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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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個人的價值，應該看他貢獻什麽，而不是取得什麽。 

§ 處順境必須謹慎，處逆境必須忍耐。                            楊董                                                                                                                            

                                                              

§ 人生有許多事情，正如船後的波紋，總要過後才覺得美。 

§ 一個人的價值在於他的才華，而不是在他的衣飾。                    二姐 

                                                              

§ 海鷗要高飛，必先遠退。花蜜要香醇，必先久釀。人要一展抱負，必 

先充實內涵。 

§ 失足尚可挽回，失言無法補救。                               張姐 

                                                              

§ 滴水能穿石不是靠力，而是因為她不捨晝夜。 

§ 命運在自己手裡，不在別人嘴裡。                                  嘉文                                                      

                                                              

§ 想過去是雜念，想未來是妄想，最好把握當下時刻。                

§ 不怕爬的慢，就怕你不開始往目標前進。                        金瑛                           

                                                              

§ 失去其實不可怕，可怕的是你因為害怕失去而變得不願意再去試著擁有。                                             

§ 不要為小事遮住視線我們還有更大的世界。                      治升                                           

                                                              
§ 今天的工作，，將是明天的文章，後天的歷史。 

§ 夢想不會逃走，逃走的總是自己。                                  筱甯 

                                                              
§ 任何東西都是越分越少,只有愛與快樂是越分越多。                                          

§ 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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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已成虛幻，未來尚是夢想，把握現在最重要。 

§ 在逆境中要看到生活的美,在希望中別忘記不斷奮鬥。                宏哲                                          

                                                               

§ 正向思考不自擾，笑口常開沒煩惱；心純意正行四海，積極樂觀迎未來。 

§ 慈悲沒有敵人，智慧不起煩惱。                                 巧

柔                                                    

                                                               

§ 一時的錯誤不算什麽，錯而不改才是一生中永遠且最大的錯誤。 

§ 快樂不取決在你的身份或你擁有什麼,它只取決在你怎麼想。             愷

悌                                             

                                                                

§ 有時候被關心的感覺，比多穿一件衣服還溫暖。 

§ 不敢下決定的人，命運總是掌握在別人手裡。                          燕妮 

                                                               

§ 希望不一定都可以實現，但動手去做，就多了一份可能性。 

§ 不忘人恩，不念人過，不思人非，不計人怨。                          雅琳 

                                                               

§ 做人用心就會遇到好人；做事用心就會遇到好事。凡事只要用心，就不需要煩心。 

§ 不要小看自己，因為人有無限的可能。                            阿

河 

                                                               
§ 時間就像一個馬戲團，隨時在打包行李，去趕下一趟。 

§ 與良友伴行，路遙不覺其遠。                                  莎莎                                                 

                                                                

§ 在混亂的時局裡，穩住自己的心。在宣華的環境，安定自己的心。安靜中才能

看 

清楚真相，愈是複雜，愈該用靜定的心面對。                                    

§ 因為不可能凡事順遂，所以更應該為情緒找一個平衡點。              妙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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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管理好自己的情緒，你就是優雅的。能控制好自己的心態，你就是成功的。 

§ 隨時隨事，培養自得其樂的性格。                                    葦薰 

                                                               
 

§ 完成一個個小目標，就是逐步把自己推向大目標。 

§ 讓人一寸，得理一尺。                                       海平                                                       

                                                                  

§ 一個人的快樂，不是因為他擁有的多，而是因為他計較的少。 

§ 問候不一定要慎重其事，但一定要真誠感人。                       姿

妤                                                                     

                                                                

§ 最好的臉部保養品，就是微笑與善念。                    

§ 生活可以用心，但不必多心。                                    瓊

瑤 

                                                                 

§ 曾經擁有的不要忘記，已經擁有的更要珍惜。心存感念，讓路走得更遠。                   

§ 讓心預留空間，以便容納好東西。                                妍

臻 

                                                                 

 

 

 

 

 

 

 

 

☆~以上勵志小語感謝恆力各位同仁溫馨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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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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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4,768 245,180 135,797 58,869 184,920 2 

