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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客戶朋友您好： 

感謝您長期以來對本公司的愛護與支持，在此致上十二萬分的

謝意！ 

本公司為體恤同仁們一年的辛勞，特別安排 104年度國外員工

旅遊，計畫將於 10月 16日(五)至 10月 20日(二) 為期五天，

如有緊急事件公司仍有新進同仁駐守，任何需要本公司服務之

處，煩請提早通知我們以便處理，或是於 10月 21日(三)上班

日再與我們聯繫。  

以上之安排，如有任何造成不便之處，望請多多見諒！ 

 

 

祝 商祈 

 

 

 

                   恆力國際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總經理 張素幸 暨全體員工  敬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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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勵志小語 
 

《每一句好話，都能夠帶給大家無限的力量哦！》 
 

§ 成功不是快樂的關鍵，快樂才是成功的關鍵;如果你熱愛你做的    
  事，你將會是一個成功者。 
§ 有時候，妥協不是認輸，是一種洋溢理解的姿態;原諒不是一種懦 
弱，是一種寫滿珍惜的胸懷。                              楊董 

                                                              
§ 「緣」來之不易得之，記住要好好把握，懂得珍惜。 
§ 懂得珍惜自己相信自己，世界的一切不完美，你都可以坦然面對。 

二姐                                                   
                                                              
§ 手心向上迎接幸福，手心向下分享快樂;用感恩的心去看事情，也能 
  常常擁有好心情。 
§ 放大別人的優點，縮小別人的缺點。                      張姐 
                                                              
§ 人生就是一段學習的旅程,我們都不是生來就擁有一切,而是從不斷 
  的經驗中來累積自己 
§ 今天做別人不願做的事，明天才能做別人做不到的事。       嘉文 
                                                              
§ 選擇是做或不做，但不做就永遠不會有機會。 
§ 只要自心有力量，就可以挑起使命，不怕外來的壓力。       金瑛 
                                                              
§ 願要宏大;志要恆久。 
§ 成功不是爬到最高的山而是跑到對的目的。                 越譽 
                                                              
§ 一滴水只有放進大海裡才永遠不會乾涸，把自己和集體事業融合在 
  一起的時候才能最有力量。 
§ 成功屬於耐心等待的人。                                 哲勝                          
                                                                                                                           
§ 為自己而奮鬥較生存，為愛的人而奮鬥叫生活。 
§ 人們總說時間能改變一切,但真正能改變任何事的只有自己。  勇衡 
                                                              
§ 凡事不必計較，過了就過了；生活就是一種簡單，心靜了就平和了。 
§ 幸福，是認真看待自己的夢想，然後用所有力氣讓自己更好。 佳伶 
                                                              
§ 大海的浪花靠勁風吹起;生活的浪花靠理想鼓起。 
§ 相信別人，是肚量；相信自己，是質量；彼此互信，是力量。 采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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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溝通不是為了改變對方，而是找到彼此都能理解的地方。 
§ 你無法掌握這世界是黑還是白，但你可以決定生活的色彩。  愷悌 
                                                              
§ 人生最強大的階段，不是堅持的時候，而是放下的時候。 
§ 當有負面情緒的時候，不要說，管好自己的嘴，有時候做啞巴，是 
  一種境界。                                             佩君 
                                                              
§ 永遠當個最好的自己 不要當個普通的別人。 

§ 不要怕壓力, 只要自問做得對與否。                      燕妮 
                                                                        

§ 追求卓越需要的不是技能，而是態度。 
§ 不要讓別人決定你的價值，別人怎麼看你不重要，你怎麼看你自己
才是一切                                              雅琳 

                                                             
§ 真正的偉大是單純，真正的智慧是坦率，真正的力量是溫和。 
§ 過失只有在你拒絕去改正時，才會成為過錯。              宥姿                                                 
                                                              
§ 心情不是人生的全部，卻能左右全部的人生。 
§ 每天保留一段空白給自己，是工作、也是人生態度。        佩姿 
                                                                                                                                                                                  
§ 人間好話如海綿遇水，牢牢吸住;世間是非如水泥般堅固，水過則 
  乾。 
§ 外界景物之美，過眼即逝；心地風光之美，終生難忘。      巧柔 
                                                              
§ 那些看似困境的遭遇，其實是上天正在指引你轉往新的方向。 
§ 用最少的浪費面對現在。                                莎莎 
                                                              
§ 寬恕是賺回自己的智慧,怨恨是輸掉自己的幸福。 
§ 我們無法強迫別人喜歡自己,但可以讓自己成為值得被喜歡的人。 

妙儒 
                                                               
 

 ☆以上勵志小語感謝恆力各位同仁溫馨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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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 06月份中華民國產業及社福外籍勞工人數按行業及國籍分 

單 位：人 

行  業  別 總 計 印 尼 菲律賓 泰 國 越 南 其 他 

總    計 579,260 237,610 119,503 59,410 162,731 6 

農、林、漁、牧業(船員) 10,167 8,589 1,489 19 70 0 

製  造  業 335,673 47,904 91,346 55,721 140,699 3 

食  品 16,928 2,988 2,657 2,364 8,919 0 

飲  料 455 106 81 70 198 0 

紡  織 23,348 4,434 4,005 5,607 9,302 0 

成衣及服飾品 4,139 338 503 626 2,672 0 

皮革、毛皮及其製品 2,103 324 110 660 1,009 0 

木竹製品 1,850 652 138 130 930 0 

紙漿、紙及紙製品 4,931 1,189 756 812 2,174 0 

印刷及資料儲存媒體複製 3,158 465 297 450 1,946 0 

石油及煤製品 25 6 2 4 13 0 

化學材料 3,469 367 1,107 691 1,304 0 

化學製品 2,481 643 579 338 921 0 

藥品及醫用化學製品 628 114 275 32 207 0 

橡膠製品 8,701 1,236 757 2,011 4,697 0 

塑膠製品 23,102 4,201 2,911 3,998 11,992 0 

非金屬礦物製品 10,760 2,106 1,539 2,796 4,319 0 

基本金屬 17,091 3,674 2,115 5,738 5,563 1 

金屬製品 71,176 12,670 9,141 13,148 36,216 1 

電子零組件 65,034 1,357 47,341 4,363 11,973 0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 12,086 93 7,112 297 4,584 0 

電力設備 6,204 924 1,105 1,143 3,031 1 

機械設備 29,934 4,143 4,618 4,564 16,609 0 

汽車及其零件 8,748 1,907 1,433 1,826 3,582 0 

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 9,151 1,649 1,112 2,798 3,592 0 

家  具 3,465 789 422 422 1,832 0 

其  他 6,706 1,529 1,230 833 3,114 0 

營  造  業 6,430 1,388 28 3,064 1,950 0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其
他服務業 226,990 179,729 26,640 606 20,012 3 

說    明：1.102年 1月起依據「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第 9 次修訂）」編製。 

          2.其他包含育樂用品製造業、醫療器材及用品製造業、未分類其他及資源回收業。 

          3.其他包含馬來西亞、蒙古等其他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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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勞動部表示，非法逃逸外勞被查獲後，收容及遣返機票費用由

我方支付，並不合理；與越南政府討論越勞解凍事宜時，我方

即表明越方不但要改善越勞逃跑問題，逃逸外勞遣返機票我方

也不再墊付，改由越國仲介墊付，並獲越方政府同意。除了越

南，未來我方也會與菲律賓、泰國及印尼提出不再墊付的要

求，希望從明年起實施。 

外勞逃跑遣返費難討回 

台不再代墊 
外勞逃跑被查獲的遣返費用，若外勞無力支付，多年來均由政府墊付，八年

代墊逾 1.2 億元，因追討不易，幾乎都成呆帳，勞動部研擬日後我方政府不再代

墊，明年改由外勞來源國仲介支付，擬由越南外勞開始推動。 

由來源國仲介支付 

據了解，我方原本有意在本月恢復引進越勞，但台、越雙方目前卡在誰該支

付逃跑外勞遣返費用環節上，尚未拍板解禁時程。 

早期外勞逃跑被查獲，遣返的機票費用一律由雇主支付，但雇主認為不合理；

2007 年後，改由外勞支付，但若外勞無力支付，則由就業安定基金代墊，事後再

依順位追討。 追討順序依序是非法雇主或仲介、可歸責的雇主、外勞本人。 

去年移民署遣返外勞約 1.5 萬人，就安基金代墊費用 1747 萬元；若從 2007

年至今，就安基金已代墊約 1.2億元。官員表示，由於非法雇主及仲介不易追查，

且外勞遣返後更難跨海追討，九成以上的代墊費用最終變呆帳。 

勞動部表示，外勞來台工作，非法逃逸後被查獲，收容及遣返機票費用卻由

我方支付，並不合理；此次與越南政府討論越勞解凍事宜時，我方即表明越方不

但要改善越勞逃跑問題，逃逸外勞遣返機票我方也不再墊付，改由越國仲介墊付，

並獲越方政府同意。 

官員表示，除了越南，未來我方也會與菲律賓、泰國及印尼提出不再墊付的

要求，希望從明年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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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了解，4月底間洽談越勞解凍時，越南官方雖同意未來由該國引進仲介墊付

遣返機票費用，近一個月來，勞動部與越南洽商後續具體文件時，越南仲介對於

文字切結仍未做出承諾，連帶影響越勞解凍時程。 

勞動部長陳雄文昨天被問到 7 月解除越勞禁令時表示，由於雙方對逃逸外勞

管理及權利義務，要求訂出具體文字， 「談判尚在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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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如您對資訊內容有任何疑問，敬請來電洽詢，將有專業人員為您服務 
電話：(03)3022-777  傳真：(03)3022-111  免付費專線：0800-868-628            6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重點整理： 

印尼齋戒月已於 6 月 18 日起展開，為期一個月直到 7 月 16 日

結束，重建處表示，為期一個月的齋戒期間，雖在白天禁食，

外勞但仍須繼續工作，非常辛苦，呼籲雇主基於對同宗教信仰

的尊重，給予多一些包容，讓勞僱關係能夠和諧發展。 

齋戒月期間 重建處籲雇主尊重印勞信仰 

今年印尼齋戒月已於 6 月 18 日起展開，為期一個月直到 7 月 16 日結束，臺

北勞動力重建運用處呼籲雇主尊重並理解外勞宗教信仰，讓勞僱關係能夠和諧發

展。 

重建處課長鄭婉意表示，臺北市共有 4萬多名外勞，其中印尼籍就佔 75%，大

多為從事家庭看護工，以信奉伊斯蘭教為主，因臺灣與印尼宗教文化不同，以致

有很多雇主對此並不瞭解，特別是一些與外勞同住的老人家會有疑慮，因此憑有

印勞透過 1955或是打電話到重建處反映雇主不同意在家做禮拜，但經過雙語人員

和雇主溝通後，普遍都能獲得理解。 

伊斯蘭教的宗教禮儀中，會在回曆 9月份進行為期 30天的齋戒月，所有穆斯

林在日出之後即不能飲食，日落後才可自由吃喝，做為真主阿拉給穆斯林的一項

重要生命功課，平日也會每天進行 1 至 5 次不等的禮拜。重建處表示，為期一個

月的齋戒期間，雖在白天禁食，外勞但仍須繼續工作，非常辛苦，呼籲雇主基於

對同宗教信仰的尊重，給予多一些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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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如您對資訊內容有任何疑問，敬請來電洽詢，將有專業人員為您服務 
電話：(03)3022-777  傳真：(03)3022-111  免付費專線：0800-868-628            7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重點整理： 

