如同本檢察處發佈的其他 FAQ 文件，這只是一般性的指南和參考資料，不構成

法律意見。本文件所含的問答無法替代法律。商業有責任遵循所有法律規定。 

 

II. 一般資訊 

 

1. 《重新僱用權條例》(Right to Recall Ordinance，以下簡稱「條例」) 何時開始生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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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該條例從 2020 年 7 月 31 日起開始生效。  

 

2. 該條例編訂在哪條法律中？ 

 

答：該條例是 OMC 第 5.95 章 (Chapter 5.95) 增訂條例，標題為「餐旅及旅遊業

勞工重新僱用權」(Hospitality and Travel Worker Right to Recall)。若要查詢本條

例，您可瀏覽市政府網站首頁 oaklandca.gov，並搜尋「Oakland Municipal 

Code」。 

3. 當僱主和員工有問題或要投訴時，應如何聯絡市政府？ 

 

答：僱主和員工可以致電 510-238-6258 或發送電子郵件至 

minwageinfo@oaklandca.gov。 

 

4. 當勞工聯絡市政府並提出問題或投訴時，市政府會保密嗎？ 

 

答：會，在適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對於提供資料以及市政府調查報告中提及的

任何員工，市政府將在適用法律允許的最大範圍內，為他們的姓名和其他身分識

別資料 (例如職銜) 予以保密。若為了執法或其他任何適當目的，只要取得員工授

權，市政府可以披露該名員工的身分。 

 

III. 適用範圍和豁免情況 

 

A. 適用範圍 

 

1. 哪些商業需要遵守該條例？  

 

答：該條例適用於以下商業類別： 

 

 機場餐旅經營業者：在屋崙 (奧克蘭) 國際機場 (簡稱「機場」) 為民眾提供

餐飲、零售或其他消費性產品或服務的商業。  

 

 機場服務提供者：與客運航空公司訂有合約執行餐飲外燴勤務，或在機場

執行與人員、財物或郵件空運直接相關之勤務的商業。所謂「與人員、財物

或郵件空運直接相關之勤務」包括 (但不限於)：從飛機上裝載和卸載財物；

依照適用聯邦法律規定協助那些需要協助的殘障乘客；保安；機場票務和登

機報到勤務；飛機地勤處理；飛機清潔和消毒勤務和垃圾清理。 

 

 活動中心：在本市內擁有超過 5 萬平方英呎面積或 5 千個座位的公開表

演、體育活動、商業會議或舉辦相似活動的場館，包括音樂廳、大型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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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體育館、賽車場、競技場和會展中心。活動中心包含與該中心之用途相

關或與該中心聯合經營的簽約、出租或轉租場所 (包括廚房、商攤、零售

店、餐廳、酒吧和停車場)。 

 

 酒店：在本市擁有 50 間或更多客房或套房，並收費供人睡覺或過夜的任何

公共或私人住宿空間或結構物，如旅館、旅店、遊客住宿所、汽車旅館、寄

宿房屋、移動房屋或本市內其他住宿地點。酒店也包括與該建築物之用途相

關或與該酒店聯合經營，或者在該建築物內提供服務的任何簽約、出租或轉

租場所。  

 

 餐廳：在本市範圍內的結構物中從事全面服務的商業活動、有限服務的餐

廳和咖啡館商業活動、速食餐廳商業活動，或酒精飲料販賣商業活動，並且

提供現場消費的商業。該條例僅適用於僱用 500 名以上員工的餐廳，無論是

否透過加盟關係或加盟網絡僱用；該條例不適用於僱用 500 名或更少員工的

餐廳。  

 

2. 該條例是否適用於聯邦航空總署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認證的航空公

司？ 

 

答：不適用。  

 

3. 市政府和屋崙 (奧克蘭) 市港務局 (簡稱「港務局」) 是否屬於需受該條例規範的

僱主？  

 

答：不適用。 

 

4. 哪些勞工適用於該條例所賦予的重新僱用權？ 

 

答：  

 

a. 任何符合下列條件的員工：在 2020 年 1 月 31 日以前的十二個月內受該條例

規範的僱主僱用至少六個月，且最近一次被解僱的日期是在 2020 年 1 月 31 

日以後，且被解僱的理由是因為經濟而非紀律。  

 

b. 任何符合下列條件的員工：在 2020 年 1 月 31 日以前的十二個月內為「繼任

僱主」和「現任僱主」總共工作至少六個月的「繼任僱主」員工，且最近一

次被解僱的日期是在 2020 年 1 月 31 日以後，且被解僱的理由是因為經濟而

非紀律。(關於被「現任」僱主資遣員工的有限重新僱用權，請參閱 FAQ 

IV(12) 的說明)。 

 