農、林、漁、牧業(船員) 10,872 6,989 1,715 21 2,147 0 

製 造 業 370,222 53,347 103,746 55,146 157,982 1 

食品及飼品 21,780 3,810 3,319 2,558 12,093 0 

飲  料 693 122 112 125 334 0 

紡  織 24,976 4,773 4,228 5,802 10,173 0 

成衣及服飾品 4,356 334 512 447 3,063 0 

皮革、毛皮及其製 品 2,187 369 106 552 1,160 0 

木竹製品 2,346 700 231 157 1,258 0 

紙漿、紙及紙製品 5,787 1,389 857 807 2,734 0 

印刷及資料儲存媒 體複製 3,549 493 358 479 2,219 0 

石油及煤製品 23 10         0 1 12 0 

化學原材料、肥料、氮化合物、塑橡膠原料及人造纖維 4,002 438 1,311 761 1,492 0 

其他化學製品 2,933 765 643 334 1,191 0 

藥品及醫用化學製品 819 170 320 36 293 0 

橡膠製品 9,422 1,440 830 2,008 5,144 0 

塑膠製品 25,977 4,475 3,263 4,301 13,938 0 

非金屬礦物製品 11,068 2,166 1,754 2,678 4,470 0 

基本金屬 17,886 3,973 2,277 5,850 5,785 1 

金屬製品 81,150 14,390 10,714 13,260 42,786 0 

電子零組件 67,166 1,215 52,365 3,703 9,883 0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 12,700 98 8,971 233 3,398 0 

電力設備及配備 7,257 1,186 1,312 1,196 3,563 0 

機械設備 31,931 4,576 4,794 4,295 18,26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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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及其零件 11,049 2,135 1,976 2,055 4,883 0 

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 8,665 1,626 901 2,296 3,842 0 

家  具 4,062 1,002 494 451 2,115 0 

其  他 8,438 1,692 2,098 761 3,887 0 

營 建 工 程 業 6,383 1,309 68 3,142 1,864 0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其他服務業 237,291 183,535 30,268 560 22,927 1 

資料來源：本部勞動力發展署      說  明：1.105 年起依據「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第 10次修訂)」編製。  

                                            2.「其他」包含馬來西亞、蒙古等其他國籍。 

重點整理： 

         近 200 家印尼仲介辦理輸出印勞至香港，疑因未遵守印尼規定， 

         遭印方當局處以停業或暫停牌照處分，連帶台灣仲介及雇主亦

遭受影響，印仲已透過各種管道，與印尼政府溝通協調中。國

內約有超過萬名預定在農曆年前入境的印勞恐因此無法如期入

境，將衝擊許多國內急需照護人力的家庭。 

近200家印仲遭到處分 台灣遭波及 

影響人數恐達萬人 印辦處將暫停文件 

 

近 200 家印尼仲介辦理輸出印勞至香港，疑因未遵守印尼規定，遭印方當局處以

停業或暫停牌照處分，連帶台灣仲介及雇主亦遭受影響，據傳印仲已透過各種管道，

與印尼政府溝通協調中。國內仲介估計，約有超過萬名預定在農曆年前入境的印勞恐

因此無法如期入境，將衝擊許多國內急需照護人力的家庭。 

駐台北印尼經貿代表處表示，處分決是印尼中央政府所做，代表處僅負責執行，

至於處分原因不明。此外，該處自 106 年 1 月 4 日起，將先暫停受理所有文件驗證，

至於何時恢復則未明朗。 

統計至 105 年底止，有 237 家印尼仲介有實際引進印勞至台灣，此次近 200 家處

分名單中，約有三分之一經營台灣業務，估計有 60 至 70 家，因此影響層面頗大。 

中華民國就服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張添勇表示，將逐一拜會勞動部，並利用印

尼國會議員赴台考察期間，當面反映相關印勞輸台問題，謀求解決之道。 

目前對印仲處分事由，各方有不同說法。其一為印方要求香港雇主，須在印勞續

聘或轉聘時重新辦理一次勞動契約認證，但有部分印尼仲介未遵守規定，跳過這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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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直接將文件送到國外辦理引進。另一說法是印尼仲介未依正常程序辦理互貿所致，

主要是印尼政府機關間對作業不同調，印尼仲介已請該國政府進一步釐清。 

雖然違規事件發生在香港，但因受處分對象是印尼仲介，因此所有輸出勞工的業

務都會受到影響，台灣雇主、仲介也遭受波及。 

張添勇表示，此次印方暫停 193 家印仲資格，文件都無法送，且因家數非常多，

對台灣影響很大。先前印方控管互貿家數，規定每一家台灣仲介最多只能辦理 5 份互

貿，要換新的合作印仲，須將舊的取消，都會造成相當大的困擾。 

印辦處人員未明確表示全面暫停文件驗證的原因，以及恢復的時間，但據業內人

士分析，因文件驗證系統涉及台灣和國外資料庫連線，國外可能需要一些時間登錄處

分名單，為避免此時審核完畢的申請案件到國外時無法正常引進，因此先全部暫停，

等到態勢明朗後再開放其他申請案件。 

國內仲介認為，驗證文件規費也是印辦處重要收入來源，一旦全面停收文件，不

僅對國內雇主、仲介造成影響，對代表處也是，相信印方也會有所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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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106.01.03 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勞基法》針對勞工因事假或是病假沒照原定時數出勤，是否 