林淑芬則指出，依照《志願服務法》規定，志工的召募與運用

應符合「公眾利益之服務計畫」性質，但此次活動不僅無公眾

利益服務性質，更是以營利為目的的活動，顯然不符合法律規

定。臺灣職業安全健康連線執行長黃怡翎表示，受僱者依法應

受教育訓練，預防職業災害可能，且遇職災時雇主須負擔醫療

補償、原領薪資與復工復健費用等。針對《志願服務法》沒有

罰則部分將提案修訂，並加重勞工保險條例未投保罰則。 

八仙粉塵爆炸 假志工行真僱用 

志願服務法無罰則 林淑芬將修法增訂 
針對八仙樂園粉塵爆炸一案，民進黨立委林淑芬 3 日舉行記者會痛批，八仙

粉塵趴在事前以獎品做為報酬，召募 101名志工參與，後來有 13名志工受傷，但

主辦單位舉辦營利性質活動，卻召募志工且未保勞、健保，根本就是假志工之名，

行工作之實，讓志工難以領到職災補償；林淑芬強調，將修訂《志願服務法》訂

定罰則，並加重《勞工保險條例》未投保的罰則。 

臺灣職業安全健康連線、臺灣勞工陣線與立委林淑芬 7 月 3 日共同召開「假

志工之名，真逃避雇主責任」記者會，要求勞動部及衛福部進行釐清，以免雇主

利用各種巧門逃避責任，確實保障勞工權益。 

臺灣勞工陣線秘書長孫友聯表示，意外發生之後，首要任務是搶救人命，現

階段除了檢討緊急醫療、災害預防等問題，雇主運用志工規避責任，更是保障勞

工權益的重要環節，政府必須站出來釐清與檢討。 

林淑芬則指出，依照《志願服務法》規定，志工的召募與運用應符合「公眾

利益之服務計畫」性質，但此次活動不僅無公眾利益服務性質，更是以營利為目

的的活動，顯然不符合法律規定，另外，公關公司自聘的工讀生也沒有保勞保。 

臺灣職業安全健康連線執行長黃怡翎表示，受僱者依法應受教育訓練，預防

職業災害可能，且遇職災時雇主須負擔醫療補償、原領薪資與復工復健費用等。

年輕人社會經驗不足、危害意識不夠；據統計，青少年職災率比一般人高出 1倍。 

衛福部社工局專委黃宏謨指出，運用志工要提供相關訓練，基本上這次事件，

沒有符合規定，是以志工名義，來行雇傭之實，不符合法律規範，但《志願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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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如您對資訊內容有任何疑問，敬請來電洽詢，將有專業人員為您服務 
電話：(03)3022-777  傳真：(03)3022-111  免付費專線：0800-868-628            8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法》沒有罰則。 

勞動部勞動關係司專員金士平表示，新北市訪談 51名志工，活動規定志工工

時、工作內容，要聽從工作命令，也有報酬對價，僱傭關係非常明確，承辦單位

要依法令履行雇主責任與義務。 

林淑芬表示，將提案修志願服務法訂罰則，並加重勞工保險條例未投保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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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如您對資訊內容有任何疑問，敬請來電洽詢，將有專業人員為您服務 
電話：(03)3022-777  傳真：(03)3022-111  免付費專線：0800-868-628            9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重點整理： 

各縣市受理養護機構辦理照顧服務員約定書核備，以基本工資

20,008 元為基礎計算，平日每小時工資額為 83.37 元，平均每

月正常工作時數為 182.66 小時【(現行單周 42 小時*52 周+8 小

時)/12 月】，若以約定每月 240 小時為例，超過法定時數為 57.34

小時【240 時-182.66 時】，因此雇主給付薪資，應不低於 24,788

元【20,008 元+83.37 元*57.34 時】。自明年元月起，法定工時

將由現行的雙周 84 小時，縮減至每周 40 小時，屆時計算出的

金額還會有些調整。 

機構看護符合核備條件 工資需增加 

每月正常工時 240小時 不低於 24,788元 
養護機構請注意，部分外籍看護雇主為使工時、休假更具彈性，依照勞基法

第 84 條之 1 與外勞另行約定工時、例休等相關條件，不過根據勞動部日前函釋，

法定每月基本工資是以法定正常工時，即每 2 周 84 小時的工時上限為計算基礎，

雇主與 84 條之 1 工作者約定工時如超過法定時數，基本工資並非仍以 20,008 元

為限，必須按比例增給，才不會有給付金額不足的問題。 

今年基本工資自 7月起調高至 20,008元，包含工廠、養護機構、漁工、營造

業外勞均適用，一般而言，養護機構申請勞基法第 84條之 1的情況普遍，以正常

工時 240小時為基礎計算，基本工資等比例調高後，應不得低於 24,788 元。 

 

責任制薪資按比例增給  給付不足將違反勞基法 

重建處 7 月 1 日針對養護機構、護理之家雇主辦理法令宣導，並於會後進行

座談。外勞檢查課長陳威霖表示，7月起 

基本工資調高，養護機構同樣適用，加上職業安全衛生法擴大對象，有更多

職安措施的規範，雇主應及早因應。 

目前各縣市受理養護機構辦理照顧服務員約定書核備，正常工時多為每月 240

小時為上限。以基本工資 20,008 元為基礎計算，平日每小時工資額為 83.37 元，

平均每月正常工作時數為 182.66小時【(現行單周 42小時*52周+8小時)/12月】，

若以約定每月 240 小時為例，超過法定時數為 57.34 小時【240 時-182.66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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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如您對資訊內容有任何疑問，敬請來電洽詢，將有專業人員為您服務 
電話：(03)3022-777  傳真：(03)3022-111  免付費專線：0800-868-628            10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因此雇主給付薪資，應不低於 24,788元【20,008元+83.37元*57.34 時】。 

此外，自明年元月起，法定工時將由現行的雙周 84 小時，縮減至每周 40 小

時，屆時上述的平均每月正常工作時數也會跟著調整，屆時計算出的金額還會有

些調整。 

 

月平均工時明年再下修  核備書內容為定值不變 

當天座談不少業者關心薪資計算方式，有養護機構代表提到，仲介未提供正

確算法，造成支付薪資比規定要多，另外也有人問到，核備約定內容為每月正常

工時「不低於」240小時，每天工時也不一，是否需要逐月核算金額。 

陳威霖說明，多數機構雇主都會委託仲介業者幫忙計算，有些業者提供的版

本甚至和家庭看護相同，確實曾經發生計算錯誤，雇主多付、少付的情況都有。

重建處辦理外勞檢查時，重點會放在工資、加班費是否符合規定，一旦未達基本

工資，以致違反勞基法，處分對象會是雇主。 

此外，勞僱雙方所約定的工時，應為「定值」的概念，也是縣市政府認定有

無超時的界線，因此雇主應評估在這段期間有多少業務需求，要以多少時數辦理

核備，之後若有需要調整再另外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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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如您對資訊內容有任何疑問，敬請來電洽詢，將有專業人員為您服務 
電話：(03)3022-777  傳真：(03)3022-111  免付費專線：0800-868-628            11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重點整理： 

中部辦公室資料顯示，5 月份全臺新登記工廠中，地點位於新

北、桃園以及中彰地區，比例高達七成一，其中以臺中市 111

家位居各縣市之冠，登記行業別超過半處為金屬製品業，另有

20 家屬機械設備業。整體行業別來看，以金屬製品業 135 家

為最多，機械設備製造業 62 家居次，食品製造業 23 家排第三；

歇業工廠方面，5 月份共計有 183 家，以自行辦理歇業 172 家

為主，10 家為主管機關公告廢止。  

5月新登記工廠 386家 七成在中北部 

臺中市最多 多數為金屬製品、機械業 
根據經濟部統計，全臺各縣市，包含科學園區、加工出口區在內，5月份共計

有 386 家工廠辦理新登記，較 4 月份增加 6 家，分布地區集中中部以北，以臺中

市 111 家最多，其次為新北市 77 家，桃園市 61 家排第三。行業別部分，有三成

五屬於金屬製品製造業，為家數最多的業別，共有 135 家，機械設備製造業則以

62家居次。 

歇業工廠部分，全月共計有 183家，比 4月份減少 51家。 

中部辦公室資料顯示，5月份全臺新登記工廠中，地點位於新北、桃園以及中

彰地區，比例高達七成一，其中以臺中市 111 家位居各縣市之冠，登記行業別超

過半處為金屬製品業，另有 20 家屬機械設備業。其次為新北市 77 家，除有三成

一為金屬業外，包括食品業、電力設備業、機械設備業，當月份各有 8 家新辦登

記。其他縣市包括桃園市 61 家、彰化縣 26 家，桃市機械設備業登記情況較金屬

業多，彰縣則以金屬業外、塑膠製品業為當月登記較多的行業別。 

南部地區則以高雄市、臺南市較多，各有 23家、21家，前者超過半數為金屬

業，南市較分散，食品業、金屬業、機械業、家具製造、紡織業都有。另有 9 家

科學園區，竹科、中科、南科各為 6家、2家、1家。 

整體行業別來看，以金屬製品業 135 家為最多，機械設備製造業 62 家居次，

食品製造業 23 家排第三；其餘製造業方面，塑膠製品製造業 22 家，電子零組件

製造業 13家，印刷及資料儲存媒體業 11家，紡織業 8家，紙漿及紙製品製造業、

化學製品製造業各 6 家、橡膠製品製造業 4家，其他製造業 11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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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如您對資訊內容有任何疑問，敬請來電洽詢，將有專業人員為您服務 
電話：(03)3022-777  傳真：(03)3022-111  免付費專線：0800-868-628            12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歇業工廠方面，5 月份共計有 183 家，以自行辦理歇業 172 家為主，10 家為

主管機關公告廢止。分布地區以新北市 61 家最多，臺中市 36 家次之，桃園市則

有 30家；臺南市、高雄市各有 14家、11家。 

歇業行業別同樣以金屬業、機械業最多，各有 38 家、33 家，塑膠製品業 18

家，另有 17家電子零組件業，其餘行業包括食品製造業、印刷業、電腦電子產品

及光學製造以及其他製造業等各有 9家，化學製品業 6家，紡織業 4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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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如您對資訊內容有任何疑問，敬請來電洽詢，將有專業人員為您服務 
電話：(03)3022-777  傳真：(03)3022-111  免付費專線：0800-868-628            13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重點整理： 

