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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圖臨時勞動者可享有薪病假和安全假 (PSST) 
7 月 8 日/西雅圖 

分享 

此連結會在新視窗中開啟 

 

西雅圖有薪病假和安全假 

 
根據當地法規規定，您現在可累計有薪病假和安全假 (可溯及 2019 年 10 月)。每透過 Uber 系統上線開車 
30 天 (非連續)，即可累計一天假。在西雅圖市內完成至少一趟行程或外送，即視為一個工作天。 
 

資格條件 

 
您必須在過去 90 天內於西雅圖市完成至少 1 趟載客行程或外送。(1) 

 
(1) 根據條例規定，可能適用某些排他條款。 
 
病假和安全假每日費用 

 
自 2019 年 10 月以來費用最高月份的每日平均收入。此平均值每月會重新計算一次。 
 

申請有薪病假和安全假 

 
申請開始時間：[4 AM PT]。您會分別收到每一天假的費用。我們會在收到申請後 14 天內處理各筆款項。
每年最多可累積 9 天。 
 

結束有薪病假和安全假 

 
只要您完成載客行程或外送，系統就會取消您的有薪假。任何未使用的假會重新計入您的剩餘天數。 
 

政策範圍 

 
本政策適用於西雅圖所有符合資格的職業駕駛和合作外送夥伴，目的是為臨時勞動者提供有關 PSST 條例
的通知和資訊。遵守條例為 Uber 政策；本政策提供的資訊是以遵守條例為目的。如需深入了解條例相關
規定，請參閱此處。 
 

第 I 節 - 臨時勞動者 PSST 條例宗旨；關於 PSST 

https://www.seattle.gov/laborstandards/ordinances/paid-sick-and-safe-time/gig-worker-paid-sick-and-safe-time-ordinance


 

為因應新冠肺炎 (COVID-19)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西雅圖市政府於 2020 年 6 月 12 日頒布《臨時勞動者
有薪病假和安全假條例》(以下稱「條例」)。此臨時法案自 2020 年 7 月 13 日起生效，允許特定臨時勞動
者享有聘僱單位 (以下稱「Uber」) 提供的有薪病假和有薪安全假 (PSST)。 

 
符合資格的臨時勞動者 (以下稱「勞動者」) 有權基於條例涵蓋的任何原因使用 PSST 福利 (以 24 小時為
單位)，包括但不限於： 

 
因自己或家庭成員的身心健康需予以照顧 (包括就醫)。 
因自己、家庭成員或同住成員涉及家庭暴力、性侵害或跟蹤騷擾等問題需予以照顧。 

家庭成員的學校或醫療院所關閉時。 

如果公司因健康或安全因素減少、暫停或中斷營運。 
 

有薪病假和有薪安全假所指的「家庭成員」包括以下個人 (不視年齡條件)：配偶、登記的同居伴侶、子
女、繼子女、寄養子女、兄弟姊妹、父母、(外) 祖父母、(外) 孫子女及配偶父母。 
 

有薪病假和安全假所指的「同住成員」只包括子女、繼子女、寄養子女、兄弟姊妹、父母、繼父母、(外) 
祖父母、(外) 孫子女、現任和前任配偶及同居伴侶、有共同子女之對象、有血緣或婚姻關係之成年人、曾
同居或正在同居的成年人、年滿 16 歲且同居或曾同居，以及正在約會或曾約會過的對象。 

 
第 II 節 - 勞動者保險 
 

為符合條例宗旨，受本政策保障的勞動者僅限於使用 Uber 系統提供服務的勞動者，且該服務為全部或部
分於西雅圖發生，亦即包括因工作關係而停靠西雅圖。 
 

第 III 節 - 有薪病假和有薪安全假，從 Uber 選擇的年份開始累計 
 
根據條例規定，勞工在 2020 年 3 月 3 日市長宣布的民間緊急狀態終止後 180 天內，或公職人員為因應新
冠肺炎 (COVID-19) 公共衛生緊急事件而宣布針對西雅圖共同實施的任何緊急狀態終止後 180 天內，仍有
權累計有薪病假和有薪安全假，以較晚發生者為準。 
 

2020 年 7 月 13 日前使用 Uber 系統提供服務的勞動者，得於 2019 年 10 月 1 日或工作開始日 (以較晚發
生者為準) 開始累計有薪病假和有薪安全假，每工作 30 天 即可累計一天假。根據條例和本政策規定，工
作日係指勞動者使用 Uber 系統接受預先安排的外送或交通服務以補償其工作的任何日曆天，且該服務為
全部或部分於西雅圖發生。 
 
勞動者得將累計九天未使用的有薪病假和有薪安全假遞延至次一日曆年度。 

 
除非 Uber 另有書面規定，否則「年」是指一個日曆年度。(2) 

若 Uber 為遞延已累計的未使用有薪病假和有薪安全假，而將某種年度類型轉成另一種類型，Uber 會確保
轉換流程符合條例的累計、使用、遞延相關要求和其他要求。 
如果勞動者將未使用的有薪病假和有薪安全假遞延至次一日曆年度，則次一年日曆年度的累計有薪病假和



有薪安全假應包含上一日曆年度累計且遞延的有薪病假和有薪安全假。 

 
如果 Uber 退出、出售、交換或處置其業務，或其業務被繼承人以其他方式收購，勞動者得保留所有累計
的未使用有薪病假和有薪安全假，並有權使用條例規定的有薪病假和有薪安全假。 

 
根據條例規定，勞動者應在申請使用有薪病假和有薪安全假之前的 90 個日曆天內為聘僱單位 (此處意指 
Uber) 提供服務，且該服務為全部或部分於西雅圖發生。過去 90 天提供的服務全部或部分於西雅圖發生
者，可透過 Uber App 申請 PSST 休假。 
 