應該要請假扣薪？勞動部表示，未來若發生此類情況，勞工未

出勤的時數須請假，而計薪方式就依「勞工請假規則」辦理，

休息日本薪一律照給，但加給的加班費部分，事假雇主可不給

薪，病假雇主可扣半薪，近期將會作出函釋。 

休息日排班沒出勤 勞動部指需請假 

             「一例一休」爭議 勞團抗議加班費換補休 

    

  《勞基法》「一例一休」爭議不斷，針對休息日勞資雙方出勤後，但勞工因事假

或是病假沒照原定時數出勤，是否應該要請假扣薪？勞動部上周五邀專家學者討論後，

確立解釋方向，未來若發生此類情況，勞工未出勤的時數須請假，而計薪方式就依「勞

工請假規則」辦理，休息日本薪一律照給，但加給的加班費部分，事假雇主可不給薪，

病假雇主可扣半薪，近期將會作出函釋。 

  多個勞團 1 月 3 日中午到勞動部前召開記者會，批評一例一休有諸多漏洞，包括

休息日換補休比率不對等、休息日加班因故無法出勤得請假等。 

  勞團主張，新法上路後，變形工時規定應要求雇主重新和工會協商，不該讓舊的

工作規則或團協直接使用，另外休息日加班費換補休，也應該比照加班費數額換算。

工鬥連線成員郭冠均說，休息日約定加班但卻因故無法出勤，到底是否應該請假、扣

薪，勞動部態度是「再研議」，但休息日是為了給僱主需求而設計的彈性，立意還是

要讓勞工休息為主，為何勞工假期被破壞卻還要請假？ 

  勞動部長郭芳煜 12 月 29 日在立院接受國民黨立委李彥秀質詢時表示，由於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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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是個新制度、加班費「做一給四」也是新的設計，他強調，如果用請假的方式會對

勞工有傷害，勞動部將邀專家進行討論，預計一星期內會再作解釋；對此，郭芳煜 3

日表示，經專家學者討論後，仍建議比照國定假日作法，並無損及勞工權益，他當日

的顧慮是多餘的。 

  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長謝倩蒨表示，勞動部前身勞委會曾在民國 82 年解

釋過，若國定假日發生類似情況，雇主要依實際出勤時數給薪並給加班費，未出勤時

數則依勞工請假事由規定，因事就請事假，因病就請病假。 

  勞動部上周五（12 月 30 日）邀專家學者開會討論，認為從國假一貫邏輯下來，

將比照該作法。謝倩蒨說明，勞動部目前確立的解釋方向是，休息日勞工答應加班，

若因故要請假，就依「勞工請假規則」規定計算加班費，但本薪不能扣除。 

  舉例，勞工答應休息日出勤 8 小時，結果只出勤 5 小時，後面 3 小時請事假，雇

主應發給休息日當天本薪與 5 小時加班費。 

 另外，勞工休息日請假，會不會影響全勤獎金規定？謝倩蒨指出，法令並無全勤獎

金概念，須依各公司規定，若是有規定全勤獎金，該休息日請事假或是病假確實會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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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1.03 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一例一休」其中休息日加班費增加，導致企業人事成本負擔 

大增，多家連鎖企業漲價，行政院 4 日下午召開「行政院對當

前物價問題回應記者會」，並指出針對《勞基法》新規定將規

劃第一季宣導為主、第二季輔導為主，第三季就會嚴格勞動檢

查。 

「一例一休」導致物價上漲 政院說明 

勞基法新制度6個月宣導 第3季開罰 

     