勞動力發展署長劉佳鈞指出，有持續與印、菲等外勞來源國溝

通，為保障雇主權益，已對印、菲等國在今年初、6 月中與 6

月底都有發函表明立場，基於雙邊勞工合作協議，影響我國

20 多萬名雇主權益，應充分與社會大眾討論及協調溝通、完

成政策評估後，並由兩國勞動部討論取得共識後才能實施。另

外原訂 7 月 1 日重新開放越南家庭看護工，劉佳鈞說上周已與

越辦處談妥，目前在等越方正式函文，若順利本周即可公告重

新開放越南家庭看護工與漁工來台工作。 

印、菲片面調整家事勞工薪資 越未跟進 

勞動部發函要求暫緩 持續溝通協調 
針對越南、印尼、菲律賓 3 國串聯要求家庭看護工薪資調至 1 萬 7,500 元，

目前越南已同意暫緩實施，不過印尼及菲律賓政府仍片面自 104 年 7 月 1 日起調

整家事勞工薪資至 1 萬 7,500 元，勞動部強調，印、菲兩國違反以往雙邊協調的

作業程序，為了維護我國雇主權益，已正式發函印尼及菲律賓駐臺代表處，要求

暫緩實施調薪，勞動力發展署在這周會再與印菲溝通協調。 

勞動部長陳雄文指出，為了瞭解雇主調薪意願及影響，將在近期對雇主進行

調查，並於年底完成政策評估。 

勞動力發展署長劉佳鈞指出，有持續與印、菲等外勞來源國溝通，為保障雇

主權益，已對印、菲等國在今年初、6月中與 6月底都有發函表明立場，基於雙邊

勞工合作協議，印、菲等國不應片面調整薪資，薪資調整影響我國 20 多萬名雇主

權益，且將對經濟弱勢雇主增加僱用負擔，屬重大社會關注議題，需充分與社會

大眾討論及協調溝通、完成政策評估後，並由兩國勞動部討論取得共識後才能實

施。 

至於越南部份，原先也是一併要調整家事勞工薪資至 1 萬 7,500 元，劉佳鈞

表示，經由溝通協調後，越南已同意家庭看護工薪資依照現行規定先維持 1萬5,840

元；另外原訂 7 月 1 日重新開放越南家庭看護工，劉佳鈞說，針對越勞逃逸被尋

獲後的收容費與機票費，上周已與越辦處談妥，若都無人支付最終將由越南政府

支付，目前在等越方正式函文，若順利本周即可公告重新開放越南家庭看護工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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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漁工來台工作。 

勞動力發展署說明，印尼駐臺代表處自 104 年 7 月 1 日起受理雇主申請驗證

勞動契約的薪資若低於新臺幣 17,500元，就退件不予驗證。另菲律賓駐臺代表處，

則以約談雇主或延長文件驗證時間，促使雇主調整家事勞工薪資；至於前已驗證

的勞動契約及已在臺工作的印尼及菲律賓看護工，則不受影響。 

勞動力發展署補充，目前外籍家庭看護工因工作性質而與雇主同住，工資多

以每月新臺幣 1 萬 5,840 元訂約，並由雇主提供膳宿。但實物給付係屬工資的一

部分，考量目前國內物價水準與膳宿費用成本，目前外籍家事勞工每月工資，如

併計雇主提供膳宿費用，已與基本工資數額差異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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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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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重點整理： 

日前因越南勞工行蹤不明情況嚴重，將透過輸出國管控、降低

仲介費及加重勞雇權責等措施，要求來源國及仲介負起更大責

任，以有效防範越勞逃跑。針對這種問題，勞動部說，已協調

內政部建立常態性查緝機制，加強查緝行蹤不明外勞及非法僱

用或媒介行蹤不明的外勞。也提供民眾檢舉非法雇主、仲介及

外勞的獎勵金，未來還會繼續研議提高檢舉獎金，以遏止不法

情事。 

防越勞逃跑 勞動部緊盯來源國與仲介 

台灣考量重啟開放越勞來台，面對越勞逃跑率高的老問題，勞動部說，將透

過輸出國管控、降低仲介費及加重勞雇權責等措施，要求來源國及仲介負起更大

責任，以有效防範越勞逃跑。 

日前因越南勞工行蹤不明情況嚴重，勞工來台工作總費用（含仲介費）偏高，

勞動部民國 93年起暫停引進越南家庭看護工、幫傭及漁工，並暫停核發越南新仲

介公司認可。 

今年 4 月底召開的台越勞工會議，台越雙方協商重新引進越南家庭看護工，

敲定最快 7 月越勞解凍。  面對越勞逃跑率高的老問題，勞動部說，解決方法之

一是輸出國的源頭管控。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長劉佳鈞解釋，越南在民國 102年 10月起，就有針對行

蹤不明的越勞於返國處以最高約新台幣 15萬元罰款，管制 2到 5年禁止出國工作。

並調降越勞來台工作總費用，從 93年 5000美元陸續降到 103年 4000 美元。 

劉佳鈞認為，降低仲介費收取應可透過間接增加越勞收入，減少其想要逃跑

的動機。 

在加重勞雇權責部分，按現行法規，雇主未經許可非法僱用外勞，可依就業

服務法處 15萬到 75 萬元罰鍰，5年內再違反者，將處 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併科 120萬元以下罰金。 

仲介業者媒介外勞非法工作，也可處以 10 萬到 50 萬元罰鍰，並得處 1 年以

下停業處分，及廢止其設立許可。 

只要確認違法僱用外勞情事可歸責於勞工或雇主，勞動部正研議提高相關罰

則。勞動力發展署副署長蔡孟良補充，為了進一步嚴懲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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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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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或非法聘僱外國人等行為，已規劃修正就業服務法提高非法行為的罰鍰金額，相

關草案已送立法院審議中。 

蔡孟良說明，修正內容主要是，凡有非法僱用外勞的雇主，違法事件可依僱

用人數進行加成，例如一案違法僱用有 10人，罰鍰將依人數乘以 10 倍，從 15萬

提高到 150萬元。  此外，也要求非法雇主，負擔遣返外勞回國的費用。 

一旦外勞逃跑後，他們為了維持在台生活所需及賺取更多薪資報酬，最常見

的非法打工場所就是較隱密的工地、小吃店甚至情色場所。 

勞動部表示，這類工作環境因為比較炎熱或骯髒，工作特性也較辛苦，許多

雇主見到有人來應徵，常忘記該查驗應徵者的基本資料及相關證件，而發生僱用

非法外勞而遭罰鍰的案件。 

針對這種問題，勞動部說，已協調內政部建立常態性查緝機制，加強查緝行

蹤不明外勞及非法僱用或媒介行蹤不明的外勞。也提供民眾檢舉非法雇主、仲介

及外勞的獎勵金，民眾可利用免付費專線（0800-000-978）檢舉，每案最高核發 5

萬元。未來還會繼續研議提高檢舉獎金，以遏止不法情事。 

此外，外勞會逃跑也有可能是與雇主不和或遭受不當對待。 

劉佳鈞說，針對類似個案，勞動部也已建立自由轉換雇主制度，讓外勞來台

工作有更彈性的空間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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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重點整理： 

勞動部今天重申，颱風天勞工是否出勤，應以「安全」為首要

考量，任一縣市宣布停止上班，勞工可不出勤，雇主不得視為

曠工、遲到、或強迫勞工用事假、特休等其他假處理，也不能

扣其全勤獎金，違者可處 2 萬元至 30 萬元罰鍰，但對未出勤

勞工，也可不發當日薪資。颱風而未上班勞工，需知會雇主，

若事後雇主要求補班，則應以視為加班依法。 

颱風天宣布停止上班 

安全考量勞工可不出勤 
勞動部今天重申，颱風天勞工是否出勤，應以「安全」為首要考量，出勤若

工作地、居住地或上班必經路線中，任一縣市宣布停止上班，勞工可不出勤，雇

主不得視為曠工、遲到、或強迫勞工用事假、特休等其他假處理，也不能扣其全

勤獎金，違者可處 2 萬元至 30萬元罰鍰，但對未出勤勞工，也可不發當日薪資。 

勞動部勞動條件暨就業平等司專門委員黃維琛說明，每年颱風過後都會有民

眾申訴，主要是部分雇主要求未出勤勞工得請假，或是扣其全勤獎金、甚至要求

事後補班，這些都違法，事實上因颱風而未上班勞工，需知會雇主，但不算是請

假，而雇主若未給當天薪資也不算違法，但不得扣發薪資，若事後要求補班，則

應以視為加班依法。 

勞動部指出，若勞工因雇主要求配合而出勤，例如醫療院所，除照給當日工

資外，宜加給工資給出勤的勞工，並提供交通工具、交通津貼或其他必要協助。

但因業務性質需要，需特定勞工照常出勤者，應由勞雇雙方於事前約定；有工會

者，應徵得工會同意，無工會者，應經由勞資會議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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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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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重點整理： 

工商團體多次提出建言，希望將加班時數上限提高至 60 小

時，讓企業能有更彈性的運用空間。吳敦義表示，縮短工時實

施，一旦沒有彈性工時搭配，將會束縛企業人力調度以及應付

急單的能力。王金平發表，下一會期將會優先處理，並透露

56 小時「比較穩」，60 小時「要努力」。 

工時縮短 企業盼提高加班時數上限 

王金平：下會期優先 56小時比較穩 
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 7月 8日舉辦第 24屆第二次會員大會，理事長林伯豐針

對日前立法院修法縮短法定工時，以及近期調漲基本工資等議題，表示基於保護

勞工立場，認同這些措施，但也期盼政府對於企業營運，能規劃更有彈性的產業

及勞工政策，例如臨時急單期間，可以大幅提高派遣勞工比率、擴大變形工時，

以及提高加班時數上限等，讓企業願意擴大在台投資，增加就業機會。 

當天除副總統吳敦義出席外，相關部會包括經濟部次長楊偉甫、勞動部次長

郭芳煜也都到場。 

勞動基準法第 30 條修正條文日前經立院三讀修正通過，將法定正常工時，縮

減為單周 40小時，自明年元月起實施，預估 340萬名勞工受惠，但每月加班時數

上限 46小時則因立委反對，因此暫未處理。 

工商團體曾多次提出建言，希望將加班時數上限提高至 60小時，讓企業能有

更彈性的運用空間，政院所提修法版本則是訂在 54小時，但也有勞團認為，一旦

提高加班時數，無法真正達成降低工時、改善過勞的目標。 

吳敦義表示，縮短工時實施，一旦沒有彈性工時搭配，將會束縛企業人力調

度以及應付急單的能力，因此都要努力解決。 

王金平發表「台灣當前經濟困境」專題演講，主動回應企業所關切的加班時

數問題，他指出，雙周工時 84小時於 89年實施，今年則修法為單周 40小時，之

前工商界建議放寬至每月 56至 60小時，目前正進行準備中。 

他說，上一會期受到修憲案的拖延，以致該案未如期通過，但下一會期將會

優先處理，並透露 56 小時「比較穩」，60小時「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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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重點整理：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與勞動檢查處今年執行「外籍勞工安全衛生