5. 何謂「繼任僱主」(successor emplo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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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繼任僱主」意指經歷商業「控制權變更」之後的僱主。 

 

6. 何謂「現任僱主」(incumbent employer)？ 

 

答：「現任僱主」意指經歷商業「控制權變更」之前的僱主。 

 

7. 何謂「控制權變更」？ 

 

答：「控制權變更」意指現任僱主或任何控制現任僱主之個人出售、轉讓、轉

移、捐獻或以其他方式處置所有或絕大部分資產或控制股權 (包括合併、併購或

重組)。   

 

8. 哪些情況屬於因為經濟而非紀律的解僱理由？ 

 

答：因為經濟而非紀律的解僱理由包括 (但不限於)：因為政府發佈居家防疫令而

導致生意清淡、破產或人力縮減。 

 

IV. 重新僱用權的要求 

 

1. 該條例有哪些要求？ 

 

答：凡是在該條例生效日期 2020 年 7 月 31 日之後所產生的職缺，僱主必須提供

給「有資格」擔任此職位的被資遣員工。 

 

2. 何謂「有資格」擔任一個職位？ 

 

答：如果被資遣員工符合以下條件，則視為「有資格」擔任一個職位：  

 

(a) 當被資遣員工最近一次以該僱主現職員工的身分被解僱時，正在擔任相同或

大致相似的職位；或者  

 

(b) 在受過為該職位僱用新員工所提供的同等訓練後具備或可能具備資格接受該

職位。 

 

3. 向有資格的被資遣員工提供職位時，僱主必須以何種方式進行？  

 

答：僱主必須以掛號郵件，將錄用通知書寄到被資遣員工的最後已知實體住址，

且必須根據僱主所掌握的資料，另以電子郵件或手機簡訊將錄用通知傳送給被資

遣員工。   

 

4. 如果有資格的被資遣員工超過一人，僱主必須將該職位提供給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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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先前擔任相同或大致相似之職位的被資遣員工 (請見 FAQ IV(3)(a))，優先於

在受過為該職位僱用新員工所提供的同等訓練後具備或可能具備資格接受該職位

的被資遣員工 (請見 FAQ IV(3)(b))。  

 

當兩名或更多員工都具備一個職位所需的同等資格時 (亦即：所有人先前都擔任

相同或大致相似的職位，或所有人都需要該職位僱用新員工會提供的同等訓

練)，則僱主必須將該職位提供給年資最久的被資遣員工。「年資」意指被資遣

員工為該僱主工作的所有時間，含請假時間在內，包括家事假、病假和休假。 

 

5. 該條例是否要求僱主每當有職缺產生時，都必須同時通知全部有資格的被資遣員
工？ 

 

答：不需要。請參閱 FAQ IV(4)。  

 

 

6. 當一名被資遣員工收到一個職位的錄用通知時，有多少時間可以考慮接受或拒

絕？ 

 

答：當一名被資遣員工收到一個職位的錄用通知時，從信件的郵戳日期或電子郵

件和手機簡訊通知 (若有) 的傳送日期開始計算，至少應有十天時間可以考慮。若

這些日期不同，則從最晚日期開始計算十天。 

 

7. 當僱主向一名被資遣員工提供一個職位時，僱主是否有權訂定僱用條件和細則？  

 

答：有，但要合乎任何適用的集體協商協議。   

 

8. 當僱主向一名被資遣員工提供一個職位，且具體指明每週需要工作特定時數和/

或特定班表時，若這名被資遣員工想接受此職位，但希望工作較少時數或不同班

表，該怎麼辦？ 

 

答：如果被資遣員工不同意僱主開出的條件 (須合乎任何適用的集體協商協議)，

則僱主有權將此員工的回覆視為拒絕該錄用通知，並且重新僱用下一個有資格擔

任此職位的候選人。  

 

9. 如果一名被資遺員工拒絕了一個職位的錄用通知，僱主是否可自由僱用非被資遣

員工來擔任此一職位？ 

 

答：不可以，除非已無其他有資格的被資遣員工可以僱用。若有其他被資遣員工

也具備此一職位所需資格，則僱主必須按照 FAQ IV(4) 所述順序提供此一職位。 

 