「一例一休」其中休息日加班費增加，導致企業人事成本負擔大增，多家連鎖企

業漲價，行政院 4 日下午召開「行政院對當前物價問題回應記者會」，勞動部長郭芳

煜表示，《勞基法》修法是一個進步的修法，六大目的都已達成，他指出，針對《勞

基法》新規定將規劃第一季宣導為主、第二季輔導為主，第三季就會嚴格勞動檢查，

但這段時間若有申訴，遇到刻意或惡意的情況，勞檢還是會入場執行檢查。 

郭芳煜表示，《勞基法》這次的政策改變是進步的修法，原本規劃的目的都有在

這次修法中達成，有 35%、超過 200 萬的勞工在以前假日加班是沒有加班費的，希望

藉由修法讓勞工得到應得的報酬，落實周休二日；有 61%的勞工有周休二日，修法後，

假日加班可獲得的加班費增加了；另外還解決的 15 年來都沒解決的國定假日問題，讓

全國民眾對國定假日的定義一致。 

郭芳煜指出，新法剛上路有點混亂，需要調適時間，有問題可洽 0800-085151 諮

詢。 

不過，勞動部官員進一步說明，前 6 個月的宣導、輔導期間，僅是針對《勞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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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正的規定，因為《勞基法》施行細則尚未完成修正，避免法令有爭議，至於勞檢

發現企業違反其他原有的《勞基法》規定，仍會依法開罰並不會有寬限期。 

行政院副院長林錫耀表示，這次修法重要的兩個目的，確立勞工休假權益，以及

全國休假一制，都已經達到；但任何進步立法難免有副作用，外界關心是否有企業因

為負擔太重難以生存，或是否造成物價上漲，林錫耀指出，國發會針對企業負擔說明

指出，製造業營運成本大概增加百分之 0.1，服務業因勞動佔比較高，增加營運成本

百分之 0.22，由數字看出對企業成本增加有限。對於有些企業喊漲，例如運輸業、勞

力密集服務業，可能增加加班費，是因個別產業不同，但整體看起來，衝擊有限。 

國發會說明，新制上路可提升勞工權益，但企業勞動成本也因此增加，尤其以休

息日出勤加班費提高的影響最大。休息日加班費提高雖會增加企業薪資成本，使營運

負擔加重，但企業亦可採取調整勞動雇用或營運模式等方式因應，以降低衝擊，對企

業整體影響有限。 

製造業受影響相對較小，經設算休息日出勤加班費提高，但因製造業週休二日比

例接近 7 成，約使整體製造業薪資增加 1.5%，且製造業的勞動成本占總營運成本比率

僅約 6.6%，故新增勞動成本占總營運成本比率僅約為 0.1%。整體而言，製造業新增勞

動成本占比仍低於近五年平均之利潤率（7.25%），應有較大能力調適、吸納勞基法新

制之影響；但個別行業均有競爭力薄弱之邊際企業，仍須注意。 

國發會副主委龔明鑫說明，內需型服務業較易受休息日加班費提高影響，整體服

務業薪資約增加 2.1%，且服務業的勞動成本占總營運成本比率較製造業高，故新增勞

動成本占總營運成本比率 0.22%，雖仍低於 2011 年利潤率 8.07%，但因內需型服務業

多與民眾日常生活較密切，若廠商調整價格或改變服務形式，民眾感受較為深刻。 

公平會副主委邱永和指出，公平會啟動專案小組，觀察物價，如果有聯合漲價行

為，有明確事證會嚴處，呼籲廠商不要有聯合漲價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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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1.04 外勞通訊社 

「四國巡迴服務中心」 進駐東協廣場 

外館輪流派駐人員 方便移工就近諮詢 
     

    目前除菲律賓、泰國外，印尼、越南駐台代表處都位於在台北，外勞申辦相關證

件都需北上辦理。台中市政府勞工局邀請各輸出國駐台辦事處，於移工匯聚的東協廣

場三樓成立「東協四國駐台辦事處巡迴服務中心」，1 月 8 日正式啟用，由各輸出國

輪流派駐人員提供諮詢。 

    目前各輸出國服務時間，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為每月第一周周日，時間為上午 11

時至下午 2 時；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台中分處為每月第二、四個周日，時間為下午

3 時至 5 時。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勞工組為 2、4、6、8、10、12 月第二個周日上午 9

時至 12 時，視服務狀況延長到下午；泰國貿易經濟辦事處勞工處為 1、3、6、9、12

月的第三個周日，時間為上午 11 時至下午 4 時。 

    外勞事務科長李美麗表示，考量到各國駐台代表處都在北部，移工有申辦其母國

重點整理： 

目前除菲律賓、泰國外，印尼、越南駐台代表處都位於在台北，

外勞申辦相關證件都需北上辦理。考量到移工有申辦其母國證

件的需求時，都必須北上申請，台中市政府勞工局邀請各輸出

國駐台辦事處，於移工匯聚的東協廣場三樓成立「東協四國駐

台辦事處巡迴服務中心」，1 月 8 日正式啟用，由各輸出國輪

流派駐人員提供諮詢。透過這個平台，能讓移工可利用假日在

東協廣場休閒的時間就近諮詢與母國相關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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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件的需求時，都必須北上申請，透過這個由各外辦處輪流派員進駐的平台，能讓移