臨場服務計畫」，以增進製造業外勞對於工作安全了解，彙整

近年職災實例說明，並有勞工局雙語人員翻譯，藉此提升外勞

作業中危害的辨識能力。勞工局指出，雖然外勞操作前，雇主

都應有相關訓練，但受限於外勞語言能力，或是雇主較缺乏外

勞母語的訓練資源，可能增加外勞在工作中發生危害的風險。 

新北安衛臨場服務 提升外勞危害辨識  

勞檢處搭配即時翻譯 降低職災風險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與勞動檢查處今年執行「外籍勞工安全衛生臨場服務計畫」，

以增進製造業外勞對於工作安全的了解，7 月 13 日前往土城區麗德精密工業，由

勞檢處講師針對製造業常見職災危害類型，包括切割、捲夾、墜落、感電，以及

倒、崩塌、缺氧、中毒、火災、爆炸等，彙整近年職災實例加以說明，現場並有

勞工局雙語人員翻譯，藉此提升外勞對於作業中潛藏危害的辨識能力。 

此外，外勞工廠內進行作業，有機會使用貨梯、升降梯、合梯等設備，然而

一旦未注意就有可能發生墜落風險，另外堆高機也是工廠常見載運貨物的設備，

此次訪視輔導中也提醒操作中相關注意事項，參與的外勞反映熱烈。 

勞工局外勞服務科表示，「外籍勞工安全衛生臨場服務計畫」執行已邁入第

三年，當天共有 42名外勞參加，參與的國籍包含菲律賓、越南及泰國。在勞檢處

說明各類型職災危害的同時，各國籍通譯人員也會協助即時翻譯，讓外勞能夠充

分理解。講習時間約一小時。 

已來台超過六年的越南籍外勞陶玉全說，由於本身的工作會有較多機會接觸

到有機溶劑，這次講習所提到的危害性化學品標示範例，讓他知道如何辨認化學

品的名稱、成分，以及接觸時會造成的危害和如何防範等，未來也會更注意。 

菲律賓籍約翰則提到，工廠也有定期提供相關課程，但這次的講習內容更多

元，不僅工作時用得到，有些也能應用在平常生活中。 

勞工局指出，雖然外勞從事各項操作前，雇主都應有相關訓練，但受限於外

勞語言能力，或是雇主較缺乏外勞母語的訓練資源，可能增加外勞在工作中發生

危害的風險。今年的臨場安全服務已選定 50家製造業，目前完成近七成，其他將

陸續進行至 8月底止。                              104.07.13外勞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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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如您對資訊內容有任何疑問，敬請來電洽詢，將有專業人員為您服務 
電話：(03)3022-777  傳真：(03)3022-111  免付費專線：0800-868-628            20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重點整理： 

「移民署 APP」內容有緊急協助、服務專線、申請進度查詢等；

「晶片防偽居留證查驗 APP」則是可立即查驗確認外國人身分，

避免聘雇到逃逸外勞，上述兩項 APP 在 Android 或 iOS 系統都可

下載使用。 

移民署推出 APP 手機可查詢案件進度  

「晶片防偽居留證查驗 APP」確認外國人身分 
為提供民眾即時行動服務，移民署推出智慧型手機「移民署 APP」與「晶片防

偽居留證查驗 APP」服務，「移民署 APP」內容有緊急協助、服務專線、申請進度

查詢等；「晶片防偽居留證查驗 APP」則是可立即查驗確認外國人身分，避免聘雇

到逃逸外勞，上述兩項 APP在 Android或 iOS系統都可下載使用。 

移民署說明，「移民署 APP」內容為緊急協助（假日緊急入出國、駐臺館處）、

服務專線（如外來人士在台生活諮詢專線、外籍配偶專線、逃逸外勞檢舉專線、

逾期外國人主動投案專線等）、申請進度查詢、人事徵才、業務小精靈、入臺電

子證樣張、多國問候語等多項服務。 

「移民署 APP」提供所有臨櫃辦理案件進度查詢，另有線上申辦進度、外籍商

務人士核准快速通關、大陸配偶面談時間查詢等服務，讓民眾對所申辦案件能即

時掌握最新資訊，同時「移民署 APP」提供全省 25 處服務站詳細地理位置資訊，

民眾可進一步利用 google map 進行路線規劃，並點選可提供電話直撥功能，有效

縮短民眾至移民署洽公尋找時間。 

至於「晶片防偽居留證查驗 APP」與晶片居留證資料查詢網站的功能雷同

（https://icinfo.immigration.gov.tw/NIL_WEB/NFCData.aspx），一個是手機

查詢方便、一個則是使用桌上型電腦。 

移民署提醒，民眾使用網站及 APP 查驗居留證前，可先利用晶片卡體外觀上

的多重防偽措施設計進行判別，以保障自身權益，若聘用外籍人士，雇主應特別

留意居留證是否註明「持證人工作不須申請工作許可」，凡已註明者得直接僱用，

未註明者須取得勞動部聘僱許可方為合法僱用。 

「晶片防偽居留證查驗 APP」系統，已在 APP介面開放卡片資料查驗的服務，

無論 Android 或 iOS 系統，民眾皆可以「拍攝條碼」及輸入相關資料完成驗證，

並選擇是否調閱相片作進一步查核。                  104.07.13外勞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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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如您對資訊內容有任何疑問，敬請來電洽詢，將有專業人員為您服務 
電話：(03)3022-777  傳真：(03)3022-111  免付費專線：0800-868-628            21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重點整理： 

104 年 5 月份統計，共查核 28,449 家雇主，其中 795 家雇主聘

僱外勞人數超過規定比例，占查核總家數的 2.79％，已發函通

知限期改善。發展署跨國勞動力事務中心薛鑑忠表示，為保障

本國勞工就業權益，依規定於每年 2 月、5 月、8 月、11 月辦

理製造業定期查核。此次廢止許可的 116 家雇主為去年 11 月

未通過查核的製造業，在 5 月份複查時仍未符合規定，因此依

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42 條，除廢止超額外勞人數的聘僱許可

外，也將處以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此外，雇

主名額將從廢止日起管控 2 年，外勞則須轉換新雇主或回國。 

5月定期查核 28,449家 795家外勞超標  

116家複查未通過 170名外勞許可廢止 
為保障本國勞工權益，並避免雇主超額聘用外勞，勞動部每 3 個月定期查核

製造業雇主聘僱外勞人數及比例。根據 104年 5月份統計，共查核 28,449家雇主，

其中 795 家雇主聘僱外勞人數超過規定比例，占查核總家數的 2.79％，已發函通

知限期改善。另外 116 家雇主經要求限期改善，但複查後仍未符合規定，將廢止

其招募許可與聘僱許可，而廢止許可外勞人數有 170人。 

勞動部表示，針對定期查核未符合規定的事業單位，將發函各公立就業服務

機構，協助辦理求才登記，以及專案媒合推介本國勞工，當雇主所僱本勞減少以

致外勞人數超標，可透過增聘本勞，或是減少外勞人數的方式，讓比例符合規定。 

發展署跨國勞動力事務中心薛鑑忠表示，為保障本國勞工就業權益，依規定

於每年 2月、5月、8 月、11月辦理製造業定期查核。此次廢止許可的 116家雇主

為去年 11月查核的製造業，因未通過查核，必須在今年 1月至 3月增聘本勞或減

少外勞，但在 5月份複查時仍未符合規定，因此依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42條，除廢

止超額外勞人數的聘僱許可外，也將函請縣市政府處以新臺幣 6萬元以上 30萬元

以下罰鍰。 

此外，雇主名額將從廢止日起管控 2年，外勞則須轉換新雇主或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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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如您對資訊內容有任何疑問，敬請來電洽詢，將有專業人員為您服務 
電話：(03)3022-777  傳真：(03)3022-111  免付費專線：0800-868-628            22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自 97 年 5 月首次實施定期查核以來，截至 104 年 5 月底止已實施 29 次，累

計總查核約 44萬 6千餘家次，不符規定比例的雇主累計 1萬 3千餘家次，約占查

核總家次 3.05％；而 104 年 5 月份查核不符規定比例的雇主家數占此次查核總家

數 2.79％，違規比例已有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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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如您對資訊內容有任何疑問，敬請來電洽詢，將有專業人員為您服務 
電話：(03)3022-777  傳真：(03)3022-111  免付費專線：0800-868-628            23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重點整理： 

勞動力發展署長劉佳鈞表示，今天起招募許可函有效期限內，

雇主都可改聘越勞，越南家庭看護工薪資為每月 15,840 元加上

膳宿費用。對於曾來過的越南家庭看護工持 有「舊有的專長

證明」即可申請來臺工作，從未來過臺灣的越南家庭看護工則

須受 390 小時訓練，越南政府會訂新版的專長證明。開放半年

後將檢討越勞行蹤不明情況，若是逃逸增加不排除再次凍結。

由於雙方仲介合作的模式尚未確定，目前我方是公告重新開

放，但是引進相關細節，越方遲遲未定。 

越南家庭看護工、漁工 7/15重新開放  

曾來臺越勞不受 390小時訓練限制 
勞動部 7月 15日正式公告重新開放越南家庭看護工、漁工來臺工作，以及越

南仲介公司申請認可。勞動力發展署長劉佳鈞表示，今天起招募許可函有效期限

內，雇主都可改聘越勞，越南家庭看護工薪資為每月 15,840元加上膳宿費用，曾

來臺工作過的越南家庭看護工不受 390小時訓練的限制。 

他指出，首波越勞 3 個月內來臺、預計 1 萬名以上，開放半年後將檢討越勞

行蹤不明情況，若是逃逸增加不排除再次凍結。 

新看護工 390 小時訓練 

  越方至今仍未規劃課程 

勞動部說明，自 104 年 7 月 15 日起重新開放越南家庭看護工及漁工引進(不

含家庭幫傭)，雇主自開放日起可依規定申請招募自越南引進家庭看護工及漁工，

至於開放前雇主已經取得勞動部核發的招募許可案件，亦可以在招募許可有效期

限內，依規定招募引進越南家庭看護工及漁工，不受許可函所加註「本函暫停自

越南引進勞工」的限制。 

越南仲介公司向勞動部申請初次及重新認可，都要檢附切結書，須切結所引

進之越南勞工如發生行蹤不明情形時所衍生的遣送及收容費用由越南仲介公司先

行墊付。 

據了解，為提升新進越南家庭看護工服務品質及使其了解我國勞工法令，避

免發生行蹤不明情形，新引進的越南家庭看護工需受訓 390 小時，除依現行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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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如您對資訊內容有任何疑問，敬請來電洽詢，將有專業人員為您服務 
電話：(03)3022-777  傳真：(03)3022-111  免付費專線：0800-868-628            24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接受 90 小時專業訓練外，另須接受 100 小時法令宣導課程及 200 小時語文課程，