(2) 根據條例規定並為澄清起見，「年」系指 Uber 確立並用於其日常業務中的日曆年度、會計年度、服務
年度或任何其他連續 12 個月的固定期間，目的是計算對勞動者的補償。 
 

第 IV 節 - 機密與保密 

 
除下文所述情況外，勞動者或他人為配合勞動者有薪病假和有薪安全假規定而提供的資訊，Uber 都應保
密，包括但不限於勞動者或勞動者家庭成員的健康資訊、勞動者或勞動者家庭成員是家庭暴力、性侵害或
跟蹤騷擾之受害者的事實、勞動者曾根據條例申請或獲得有薪病假和有薪安全假的事實，以及勞動者提供
的任何書面或口頭聲明、文件、記錄或佐證。 
 

根據條例規定，Uber 只能在以下情況揭露勞動者提供的資訊： 

經勞動者要求或同意； 

法院或行政機關下令；或 

適用的聯邦或州法案另有規定。 

 

第 V 節 - 停止提供服務 

 
根據條例條款規定，若勞動者因停止活動、停用或其他原因而停止提供服務，並於停止提供服務後 12 個
月內重新開始使用 Uber 系統提供服務： 

 
為判斷勞動者是否有資格使用累計的有薪病假和安全假，第 III 節規定應將先前的工作時間計算在內，但
如果勞動者確實曾停止提供服務，則用於判斷資格的總工作時間應限定發生在三年內。 

如果勞動者在申請使用有薪病假和有薪安全假之前的 90 個日曆天內為 Uber 提供服務，且該服務為全部
或部分於西雅圖發生，勞動者得保留先前累計的未使用有薪病假和有薪安全假，且有權使用有薪病假和有
薪安全假。勞動者有權在停用或無法為聘僱單位提供服務的其他狀態下使用有薪病假和有薪安全假，除非
該狀態是因勞動者被指控犯下性侵害且罪行獲得證實。 
 
若勞動者停止提供服務，並於停止提供服務後 12 個月後重新開始使用 Uber 系統提供服務，則勞動者無
權保留先前累計的有薪病假和有薪安全假，且根據條例規定，勞動者應被視為近來開始提供服務。 
 
第 VI 節 - 確認要求 

 
若勞動者使用有薪病假和有薪安全假連續超過三天，Uber 得要求勞動者提出合理證明，確認有薪病假和



有薪安全假的用途符合條例涵蓋的准許範圍。如果 Uber 要求的文件足以證明累計的 PSST 時數用途符合
法案涵蓋的範圍，則勞動者無須另外提供文件說明疾病、傷害、健康狀況或預防性護理的性質。 
 
根據條例規定，Uber 不得在公職人員為因應新冠肺炎 (COVID-19) 而宣布民間緊急狀態期間，要求衛生主
管機關提供證明；聘僱單位在公職人員為因應新冠肺炎 (COVID-19) 而宣布民間緊急狀態時，要求衛生主
管機關提供證明，此舉想當然是對衛生主管機關加諸不合理的負擔。 
 

第 VII 節 - 權利通知 

 
除了本政策外，Uber 也會透過 Uber App 按月通知勞動者的平均每日補償，以及累計的、已使用和可用的 
PSST。 
 

第 VIII 節 - 禁止報復 

 
Uber 不得妨礙、限制或拒絕勞動者行使或試圖行使條例所保障之任何權利。Uber 不會採用或執行任何惡
意政策，讓勞動者認為使用有薪病假和有薪安全假可能導致或造成自己受到懲處或身陷不利處境。 

 
此外，Uber 不會因勞動者本著善意行使條例保障之權利，而對任何人採取任何不利行動。Uber 不會因為
勞動者行使條例的權利而直接或間接向該勞動者傳達有意向政府工作人員通知其在美國非法停留，或是向
聯邦、州或當地機構舉報、暗示或明示有意舉報對方或其家庭成員啟人疑竇的公民身分或移民身分。 
 

第 IX 節 - 執法機關的權力和職責 

 
勞動標準辦公室 (OLS) 及轄下任何部門 (以下稱「機構」) 有權調查違反條例之情事，且在履行本條例定
義之職能及其他依法必要且適當的職能時，具有此等權力和職責。 

 
機構有權協調條例的實施和執行，並公布為此目的制定之準則或規則。 
 

此外勞工標準局負責執行條例，確保勞工不因使用 PSST 而遭到報復。若勞動者的 PSST 權利遭受侵害，
可向 OLS 提出申訴或提起訴訟。 
 

OLS 亦提供免費技術協助、手冊、海報和其他資源。如需向 OLS 索取詳細資訊，請撥打 206-256-5297 
或造訪此處。 
 

第 IX 節 - PSST 問題 

 
勞動者若對條例和/或 PSST 福利有任何疑問，除了造訪本政策在其他地方提供的 OLS 連結外，亦可聯絡 
Uber 和/或 Uber Eats 客服。 
 
發布者：Uber 

 

http://www.seattle.gov/laborstandards/ordinances/paid-sick-and-safe-time
https://help.uber.com/driving-and-delivering/article/seattle-paid-sick-and-safe-time?nodeId=22c957bc-e1df-4ce4-a073-2ece609e5a87&_ga=2.126038340.817123192.1610403856-2055291841.1606160153
https://help.uber.com/driving-and-delivering/article/seattle-paid-sick-and-safe-time?nodeId=2784817f-919f-4732-8439-2ef0865625b6&_ga=2.130347718.817123192.1610403856-2055291841.160616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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