工不必遠赴台北，即可利用假日在東協廣場休閒的時間就近諮詢與母國相關的問題。

她也說，有些文件需要專門的設備或人員，無法直接在服務中心辦理，也希望能提供

相關申請表，或告知需要準備哪些文件，未來勞工局會追蹤服務成效，適時調整服務

時間。 

    揭牌當天首先提供服務的是印尼。印辦表示，除提供摺頁外未來會提供哪些服務，

內部還要再規劃、討論，大約農曆年後才有明確訊息。勞工局也說，據印辦處回覆，

因業務涉及不同單位，具體服務內容未來會在該處網站公告。 

    越辦處勞工組長阮春造提到，未來進駐中心除台、越法令諮詢外，也會受理勞資

爭議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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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1.09 外勞通訊社 

仲介收費標準修正預告 1/16截止 

外國人服務費按當次來台工作計算 

 

為配合《就服法》第 52 條修正刪除外國人聘雇期滿得出國 1 日規定，針對外國

人聘雇期滿在台由原雇主續聘，或是聘雇期滿轉換由新雇主承接，勞動部修正「私立

就業服務機構收費項目及金額標準」第 6 條規定，按外國人當次來台工作時間累計計

算，因此外國人原聘雇許可屆滿 3 年時，期滿續聘或期滿轉換的外國人，當次工作累

計超過 3 年其服務費就以每月 1,500 元計，至於雇主的費用並未修正。 

勞動部 1 月 9 日在行政院公報預告「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收費項目及金額標準」第

6 條修正草案，收集各界意見將於 1 月 16 日截止，有意見者可寄至電子郵件：

l7300171@wda.gov.tw 反映。 

勞動部指出，《就服法》第 52 條修正刪除外國人因聘僱關係終止或聘僱許可期

間屆滿應出國一日後始得再入國工作之規定，故於原聘僱許可期限屆滿 3 年時，若外

國人期滿係由原雇主續聘，因勞雇關係穩定且無磨合期間，第 3 年以後每月得收取之

服務費不得超過新臺幣1,500元；若係期滿轉換雇主，因其對我國工作生活環境熟悉，

重點整理： 

勞動部修正「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收費項目及金額標準」第 6 條

規定，按外國人當次來台工作時間累計計算，因此外國人原聘

雇許可屆滿 3 年時，期滿續聘或期滿轉換的外國人，當次工作

累計超過 3 年其服務費就以每月 1,500 元計，至於雇主的費用並

未修正。 

mailto:l7300171@wd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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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管道暢通，同時因外國人不必出國，亦不須辦理離境、交通接送和簽證等作業，

第 3 年起每月得收取之服務費不得超過新臺幣 1,500 元。 

勞動部說明，因此修正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收費項目及金額標準第 6 條規定，原條