不過，截至今日，越南政府仍未將 300小時課程規劃內容提供勞動部。 

勞動部指出，曾來過的越南家庭看護工對臺灣有一定程度了解，因此對於曾

來過的越南家庭看護工持有「舊有的專長證明」即可申請來臺工作，從未來過臺

灣的越南家庭看護工則須受 390小時訓練，越南政府會訂新版的專長證明。 

劉佳鈞說，越南家庭看護工的薪資依我國規定，每月薪資 15,840 元加上膳宿

費，雙方政府會再降低越勞仲介費，目前是 4千美金，可望進一步降至 3千或 3.5

千美金，讓越勞實質收入增加；同時會推直接聘僱，讓越勞與雇主節省費用。 

半年檢討越勞行蹤不明 

  越仲不付收容費廢認可 

劉佳鈞說，以往越勞行蹤不明發生率達 10.16％，所以被凍結，目前已降至

5.77％，為避免越勞發生行蹤不明，越南政府承諾若越勞逃逸，將重罰越勞新臺

幣 15萬元，並處罰不得出國，另過去由臺灣政府負擔的越勞收容、遣返費用，也

將改由越南仲介於越勞逃跑 1 個月內先行墊付，之後再向逃逸越勞追討費用，若

是越仲沒有履行墊付義務，勞動部將依相關規定廢止認可。 

劉佳鈞強調，將與其他國家比較，半年後會檢討越勞行蹤不明情況，若是行

蹤不明情況嚴重不排除再次凍結越勞。日前越南政府曾公告僅限 A 級仲介方可引

進越南家庭看護工與漁工，對此臺灣仲介非常不滿，有消息指出，可能會放寬至 B

級仲介；勞動部對此表示，這是越南政府規定，目前尚未收到越南政府正式公文。 

由於雙方仲介合作的模式尚未確定，目前我方是公告重新開放，但是引進相

關細節，越方遲遲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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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如您對資訊內容有任何疑問，敬請來電洽詢，將有專業人員為您服務 
電話：(03)3022-777  傳真：(03)3022-111  免付費專線：0800-868-628            25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重點整理： 

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今年針對已取得招募許可的「準雇

主」實施講習計畫，邀請對象，包含目前正辦理聘僱外勞程序

的民眾，以及尚未申請外勞，但未來有計畫聘僱者。由於臺北

市高達 9 成以上都是家庭看護工，雖然有委託仲介公司，但就

業服務法課以雇主的責任相當重，因此已聘僱外勞的雇主也在

邀請對象之中，講習內容為聘僱外勞前注意事項以及法令認

識，除就服法相關法令外，將宣導各種法律上權利義務關係。 

北市準雇主講習 9月前規劃 5場次  

已發函轄內仲介 降低後續違法風險 
有鑑於許多雇主初次聘僱外勞，因不知相關規定而不小心觸犯法令，進而影

響勞資和諧，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今年針對已取得招募許可的「準雇主」實

施講習計畫，日前已發函通知轄內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協助宣傳，讓已取得聘僱外

勞資格的民眾，能夠事先了解法令規定，降低後續受處分的風險，同時也有利於

仲介的外勞管理，減少後續處理的時間及成本。 

目前共規劃 5場次，時間分別為 8月 21日、8月 28日、9月 4日、9月 18日、

9 月 25 日，課程時間為上午 10 時至 11 時 30 分，地點為重建處 6 樓教室(臺北市

大同區迪化街一段 21 號)，目前已開始受理民眾電話報名，每場次將開放 20個名

額。報名電話：(02)2559-8518分機 5301。 

由於該計畫為今年第一年試辦，後續場次將視辦理情形決定。 

邀請對象，包含目前正辦理聘僱外勞程序的民眾，以及尚未申請外勞，但未

來有計畫聘僱者。由於臺北市外勞有高達 9 成以上都是家庭看護工，多數雇主雖

然有委託仲介公司，但就業服務法課以雇主的責任相當重，因此已聘僱外勞的雇

主也在邀請對象之中。 

講習內容為聘僱外勞前注意事項以及法令認識，除就服法相關法令外，將宣

導各種法律上權利義務關係，以及勞僱相處期間爭議處理、申訴管道、家庭看護

工不得從事工作內容、外勞轉換期間照顧空窗可尋求的資源、家庭看護工陪同至

養護機構協助照顧時應注意事項、雇主每月應繳交的費用等，會後並有綜合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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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您對資訊內容有任何疑問，敬請來電洽詢，將有專業人員為您服務 
電話：(03)3022-777  傳真：(03)3022-111  免付費專線：0800-868-628            26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家庭看護工和雇主因語言不同產生溝通不良的情形時有所聞，有些雇主也認

為外勞工作態度不佳，不知如何處理，重建處表示，若已有委託仲介公司，可請

雙語人員協助溝通，若勞僱已有爭議，仲介無法解決時，可透過重建處協調處理，

另外 1955也有提供語言翻譯協助。 

此外，雇主常面臨外勞轉換期間的空窗期問題，重建處說明，在沒有外勞的

情況下，衛生局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可提供「機構式喘息服務」及「居家喘息服務」，

民眾可透過電話，或前往臺北市照護管理中心或服務站任一窗口申請。 

 

 

 

 

 

 

 

 

 

 

 

 

 

 

 

 

 

 

 

 

 

 

 

104.07.16 外勞通訊社 



恆力國際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HERNG LIH INTERNATIONAL MANPOWER AGENCY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莊敬路二段101號2樓(全聯福利中心二樓) 

 

 

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如您對資訊內容有任何疑問，敬請來電洽詢，將有專業人員為您服務 
電話：(03)3022-777  傳真：(03)3022-111  免付費專線：0800-868-628            27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重點整理： 

勞動基準法之勞工退休準備金制度，為強化勞工退休準備金提

撥，雇主除依法按月提撥準備金外，雇主還需預估未來一年成

就退休條件之勞工所需退休金，並得足額提撥於退休專戶中。

陳惠蓉指出，今年年底前雇主就必須試算完畢並撥入，明年 3

月底會展開稽查，若未足額提撥又不改善者，將會開罰 9 萬元

至 45 萬元罰鍰並公布雇主姓名。勞動部特別開發試算軟體，

供企業試算參考，以便企業作財務規劃。 

13萬家勞退舊制企業 明年須足額提撥  

方便企業估算 勞動部開發試算軟體 
目前適用舊制勞退金的企業還有 13萬家，《勞動基準法》規定明年起僱有勞

退舊制勞工的企業，需預估未來一年將退休勞工所需之退休金，並將款項全部撥

入勞退專戶中，為方便企業估算勞工退休準備金，勞動部特別開發試算軟體，供

企業試算參考。  

《勞動基準法》之勞工退休準備金制度，課予雇主必須為選擇適用勞退舊制

或保留舊制年資之勞工，按每月薪資總額之 2%至 15%提撥退休準備金，作為支付

勞工退休金之用；同時為強化勞工退休準備金提撥，雇主除依法按月提撥準備金

外，雇主還需預估未來一年成就退休條件之勞工所需退休金，並得足額提撥於退

休專戶中。 

勞動部勞動福祉退休司副司長陳惠蓉說明，目前全國約有 13萬家企業仍有舊

制勞工，還具有舊制年資勞工約有 131 萬人，目前已改選勞退新制者平均舊制年

資 6年，全舊制者平均年資 20.5年，因應勞基法新規定即將上路，勞動部今年在

各地舉辦宣導說明會時，常有雇主詢問是否能提供試算軟體，因此特別開發。 

陳惠蓉說明，主管機關特別開發試算軟體供企業參考，該軟體置放於勞動部

網站（www.mol.gov.tw/topic/3078/3302/3307/），只要選好所屬行業別及適用

勞基法日期，再輸入具舊制年資勞工之到職日期、月平均工資等，即可估算出次

一年度符合退休條件勞工所需之退休金，以便企業作財務規劃。 

陳惠蓉指出，今年年底前雇主就必須試算完畢並撥入，明年 3 月底會展開稽

查，若未足額提撥又不改善者，將會開罰 9 萬元至 45 萬元罰鍰並公布雇主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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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如您對資訊內容有任何疑問，敬請來電洽詢，將有專業人員為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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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勞動部表示，如有舊制退休金法令或試算軟體使用上之問題，可撥打勞動部

免付費服務電話 0800-085151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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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如您對資訊內容有任何疑問，敬請來電洽詢，將有專業人員為您服務 
電話：(03)3022-777  傳真：(03)3022-111  免付費專線：0800-868-628            29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重點整理： 

重建處提醒，雇主辦理住宿地點變更通報前，應先釐清工作類

別為家庭看護工或幫傭，如為幫傭，應提醒雇主依規定申請許

可，該處受理變更通報時，如雇主未出示勞動部許可函，將會

要求提出雇主戶籍謄本，確認戶籍地。外勞住宿地變更，應於

變更後 7 日內，書面通知當地主管機關，違反規定將依就業服

務法第 57 條第 9 款處分雇主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經

複查仍未改善，違反就服法第 57 條第 4 款「未經許可變更工

作場所」，處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 

外籍家庭幫傭 工作地限雇主戶籍地  

移動須向勞動部申請許可 並辦理通報 
雇主留意，聘僱家庭幫傭，可直接調派外籍家庭幫傭至雇主新住所從事工作，

雖不須向勞動部申請許可，但仍要向地方主管機關辦理住宿地點變更通報；但若

是移動到其他地方工作，在辦理通報前必須向勞動部申請許可，否則移動將會違

反規定。 

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表示，近期常接到雇主或仲介辦理外勞住宿地點變

更申請，但工作業別卻是家庭幫傭，而非家庭看護工，重建處檢查員周裕盛說明，

外勞工作採許可制，而家庭幫傭依規定只能在雇主戶籍地工作。 

雇主申請外籍幫傭，必須符合具有年齡 3 歲以下的三胞胎以上多胞子女，或

未滿 6歲之子女、年滿 75歲以上直系血親尊親屬或一親等姻親尊親屬，其年齡累

計點數在 16點以上，才具有申請資格。與家庭看護工不同，家庭幫傭的工作地點

僅限於雇主住所，但家庭看護工則必須隨被照顧人移動。 

根據藍領外勞變更工作場所認定基準，家庭幫傭雇主得免經勞動部許可，直

接調派所聘僱外籍工作者至雇主新住所從事家庭幫傭工作。 

換言之，雇主以及符合點數的親屬搬至新住所，也就是遷移戶籍的情況下，

不須經過勞動部許可，但仍要辦理住宿地點通報。若是外勞隨家庭成員移動到其

他地點，則必須先經過勞動部許可，才有後續通報問題。 

重建處提醒仲介業者，協助雇主辦理住宿地點變更通報前，應先釐清工作類

別為家庭看護工或幫傭，如為後者，應提醒雇主依規定申請許可，該處受理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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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通報時，如雇主未出示勞動部許可函，將會要求提出雇主戶籍謄本，確認戶籍地。 

依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19-1條規定，外勞住宿地點變更，應於

變更後 7日內，書面通知當地主管機關，違反規定將依就業服務法第 57條第 9款

處分雇主 6萬元以上 30萬元以下罰鍰。不過臺北市基於輔導立場，會先要求限期

改善，複查仍未改善才會處分，其餘縣市可能直接處分。違反就服法第 57 條第 4

款「未經許可變更工作場所」，則是處 3萬元以上 15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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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如您對資訊內容有任何疑問，敬請來電洽詢，將有專業人員為您服務 
電話：(03)3022-777  傳真：(03)3022-111  免付費專線：0800-868-628            31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重點整理： 