10. 如果僱主因為被資遣員工不具備資格而拒絕重新僱用他們，這些被資遣員工是否

有權收到未獲選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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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如果僱主因為被資遣員工不具備資格而拒絕重新僱用他們，轉而僱用其他新

員工，則僱主必須在該職位的僱用日期起 30 天內寄發通知書給這些被資遣員

工。如果僱主因為被資遣員工不具備資格而拒絕重新僱用他們，轉而重新僱用其

他有資格的被資遣員工，則這些未被重新僱用的被資遣員工無權收到未獲選通

知。       

 

11. 如果僱主因為前任員工不具備資格而拒絕重新僱用他們，該僱主是否必須向這些

前任員工解釋未獲選理由？  

 

答：不必，但僱主必須將決定理由記錄於文件中，且這些文件必須保留至少三

年。市政府有權調查對於不法行為的投訴 (請參閱 FAQ VII(1))，且僱主必須在市

政府調查員的要求下提供有關未獲選理由的文件記錄。  

 

12. 如果一家商業經歷了控制權變更，那麼在控制權變更之前被資遣的合資格員工，

是否仍能在控制權變更之後享有重新僱用權？  

 

答：是的，這些被資遣員工仍能享有該條例賦予的重新僱用權，但這些權利嚴格

限制在執行控制權變更證明文件後的 120 天內。另外，當這些員工被重新僱用

時，他們只有權工作最長 45 天 (除非僱主在此 45 天期間內解僱該名員工)。當 45 

天期滿時，該名員工有權獲得職位的書面評估和考慮。繼任僱主不必要在 45 天

期滿後繼續僱用該名員工。(請參閱 FAQ II(7)) 關於「控制權變更」的說明)。   

 

V. 禁止報復 

 

1. 該條例是否禁止報復？ 

 

答：是的。根據該條例，僱主不得因為任何人爭取該條例所賦予的權利、參與有

關該條例的訴訟程序、反對該條例所嚴禁的任何做法，或以其他方式主張該條例

所賦予的權利，而對這些人終止僱用、減薪、拒絕僱用，或採取任何不利行動。

若員工出於善意但錯誤指控僱主不遵守該條例時，該條例也禁止僱主對這類員工

施加報復。  

 

VI. 放棄權利 

 

1. 員工是否可以放棄該條例所賦予他們的權利？ 

 

答：不可以。員工個人無法放棄該條例所賦予他們的權利。 

 

2. 在集體協商程序中，簽訂集體協商協議的員工代表方，是否可以代表員工放棄該

條例所賦予的任何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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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的。員工可以在集體協商協議中以清楚明確的條款放棄該條例所賦予的權

利。 

 

VII. 執法 

 

1. 在確保條例遵循方面，市政府扮演什麼角色？ 

 

答：該條例授權市政府採取適當行動來強制執法。僱主必須允許獲授權的市政府

員工進入工作場所並取得相關記錄 (可能包括印製記錄)，以便監控本法律的遵守

情形和調查員工對不法行為的投訴。  

 

當市政府有理由相信發生違法情形時，可以下令提供適當的暫時性或過渡性救

濟，以便在等候全部調查或聽證完成前，減輕違法行為所造成的傷害或維持現
狀。在舉行過聽證、讓被控違法者有權抗辯之後，市政府可能下令提供適當救
濟。這類救濟可能包括 (但不限於)：復職、返還違法扣押的工資，以及向每一名

在該條例下權利受損的員工或個人，為已發生或持續發生違法行為的每一天支付

五十美元 ($50) 的行政罰款。  

如果僱主不打算立即遵守法規，市政府可以採取適當行動 (包括訴訟) 以確保他們

遵守法規，並且在法律允許的最大限度內撤銷或暫停僱主持有或申請的任何註冊

證書、許可證或執照，直到僱主補救其違法情形為止。為了補償市政府調查和補

救違法情形的費用，市政府還可下令違法僱主為發生或持續發生違法行為的每一

天和受影響的每位員工，向市政府支付合計不超過五十美元 ($50) 的費用。市政

府也可以代表自己或受害員工對違反條例的僱主提起訴訟。 

2. 除了市政府以外，有任何人能為了強制執行該條例而提起訴訟嗎？ 

 

答：是的。舉凡被違反條例之行為所傷害的員工、代表受害會員的個體 (如工

會)，或依適用州法代表公眾的個人或個體，都可以對違反該條例的僱主或其他

人提起訴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