文增列「依外國人當次入國後在台工作累計期間」文字，以使條文文義更加明確，避

免在外國人曾入國工作之情況發生在台期間是否須前後併計之疑慮。 

勞動部進一步說明，除完整聘雇期間 3 年者之外，若是有外國人前次是以遞補來

台，可能在台工作只滿 1 年，就聘雇屆滿辦理續聘，因此以當次來台工作累計，外國

人續聘後在台當次年資累計為第 2 年，其服務費為每月 1,700 元。 

根據收費標準中規定，雇主需繳交費用包括登記費及介紹費，其收費金額為招募

之員工第 1 個月薪資在平均薪資以下者，合計每一員工不得超過其第 1 個月薪資，作

為登記費與介紹費；仲介還可向雇主收取每一名員工每年 2,000 元的服務費。 

至於外勞部份，臺灣仲介不得收取仲介費，僅得收取服務費，外勞來台第 1 年每

月最高收取 1,800元、第 2年每月最高收取 1,700元、第 3年每月最高收取 1,500元，

3 年合計可收取 6 萬元。 

  對於仲介對雇主與外勞服務費收費標準等相關議題，勞動部已多次開會討論，

也曾委託專家學者研究過，但是直今仍未有明顯變動。 

仲介反映，由於物價上漲，水、電、汽油均已上漲，只有服務費 10 多年來未調

漲，仲介是 24 小時服務，幾乎天天都需出勤，現又面臨一例一休、加班費提高等，

因此要求提高外勞服務費。 

但是，外勞來源國登曾在雙邊會議向勞動部建議取消或降低我國人力仲介公司向

外勞收取之每月服務費、或依實際提供服務次數收取服務費、或由雇主及外勞各自負

擔其每月服務費用。 外勞關懷團體也指出，服務費分擔比例不合理，通常都是雇主

要求仲介前來服務，但是費用卻是外勞支付，不應再加重外勞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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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1.09 外勞通訊社 

林揆與中小企業座談 31項書面提案 

攬才納入熟練藍領外勞 放寬工作年限 
 

「行政院長與中小企業下午茶敘」1 月 11 日召開。針對近期「一例一休」實施

後對企業帶來的衝擊，理事長林慧瑛建請政府兼顧勞工權益外，也要兼顧各行業差異，

給予營運上彈性空間。而對資方團體多次反映希望增加彈性工時，行政院長林全會前

受訪時回應，若企業界認為這是對勞工好、勞僱雙贏的政策，政府也要聽到勞工的聲

音才是。 

林全也提到，提高加班時數是前政府所提的配套之一，但當時修法時沒有處理，

這次勞基法也未提出討論，大家還是要尊重目前的修法結果。 

這次座談共收集 31 項書面提案，除鬆綁、檢討不合時宜的法令外，中小企總提

案建議檢討外勞核配比例、建請增加藍領外勞留台年限等。皇廣鑄造董事長張豐國建

請經濟部成立鑄造產業振興小組。會議過程不對外公開，勞動部由次長郭國文代表出

席。 

104 年 11 月就業服務法第 52 條第 5 項進行修正，外籍家庭看護工符合勞動部所

重點整理： 

林揆與中小企業座談 31 項書面提案，除鬆綁、檢討不合時宜的

法令外，中小企總提案建議檢討外勞核配比例、建請增加藍領

外勞留台年限，產業界認為，曾在我國企業工作的外籍勞工多

為鄰近國家喜愛聘用的對象，不應受到外勞年限限制，致使熟

練藍領外勞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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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條件者，其在台年限可延長 2 年，累計最長為 14 年，但產業外勞卻未一併適用。

產業界認為，曾在我國企業工作的外籍勞工多為鄰近國家喜愛聘用的對象，不應受到

外勞年限限制，致使熟練藍領外勞流失。 

中小企總也提到，中小企業仍面臨嚴重缺工問題，可能因多數勞工仍傾向進入大

企業工作，或對 3K 產業較無意願，政府的「攬才」對象除專業白領工作者外，也應

將類白領的「熟練藍領勞工」納入，研議放寬年限限制。 

在外勞核配比例部分，中小企總則建請政府應審慎檢視現行外勞核配制度不符產

業需求之處，協助產業存續與發展。以毛巾產業與織布行業為例，兩者面臨到的人力

結構均相同，然而前者核配比率 25%，後者則僅為 20%，因此傳產的外勞核配比率仍

有調整空間，呼籲政府重新檢視整體經濟發展現況及勞動政策，包括核配比例、合理

聘僱薪資基準，讓外勞政策可更具彈性。 

林慧瑛分析，一例一休上路，提高企業加班費，有些製造業因下游工廠無力負擔

如此高的成本，假日無法送貨，連帶影響上游生產和出貨，都是環環相扣，希望在這

次座談會中了解相關配套，以及未來可能改進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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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1.11 外勞通訊社 

北市春安共435場次 將執行至2/13 

營造業納入勞條檢查 預計抽查5家 

 
年節前部分危險性較高的行業，常因趕工而疏於管理而提高職業災害的風險，台

北市勞動檢查處 1 月 13 日至 2 月 13 日將執行春安勞動檢查，針對營造工地、有害物

作業、危險性機械設備，以及服務業如賣場、餐廳執行 435 場次高強度檢查。勞動條

件檢查則有 15 場，除批發零售等容易在年節前延長營業時間的服務業外，今年將營

造業納入，春安勞檢期間預計抽查 5 家。 

勞檢處長江明志表示，1 月 3 日春安啟動當天共檢查 3 個建築工程、10 個校園工

程及其他高風險工作場所，檢查結果共有 28 家次違反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令規定，