勞動條件科表示，隨著臺灣高等教育與國際接軌，愈來愈多外

國留學生及僑生來臺進修，暑假期間從事短期臨時性工作。依

就業服務法規定，須事前向勞動部申請工作許可，也已修法放

寬外國留學生及僑生從事工作時間，除寒暑假外，每星期最長

由 16 小時延長為 20 小時，工作許可有效期間則維持為最長 6

個月。雇主僱用未經許可的留學生，可依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57 條第 1 款，處新臺幣 15 萬元至 75 萬元罰鍰。 

非法聘僱僑外生 最重處 75萬元罰鍰  

須事先申請工作許可 並留意有效期限 
隨著暑假來臨，許多在臺留學生利用暑期打工賺取生活費，新竹市政府勞工

處提醒，雇主僱用外國留學生、僑生及華裔學生，一定要特別注意，學生工作前

必須先取得勞動部工作許可，且僅得從事與其學校修習課程與語言有關的工作，

也必須留意工作許可是否已失效，雇主僱用未經許可的留學生，可依違反就業服

務法第 57條第 1款，處新臺幣 15萬元至 75萬元罰鍰。 

隨著臺灣高等教育與國際接軌，愈來愈多外國留學生及僑生來臺進修，很多

在暑假期間於餐飲業、遊樂園等地從事短期臨時性工作。依就業服務法規定，外

國留學生、僑生及華裔學生須事前向勞動部申請工作許可，取得許可後才能在臺

工作。就業服務法日前也已修法放寬外國留學生及僑生從事工作時間，除寒暑假

外，每星期最長由 16 小時延長為 20 小時，工作許可有效期間則維持為最長 6 個

月。 

勞動條件科表示，處分雇主非法聘僱外國人，目前仍以藍領工作者居多，今

年 3月份接獲民眾檢舉轄內某飯店違法聘僱外國人，勞工處派員實施檢查過程中，

發現雇主聘有一名外國學生，雖有向勞動部申請工作許可，但已失效 3 個多月，

雇主未發現而持續僱用，因而裁罰 15萬元罰鍰。 

目前新竹市針對白領外籍人員，包括僑外生、外籍專技人員、補習班教師，

與藍領外勞相同，也會執行入國訪視，經勞動部核發許可後，將不定期前往了解

工作情況。每一聘有外籍人員的事業單位，一年至少訪視一次，查察員會要求出

示外國人證件、工作許可，並對事業單位加強法令宣導，針對外籍教師，會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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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如您對資訊內容有任何疑問，敬請來電洽詢，將有專業人員為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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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查核其工作時數是否符合規定。 

為避免雇主因不熟悉法令規定而觸法，新竹市今年加強宣導。勞條科長黃坤

勝指出，截至目前為止，處分雇主違反就服法共有 37件，相較於 103 年全年的 92

件有大幅改善，除持續針對醫療院所進行宣導外，未來也會將工地納入對象，減

少違法聘僱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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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如您對資訊內容有任何疑問，敬請來電洽詢，將有專業人員為您服務 
電話：(03)3022-777  傳真：(03)3022-111  免付費專線：0800-868-628            33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重點整理： 

勞動部勞動條件暨就業平等司專門委員黃維琛回應表示，基本

工資審議委員會預計八月底九月初召開，已成立工作小組，且

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提出不同工資計算，根據「就業撫養比」

或「勞動撫養比」二項基本工資計算公式，將基本工資調漲到

26K（2 萬 6 千元），目前已分別與勞、資方委員進行整合溝通。 

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下月將召開  

保障生活 勞團要求調漲至 26K 
針對勞動部將於 8 月底召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臺灣勞工陣線等勞工團體

20 日赴勞動部陳情抗議，要求基本工資資審議應採「合理、透明、落實」原則，

為確保底層勞工應有的基礎生活保障，根據「就業撫養比」或「勞動撫養比」二

項基本工資計算公式，將基本工資調漲到 26K（2萬 6千元）。 

勞動部勞動條件暨就業平等司專門委員黃維琛回應表示，基本工資審議委員

會預計八月底九月初召開，去年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召開後，就已成立工作小組，

且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提出 6 種不同工資計算公式，目前已分別與勞、資方委員

進行整合溝通，其討論過程皆已上網公告，近日內會將工作小組結論與勞團反應

事項一併向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提出報告。 

臺灣勞工陣線、臺灣職業安全健康連線、臺少盟等民間團體上午到勞動部大

門以人形排出 26K，呼籲基本工資調漲，基本工資公式與參數應對外公開，基本工

資審議過程應公開透明，另避免一再發生雇主短給工資，應全面性進行勞動檢查。 

臺灣勞工陣線秘書長孫友聯表示，根據 2013年衛服部家庭收支調查及主計處

相關統計數據計算，為滿足國人最低生活標準，若採「勞動撫養比」計算公式，

基本工資實薪應由現行 120元調整成 161元，月薪則為 25,997元，即使採「就業

撫養比」公式計算，基本工資應該為 24,934元，時薪為 155元；而目前的基本工

資 20,008元，讓臺灣背上血汗經濟、過勞之島的惡名。 

孫友聯指出，根據行政院 2015年 5月綜所稅資料公布數據統計顯示，年收入

在 25萬元以下勞工占了 2成，基本工資長期被低估是臺灣低薪化主因之一，呼籲

基本工資應提升到合理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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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如您對資訊內容有任何疑問，敬請來電洽詢，將有專業人員為您服務 
電話：(03)3022-777  傳真：(03)3022-111  免付費專線：0800-868-628            34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臺少盟督導吳政哲表示，領取基本工資除外勞外，最多是青少年，據調查過

去暑假打工族中，超過一半青少年薪資不到基本工資，這些年輕人多是因為家計

無法支撐生活才會出來打工，勞動部應該在調整薪資時，傾聽青年團體的聲音，

不是只考慮資方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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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如您對資訊內容有任何疑問，敬請來電洽詢，將有專業人員為您服務 
電話：(03)3022-777  傳真：(03)3022-111  免付費專線：0800-868-628            35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重點整理： 

泰國貿易經濟辦事處表示，有部分泰勞在臺灣開放引進外勞初

期就已來臺工作，有很多即將符合請領老年給付的條件。此次

臺泰勞工會議中，泰方將建請勞保局簡化申請程序，並建議增

加泰文書表以便填寫。此外，泰方也將建請勞動部盡快完成修

法，延長外勞工作年限至 15 年，將具有熟練技術的人力有機

會繼續為雇主服務。 

部分泰勞 即將達到勞保老年給付條件  

泰方將建請簡化程序 增加泰語申請書 
第 17屆臺泰勞工會議預計 8月底召開，今年會議將輪至泰國主辦。由於泰國

是臺灣引進外勞較早的國家，未來將陸續有泰勞符合請領勞保老年給付的條件，

今年會議中，泰方將建議勞工保險局簡化相關申請程序，並有泰語申請書表方便

曾經來臺的泰勞填寫。 

此外，泰方也將建請勞動部盡快完成修法，延長外勞工作年限至 15年，將具

有熟練技術的人力有機會繼續為雇主服務。 

勞工保險條例第 58條規定，年滿 60歲有保險年資者，保險年資合計滿 15年

者，請領老年年金給付；保險年資合計未滿 15年者，請領老年一次金給付。此外，

勞保條例 97 年 7 月 17 日修正前有保險年資者，若符合勞保年資合計滿 1 年，年

滿 60 歲或女性被保險人年滿 55 歲退職，或是擔任具有危險、堅強體力等特殊性

質工作合計滿 5年，年滿 55歲退職等五項條件之一，除依前述規定請領老年給付

外，亦得選擇一次請領老年給付。 

老年給付之請領年齡，於 97 年 7 月 17 日條例修正日起，第 10 年提高一歲，

其後每 2年提高 1歲，以提高至 65歲為限。 

泰國貿易經濟辦事處表示，有部分泰勞在臺灣開放引進外勞初期就已來臺工

作，有很多即將符合請領老年給付的條件，但因申請流程較複雜，泰勞返國後幾

乎不可能再回來辦理請領事宜，再加上礙於個人資料保護的問題，也很難由該處

出面協助申辦事宜，以致泰勞即使符合請領資格，也無法提出申請。 

據了解，多數即將或已經符合老年給付請領資格者，都已經回到泰國，但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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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如您對資訊內容有任何疑問，敬請來電洽詢，將有專業人員為您服務 
電話：(03)3022-777  傳真：(03)3022-111  免付費專線：0800-868-628            36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有少數還在臺灣，日前泰辦處就有接到一名 62歲在臺泰勞，詢問老年給付申請方

式。 

此次臺泰勞工會議中，泰方將建請勞保局簡化申請程序，另外因勞保給付表

格多數都只有中文，將建議增加泰文書表以便填寫。 

 

 

 

 

 

 

 

 

 

 

 

 

 

 

 

 

 

 

 

 

 

 

 

 

 

 

104.07.21 外勞通訊社 



恆力國際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HERNG LIH INTERNATIONAL MANPOWER AGENCY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莊敬路二段101號2樓(全聯福利中心二樓) 

 

 

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如您對資訊內容有任何疑問，敬請來電洽詢，將有專業人員為您服務 
電話：(03)3022-777  傳真：(03)3022-111  免付費專線：0800-868-628            37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重點整理： 

根據統計 104 年 6 月底止，在臺外勞總計 57 萬 9,260 人，產業

外勞在臺 35 萬 2,270 人，其中製造業外勞 33 萬 5,673 人、營

造業外勞 6,430 人、外籍船員 1 萬 167 人、附加外勞 5 萬 6,037、

國內新增投資案 511 人及臺商回臺投資案 1,006 人。據了解，

目前導致外勞在臺人數增加的因素有放寬 85 歲以上輕度失能

聘家庭看護工、屠宰業與乳牛業進用外勞、製造業 3K 產業外

勞檢討，部份產業要求提高外勞核配比例等。 

截至 6月 外勞在臺總數近 58萬人  

屠宰業、85歲輕度擬開放 60萬將近 
截至 104 年 6 月底統計，外勞在臺總數有 57 萬 9,260 人，較去年同期增加 6

萬 2,073 人，產業外勞人數已達 35 萬 2,270 人、社福外勞則有 22 萬 6,990 人，

隨著產業結構變化，多項辛苦工作招募不到本勞，目前農業中的屠宰業與乳牛業

已獲跨國勞動力政策協商諮詢小組同意可進用外勞，另 85歲以上輕度失能可聘外

籍家庭看護工也在法制作業中，外勞在臺人數離 60萬大關不遠了。 

根據統計 104 年 6 月底止，在臺外勞總計 57 萬 9,260 人，產業外勞在臺 35

萬 2,270 人，其中製造業外勞 33 萬 5,673 人、營造業外勞 6,430 人、外籍船員 1

萬 167人、附加外勞 5 萬 6,037、國內新增投資案 511人及臺商回臺投資案 1,006

人。 

社福外勞在臺 22 萬 6,990 人，其中家庭看護工 21 萬 1,257 人、養護機構看

護工 1萬 3,546人、外展外籍看護工 31人、外籍幫傭 2,156人。 

據了解，目前會導致外勞在臺人數增加的因素有放寬 85歲以上輕度失能聘家

庭看護工、屠宰業與乳牛業進用外勞、製造業 3K產業外勞檢討，部份產業要求提

高外勞核配比例等。 

目前領有屠宰場登記證書之畜禽屠宰場共 158場，其中有 33場為肉品工廠附

設之屠宰場(持有工廠登記證)可申請外勞，其餘 125 家屠宰場之製程作業相同，

卻無法僱用外勞，跨國勞動力政策協商諮詢小組 6 月會議時同意可進用外勞，不

過其外勞核配比率、本勞薪資與就安費將再與農委會會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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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如您對資訊內容有任何疑問，敬請來電洽詢，將有專業人員為您服務 
電話：(03)3022-777  傳真：(03)3022-111  免付費專線：0800-868-628            38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勞動力發展署指出，這二周會與農委會防檢局就外勞核配比例、就安費等會

商，其討論出的結果仍須報下一次跨國勞動力政策協商諮詢小組，需委員同意後

方會修法實施，另有關乳牛業開放規模別與外勞管理計畫等，農委會尚未提出。 

勞動部近期將放寬被看護者年滿 85歲以上、經醫療機構以團隊方式所做專業

評估，認定有輕度依賴照護需要，也就是巴氏量表評估有任一項目失能，雇主得

申請外籍家庭看護工，受惠人數約 3.5萬人至 4.2萬人。 

不過該政策一直受普及照顧政策聯盟、老人福利推動聯盟與婦女新知基金會

等民間團體抨擊，雖然勞動部長陳雄文曾表示會實施但會與各界溝通，在該法案

預告期間，民團有發函表達反對意見，也在報紙投書反對，因此是否會如期在 7

月底、8月初公告實施仍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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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如您對資訊內容有任何疑問，敬請來電洽詢，將有專業人員為您服務 
電話：(03)3022-777  傳真：(03)3022-111  免付費專線：0800-868-628            39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重點整理： 

勞動部表示，根據臺灣就業通網站資料，6 月就業市場仍以「製

造業」、「批發及零售業」及「住宿及餐飲業」為主要動能，

為因應畢業季，鼓勵剛踏出校園的青年擴大尋職範圍，能及早

就業，勞動部 104 年 6 月 30 日訂定發布「青年跨域就業促進補

助實施辦法」並自 7 月 2 日生效實施。各項跨域就業補助金包括：

（一）求職交通補助金 1 次核發 500 元，特殊情形最高發給 1,250

元，1 年最高 4 次；（二）搬遷補助金最高核發 3 萬元；（三）

租屋補助金每月最高核給 5,000 元；（四）交通補助金依就業地

點與原日常居住處所的距離遠近，每月核發 1,000 元至 3,000 元

不等，其中租屋補助金及交通補助金最長發給 12 個月。 

畢業季 6月失業率 3.71％較上月微增  

鼓勵青年及早就業 勞動部提供跨域津貼 
行政院主計總處 22日公布國內 104年 6月失業率為 3.71 %，較 5 月失業率為

3.62 %上升 0.09 個百分點，較去年同月則下滑 0.21 個百分點。勞動部指出，暑

期是求職求才旺季，為鼓勵剛踏出校園的青年擴大尋職範圍，減低異地就業的障

礙，7月起提供初次尋職青年跨域就業衍生的交通、搬遷及租屋等就業補助，最高

9萬元。 

根據主計總處調查，6 月失業人數達 43 萬 1 千人，較 5 月增加 1 萬 1 千人；

其中初次尋職增加 1 萬 1 千人，對原有工作不滿意、因季節性或臨時性工作結束

而失業者分別增加 2千及 1千人，因工作場所業務緊縮歇業而失業者減少 1千人。 

另以年齡別失業率觀察，20到 24歲失業率為 12.27%，較 5月增加 0.56個百

分點；25到 29歲失業率為 6.58%，較 5月增加 0.15百分點。 

勞動部表示，根據臺灣就業通網站資料，6月就業市場仍以「製造業」、「批

發及零售業」及「住宿及餐飲業」為主要動能，求才人數分別為 6.4萬、1.9萬及

1.6萬人；為因應畢業季，鼓勵剛踏出校園的青年擴大尋職範圍，能及早就業，勞

動部 104 年 6 月 30 日訂定發布「青年跨域就業促進補助實施辦法」、並自 7 月 2

日生效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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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如您對資訊內容有任何疑問，敬請來電洽詢，將有專業人員為您服務 
電話：(03)3022-777  傳真：(03)3022-111  免付費專線：0800-868-628            40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勞動部說明，「青年跨域就業促進補助實施辦法」適用於年滿 18 歲至 29歲，

未在學有就業意願，於推介就業前未曾參加勞工保險，且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諮

詢推介就業地點與日常居住處所距離 30公里以上的初次尋職青年。如果在學期間

曾因工讀而參加勞工保險，於推介就業前未曾再投保者，也可以適用該補助辦法。 

勞動部指出，青年學子踏出校園，希望運用相關促進就業措施以協助儘速就

業，順利接軌職場。符合資格的職場新鮮人可以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

記，如於當地就業職缺無法符合職能或期待時，願意至距離原居住地 30公里以上

的地點就業，且連續受僱同一個雇主滿 30日以上，並符合相關補助規定時，即可

向就業當地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申請各項跨域就業補助金。 

各項跨域就業補助金包括：（一）求職交通補助金 1 次核發 500 元，特殊情

形最高發給 1,250 元，1 年最高 4 次；（二）搬遷補助金最高核發 3 萬元；（三）

租屋補助金每月最高核給 5,000 元；（四）交通補助金依就業地點與原日常居住

處所的距離遠近，每月核發 1,000 元至 3,000 元不等，其中租屋補助金及交通補

助金最長發給 12個月。 

民眾欲了解相關措施與服務內容，可洽全國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或可至台

灣就業通查詢，或撥打 24小時免付費客服專線 0800-777888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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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如您對資訊內容有任何疑問，敬請來電洽詢，將有專業人員為您服務 
電話：(03)3022-777  傳真：(03)3022-111  免付費專線：0800-868-628            41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重點整理： 

白皮書中指出，外勞薪資已高於鄰國水準，且基本工資調整，

將有 33 萬名產業外勞受惠。工總今年提案建議針對不同行業、

產業規模及地區訂定不同的基本工資，或是重新審視基本工資

存廢，外勞薪資則應「依準國際市場競爭價格」為基礎核定。 

工總發布 2015白皮書 共 243項建議  

外勞薪資依準國際市場 制定合理數額 
全國工業總會 7 月 23 日發表 2015 年工總白皮書。今年共提出 111 個議題、

243項建議。其中在勞資關係暨人力資源部分，今年新增建議案，針對不同行業、

產業規模及地區，制定不同基本工資，以及外勞薪資應依「國際市場競爭價格」

為基礎，核定合理數額，並建請勞動部鬆綁營造業專案百億工程，外勞 3 年期滿

須重新招募規定，配合工期結束再離境。 

各項建言將轉呈相關部會，預計年底前以書面回覆。 

基本工資難適用全行業   建議按地區訂差別金額 

基本工資自今年 7月起，調整至 20,008元，然而各產業經營成本、獲利情況

均不同，因此衝擊程度也不同，同一薪資難以一體適用。而依照行政院主計總處

資料，103 年度工業及服務業平均薪資為 4.73 萬元，顯示多數本國勞工薪資均高

於基本工資，工總提到，一旦基本工資再增加，企業將會捨棄邊際勞工轉僱用一

般勞工，不利邊際勞工就業。 

 白皮書中指出，外勞薪資已高於鄰國水準，且基本工資調整，將有 33 萬名

產業外勞受惠，同時連帶勞、健保、未足額僱用身心障礙者及原住民的行政代金

也會增加，降低產業競爭力。工總今年提案建議針對不同行業、產業規模及地區

訂定不同的基本工資，或是重新審視基本工資存廢，外勞薪資則應「依準國際市

場競爭價格」為基礎核定。 

由於營造業屬辛苦行業，缺工情形嚴重，但現有「公共工程人力供需平臺」

媒合效果卻不佳，人力調配上又有諸多限制，雇主若調度同批本勞至他工程，須

進用同等人數的本勞代替或降低外勞，維持外勞比率。此外，重大工程工期多為 3

至 4 年，但外勞許可最長為 3 年，重大工程展延最長則為 6 個月，因此營造業往

往需為了剩下的 1年多工期辦理重新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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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如您對資訊內容有任何疑問，敬請來電洽詢，將有專業人員為您服務 
電話：(03)3022-777  傳真：(03)3022-111  免付費專線：0800-868-628            42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營造業本勞媒合成效差   原民 1 人應配外勞 5 人 

對此工總建請勞動部修正「專案核定民間機構投資重大經建工程及政府機關

或公營事業機構發包興建之重要建設工程聘僱外籍營造工作業規範」第 7項規定，

增加外勞僱用員額，雇主於申請時每聘僱原住民 1 人，得申請引進外國人由 2 人

增為 5 人，而每聘用國內勞工 1 人，得申請引進外國 2 人，並取消有關專案百億

工程申請核發外籍營造工入國許可內部審查作業，應以各專案百億工程單一申請

案所聘僱的本勞人數作為管控計算，不應限制調用管控人員名單，至專案百億工

程案工期結束止。 

日前立院通過全面周休二日，以及近期基本工資提高，工總理事長許勝雄表

示，目前「法定勞動成本」包括勞、健保、職災保險、勞工退休金、職工福利金、

差額代金等，已達勞工薪資的 20%，若再加上法定工時縮短、長照保險費，企業經

營更雪上加霜，長久下將迫使企業轉單、外移或歇業。因此他呼籲，勞動政策應

關注人力資源提升和市場彈性，適度鬆綁現行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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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如您對資訊內容有任何疑問，敬請來電洽詢，將有專業人員為您服務 
電話：(03)3022-777  傳真：(03)3022-111  免付費專線：0800-868-628            43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重點整理： 

高雄勞工局公布第三次違反勞基法企業名單，包含一般檢查以

及七大專案檢查在內，共計有 91 家，其中多家事業單位為重

複違反同一條文，也加重裁罰，勞工局已將名單公布於網站。

勞工局表示，根據現行法令規定，延長工時每月不得超過 46

小時，很多製造業只要碰上生產的旺季，就很有可能超過上

限，因此工廠違反勞基法第 32 條第 2 項「延長工時超過法令

規定」的情況很普遍，違者需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

下罰鍰。勞工局強調，勞基法適用並不存在地區性差異，呼籲

事業單位遵守規定。 

高雄市公告違反勞基法名單 共 91家  

製造業逢生產旺季 較易違反加班上限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公布 104 年第三次違反勞基法企業名單，包含一般檢查以