總計通知改善 57 項次、部分停工 4 項次、罰鍰 24 項次，罰鍰金額計 74 萬元，主要

缺失包括未置備出勤紀錄、工地施工架開口未設防護設備等 12 項。 

勞基法近期大幅修正，為保障勞工權益，今年春安勞檢也規劃 15 場勞條檢查，

其中包含 5 場營造工地。勞檢處勞動條件科長廖昌永表示，春安啟動首日抽查 2 處工

地，其中 1 家發現僅有排班表，而未依規定置備出勤紀錄，違反勞基法第 30 條第 6

項，將處 2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後續將要求事業單位提出工資清冊，了解工

資、加班費給付情形。 

職業安全衛生部分則抽查 11 處工地，其中 4 工地有立即危害已要求停工，待改善

重點整理： 

北市勞動檢查處 1 月 13 日至 2 月 13 日將執行春安勞動檢查，針

對營造工地、有害物作業、危險性機械設備，以及服務業如賣

場、餐廳執行 435 場次高強度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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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通過複查才能復工，其他未有立即危害部分，後續將實施複查。危險性機械作業如

吊籠、起重機、施工電梯等，潛在危害包括墜落、吊掛物飛落、機具倒塌或安全裝置

失效、作業區未確實設置圍籬及警告標示、教育訓練、機具未經檢查合格或過期未再

檢查，將列為檢查重點。有害物作業危害場所包含局限空間作業缺氧、中毒危害、特

定化學品未確實標示、提供安全資料表等。營造工程包含墜落、營建物倒塌、飛落、

鋼筋未加護套防止穿刺、感電、被撞、切割機、手工具操作不當、教育訓練不足以及

安全管理巡視不良等。                                         

106.01.13 外勞通訊社 

1/13申請聘僱許可不需檢附外勞健檢證明 

勞動部勾稽資料 未辦理或不合格者廢聘 

     

有鑑於目前外勞健檢不合格比率極低，但申請核發聘僱許可數量龐大，勞動部修

正「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部分條文規定，自 106 年 1 月 13 日起，簡化

文件及審查作業流程，雇主申請外勞聘雇許可時不需再檢附健康檢查證明，由勞動部

介接衛生福利部健檢資料進行勾稽比對，針對未辦理健康檢查或健康檢查結果不合格

者，仍將會廢止聘僱許可。 

勞動部 106 年 1 月 11 日公告修正「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部分條文

規定，自 106 年 1 月 13 日生效。 

勞動部指出，為促進國際交流及簡化行政作業，增列受各級政府機關、各國駐華

使領館及駐華外國機構邀請，來台從事非營利性質之藝文表演或體育活動之外國人，

其停留期間在 30 日以下者，無須申請工作許可。 

基於便利外國人在台工作及定居，及考量外國人如於辦理換發護照期間，遇有申

請聘僱許可之需求時，為使第一類外國人（白領外勞）在台轉換工作更為便利，將如

同外國人身分證之有效外僑居留證影本 亦列為得申請聘僱許可之身分證明文件。 

重點整理： 

勞動部修正「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部分條文規定， 

106 年 1 月 13 日起，簡化文件及審查作業流程，雇主申請外勞

聘雇許可時不需檢附健康檢查證明，勞動部會主動介接衛生福

利部健檢資料進行勾稽比對，針對未辦理健康檢查或健康檢查

結果不合格者，仍將會廢止聘僱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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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上雇主以網路傳輸方式申請聘僱外有鑑於目前外勞健檢不合格比率極低，但

申請核發聘僱許可數量龐大，勞動部修正「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部分條

文規定，自 106 年 1 月 13 日起，簡化文件及審查作業流程，雇主申請外勞聘雇許可

時不需再檢附健康檢查證明，由勞動部介接衛生福利部健檢資料進行勾稽比對，針對

未辦理健康檢查或健康檢查結果不合格者，仍將會廢止聘僱許可。 

勞動部 106 年 1 月 11 日公告修正「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部分條文

規定，自 106 年 1 月 13 日生效。 

勞動部指出，為促進國際交流及簡化行政作業，增列受各級政府機關、各國駐華

使領館及駐華外國機構邀請，來台從事非營利性質之藝文表演或體育活動之外國人，

其停留期間在 30 日以下者，無須申請工作許可。 

基於便利外國人在台工作及定居，及考量外國人如於辦理換發護照期間，遇有申

請聘僱許可之需求時，為使第一類外國人（白領外勞）在台轉換工作更為便利，將如

同外國人身分證之有效外僑居留證影本 亦列為得申請聘僱許可之身分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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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1.18 外勞通訊社 