及七大專案檢查在內，共計有 91家，行業別涵蓋製造業、養護中心、營造業、派

遣業、科技業等，其中多家事業單位為重複違反同一條文，也加重裁罰，勞工局

已將名單公布於網站。 

高雄市今年陸續針對家畜屠宰業、寒假工讀生、國道客運、運輸及倉儲業、

建教生、獸醫服務業、儲配運輸物流與汽車貨運業等 7 個重點業別實施專案勞動

檢查，共計有 26家違反規定，其中屠宰業有 3家。 

勞工局表示，根據現行法令規定，延長工時每月不得超過 46小時，而高雄市

境內有很多製造業，只要碰上生產的旺季，就很有可能超過上限，因此工廠違反

勞基法第 32條第 2項「延長工時超過法令規定」的情況很普遍。 

此次公布的違法名單中包含一家老人養護中心，違反條文有第 21條第 1項「未

達基本工資」以及第 24條「延長工時未依規定加給工資」。相關人員表示，很多

偏遠地區的事業單位對於法令的了解較薄弱，勞僱雙方以每天固定工時搭配固定

的薪資金額，例如每天 9小時，約定薪資 19,000元，超過法定工時部分卻未加計

加班費，再加上薪資金額存在城鄉差距，但只要查核發現低於法定基本工資，就

會依法處分。 

勞工局強調，勞基法適用並不存在地區性差異，呼籲事業單位遵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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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如您對資訊內容有任何疑問，敬請來電洽詢，將有專業人員為您服務 
電話：(03)3022-777  傳真：(03)3022-111  免付費專線：0800-868-628            44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此次處分還有宏華國際，該公司為中華電信的派遣公司，使懷孕派遣勞工於

晚上 10 點以後工作、未給加班費及不當扣薪，違反勞基法第 22 條第 2 項、第 24

條、第 49 條第 5 項，因情節嚴重，遭罰 13 萬元。針對這些屢次多項違法的事業

單位，除加強檢查頻率外，再犯將祭出最高額裁罰 30 萬元，強制事業單位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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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如您對資訊內容有任何疑問，敬請來電洽詢，將有專業人員為您服務 
電話：(03)3022-777  傳真：(03)3022-111  免付費專線：0800-868-628            45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重點整理：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跨國勞動力管理組長賴家仁回應指出，考

量到這些所謂的「老老人」的身體機能，因此勞動部經過審慎

評估後，才決定放寬申請聘僱外勞的資格，該規定已經勞動部

法規會審議，預計 8 月中上旬公告實施。同時為避免雇主指派

外勞從事照顧幼兒、家庭雜務等許可以外工作，未來將加強向

雇主宣導及查察雇主違法情形。 

85歲輕度失能聘外勞 8月中旬前公告開放  

民團抗議 指影響長照與弱勢女性就業 
普及照顧政策聯盟及老人福利聯盟等團體 7月 28日前往勞動部陳情，抗議開

放 85歲以上輕度失能老人申請外籍看護工，將造成弱勢女性沒工作、勞動部變成

「失業部」；對此，勞動部強調，高齡失能者的照顧需求不能等，放寬 85歲以上

輕度失能者申請聘僱外勞之資格將於 8月中旬公告實施。 

普及照顧政策聯盟、老人福利聯盟、臺灣女人連線、臺北市社區服務人員職

業工會、臺灣勞工陣線、雲林縣老人長期照護協會等聲援團體，與 100 多位從事

家事及照顧服務的中高齡女性今日至勞動部陳情並演出行動劇，抗議勞動部開放

85歲以上輕度失能使用外勞。 

普及照顧政策發言人林綠紅表示，過去外籍看護工的申請對象仍謹守「有嚴

重依賴照護需要」的失能老人，此次則大舉放寬至極輕度的 85歲老人，政策一旦

開放，看護工實質上將成為 24小時的「家庭幫傭」；老人福利聯盟秘書長吳玉琴

則譴責勞動部不懂裝懂，此舉恐將進一步衝擊衛福部所欲建制之整體長照與預防

照顧措施。 

臺北市社區服務人員職業工會總幹事許惠如指出，從事家事服務、居家陪伴

工作人員多是中高齡二度就業女性，照顧服務工作的彈性，除了讓她們有穩定的

收入之外，更有時間照顧家中老小，一旦開放外勞之後，臺灣弱勢女性只能喝西

北風。 

臺北市脊髓損傷社會福利基金會社工潘宇櫻表示，脊損患者經常遇到外籍看

護工到職一天就離職，將造成真正需要 24小時照護的重度身障者反而找不到照顧

人力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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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如您對資訊內容有任何疑問，敬請來電洽詢，將有專業人員為您服務 
電話：(03)3022-777  傳真：(03)3022-111  免付費專線：0800-868-628            46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跨國勞動力管理組長賴家仁回應指出，考量到這些所謂

的「老老人」的身體機能，可能在短期間迅速衰退，惡化的風險，而長照體系尚

未健全，失能老人的家庭的需求，在現行體制下恐難以滿足，因此勞動部經過審

慎評估後，才決定放寬申請聘僱外勞的資格，該規定已經勞動部法規會審議，預

計 8月中上旬公告實施。 

賴家仁進一步說明，以現行勞動力供需來看，我國 85 歲以上的老人有 32.8

萬人，屬輕度失能者約 5.7 萬人，推估有 3.5 萬人會申請外勞，而自 92 年至 103

年有 10萬名照顧服務員受訓，但投入的只有 2.7萬人，其中只有 7 千人是擔任居

家服務員，顯然很難滿足勞動市場需求。 

賴家仁說，《就業服務法》已於今年 6月 17 日修正，將中高齡及二度就業婦

女列為特定對象，如因政策產生失業等問題，勞動部將透過職業訓練、就業獎助

等措施，提升本國照顧服務員就業技能，以穩定就業及協助職涯發展。 

同時為避免雇主指派外勞從事照顧幼兒、家庭雜務等許可以外工作，未來將

加強向雇主宣導及查察雇主違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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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如您對資訊內容有任何疑問，敬請來電洽詢，將有專業人員為您服務 
電話：(03)3022-777  傳真：(03)3022-111  免付費專線：0800-868-628            47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重點整理：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中港、臺中分處 3 月至 6 月間針對營

運中的 106 家廠商，執行「到廠服務」的深度訪查。為了解廠

商未來營運動向，此次訪查加工處也針對中港、臺中園區營運

中廠商執行 104 年度營運調查，預估將增聘員工計有 39 家廠

商，增加就業員工人數預估可達 860 人以上。另有廠商當面建

議提高外勞核配比率，生產類別為工業材料、塑膠管材以及家

具滑軌等，比照自由貿易港區至少達 40%以上甚至 50%。 

招募不易 加工區廠商籲增外勞核配  

徵才本勞應徵少 建議提高至 40%以上 
為掌握廠商需求，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中港、臺中分處 3 月至 6 月間針

對營運中的 106 家廠商，執行「到廠服務」的深度訪查，包含重複的內容在內共

收到 138 項建議。部份廠商反映，雖然有徵才活動協助招募本國勞工，但來求職

的人非常少，因此希望提高外勞配額，讓廠商補充生產線人力。 

以中港分處為例，近 2 成廠商提案與增加外勞配額有關，臺中分處也有約 1

成廠商提出相同建議。由於事涉修法及政策制定，加工處將彙整廠商意見以及經

營上面臨的問題，行文勞動部提出建議。 

這次「到廠服務」共訪視中港園區廠商 67 家、臺中園區 39 家廠商，主要關

注議題為外勞議題、增擴建廠房所需土地或廠房取得、公共設施、廠區綠美化、

申請政府創新研發相關補助計畫輔導、水電供應、產學研訓合作及提升生活機能

等，而外勞議題均為提高核配比率，外勞與基本工資脫鉤，今年未再提出。 

中港園區表示，區內廠商多採兩班制，但辦理徵才活動，應徵的本國勞工很

少，即使透過人力銀行，甚至夾報的方式招募，仍有 12家反映招不到足夠的本國

勞工，其中金屬加工業 4家最多，3家為塑膠材料製造業、2 家機械設備製造業。 

另有 3 家當面建議提高外勞核配比率，生產類別為工業材料、塑膠管材以及

家具滑軌等，比照自由貿易港區至少達 40%以上甚至 50%。 

為了解廠商未來營運動向，此次訪查加工處也針對中港、臺中園區營運中廠

商執行 104年度營運調查，對於 104年景氣評估表示樂觀占 30%、持平占 64%、不

樂觀占 6%，營業額預估較去年度增加者占 46%、相當者占 44%、減少者占 10%；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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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估將增聘員工計有 39家廠商，增加就業員工人數預估可達 860人以上。 

加工處指出，廠商關切的員工招募部分，中港、臺中分處今年已協助辦理單

一廠商徵才活動 59場次，另與勞動部中彰投分署、臺中市就業服務處及中科管理

局等外部資源合作辦理大型聯合徵才活動以及就業博覽共會 5 場次，同時招商興

建員工宿舍，預計 104 年 8 月完工後，可提供床位共計 609 床，解決各項生活機

能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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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勞動部長陳雄文去年在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後宣布，增設「基

本工資工作小組」，每季召開 1 次會議，和專家學者討論基本

工資審議相關事宜至今已召開 3 次工作小組會議。勞動部指

出，一直有找勞資雙方溝通，下周還會再找勞資雙方針對公式

進行討論，但無論是否達成共識，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還是會

在 8 月 12 日下午舉行，只會討論公式的計算方式，不會以相

關數據套入公式算出的結果進行溝通。 

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議 8/12召開  

工資公式未有共識 調整與否委員決議 
依《基本工資審議辦法》規定，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原則上應於每年第三季

召開，勞動部 31 日指出，今年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開會通知昨天已發函，將於 8

月 12日下午於新莊聯合辦公大樓舉行，這次開會並未有所謂的「公式」，當天基

本工資是否調整？數額多少？都由委員們充分討論後定案。 

目前月薪基本工資為 2 萬 8 元，時薪為 120 元，包括適用勞基法的外勞在內

有約 200萬勞工適用。 

勞動部長陳雄文去年在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後宣布，增設「基本工資工作小

組」，每季召開 1 次會議，邀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和專家學者討論基本工資審議

相關事宜至今已召開 3次工作小組會議。 

勞動部日前委託中經院研究訂定基本工資調整公式已出爐，初步研究出 6 個

基本工資計算公式，參考指物包括消費者物價指數（CPI）、經濟成長率（GDP）、

勞工扶養比、17項民生必需品漲幅等。 

陳雄文說，勞動部不想用突襲的方式，會事先跟勞資委員溝通公式內涵，勞

資委員也應會去找他們的專家檢視公式是否合理，公式不能設定成算出來就一直

調高，也有可能不調，勞動部沒有預設立場。 

不過，據悉，6個基本工資公式中，勞資政學四方比較屬意且認為計算公式簡

明易懂的版本是「基本工資 x(1+消費者物價年增率+1/2 經濟成長率)；且多數委

員表示，今年的國內經濟成長率下滑，消費者物價波動不大，但明年又要選舉，

為了選票考量，基本工資還是會調，只是幅度不會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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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指出，勞動部一直有找勞資雙方溝通，下周還會再找勞資雙方針對公

式進行討論，但無論會中是否達成共識，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還是會在 8月 12日

下午舉行，且在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議上，只會討論公式的計算方式，不會以相

關數據套入公式算出的結果進行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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