配合雇聘法 修正30份相關申請書表 

外國人健檢不合格複檢 應於65日內補正 
      

配合「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勞動部修正 30 份雇主

聘僱外國人相關申請書表，雇主或是仲介應於 106 年 1 月 13 日起使用新書表；書表

修正重點包括刪除申請聘雇許可時檢附健康檢查證明，新增手機與電子郵件的欄位，

以提供廢止許可處分等服務性簡訊通知等事項。 

勞動部 106 年 1 月 11 日公告修正「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部分相關

申請書表有 19 份，及「外國人受聘僱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8 款至第 11

款規定工作之轉換雇主或工作程序準則」部分相關申請書表有 11 份，自即日起生效。 

另外，勞動部發函通知，基於簡政便民及保障外國人權益，「雇主聘僱外國人許

可及管理辦法」第 28 條規定，雇主於所招募之第 2 類外國人入國後 15 日內，申請聘

僱許可之應備文件，刪除中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指定之國內醫院出具之健康檢查證明。

故自 106 年 1 月 13 日 起，雇主向勞動部申請聘僱第 2 類外國人，僅須依修正後規

重點整理： 

配合「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雇主或仲介應於 106

年 1 月 13 日起使用新書表。勞動部表示如有未能查知外國人入

國後 3 工作日內或入國日前 3 個月內之健康檢查結果，發函限

期 3 日內未補正或外國人健康檢查結果不合格，且得再檢查及

治療時，未依「受聘僱外國人健康檢查管理辦法」相關規定期

限內至指定醫院辦複檢，且未於本部發函限期 65 日內補正外國

人之健康檢查合格證明，將廢止外國人聘僱許可之一部或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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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檢附申請書等文件，無須檢附健康檢查證明，經審核符合規定後，即核發聘僱許

可。 

勞動部說明， 勞動部核發聘僱許可後，將就衛生福利部所送外國人健康檢查資

料進行比對，如有未能查知外國人入國後 3 工作日內或入國日前 3 個月內之健康檢查

結果，經本部發函限期 3 日內補正屆期未補正；或是外國人健康檢查結果為不合格，

且得再檢查及治療時，未依「受聘僱外國人健康檢查管理辦法」相關規定之期限內至

指定醫院辦理複檢，並未於本部發函限期 65 日內補正外國人之健康檢查合格證明，

勞動部將廢止外國人聘僱許可之一部或全部。             106.01.13 外勞通訊社 

新北醫療院所專案宣導 將執行52家 

            即日起至4月底前 完成第一輪訪視 

 

為避免雇主因不了解法令，在急需看護人手時未確實查驗其身分，而不慎聘僱到

非法外勞，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即日起將鎖定轄內 52 家醫療院所進行宣導，於大廳、

小吃街等公眾場合主動對民眾宣導，告知聘僱外籍看護工應循合法管道申請，以免遭

受 15 萬元以上的高額罰鍰。 

勞工局預計 4 月底前完成第一輪的訪視，目前正與各醫院聯繫前往的時間，若成

效良好，後續將選定規模較大的院所再執行一遍。 

有鑑於過去執行醫療院所訪查或接獲檢舉案件時，往往會發現有部分民眾聘僱行

方不明外勞擔任臨時看護的情形，顯示家中突然有成員生病，在急需護人力之下，很

容易透過非法仲介發放小廣告找到臨時看護人力而觸法，因此新北勞工局近三年持續

將醫療院所列為重點宣導對象。 

勞工局說明，往年執行方式，主要是請護理站人員協助留意民眾是否聘有外勞，

重點整理： 

為避免雇主因不了解法令，在急需看護人手時未確實查驗其身

分，而不慎聘僱到非法外勞，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將派員到醫院

大廳、 小吃街等出入頻繁的場所，直接面對民眾宣導相關法令

規定，及告知聘僱外籍看護工應循合法管道申請，以免遭受 15

萬元以上的高額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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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醒應循合法管道申請，以及在住院須知中增加相關文字，提醒民眾不可僱用非法

外勞；今年除透過院方人員的協助外，勞工局將派員到醫院大廳、小吃街等出入頻繁

的場所，直接面對民眾宣導相關法令規定，避免雇主誤聘非法外勞。 

違反就服法第 57 條第 1 項第 1 款「聘僱未經許可、許可失效或他人所聘僱外國

人」，或第 44 條「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將處 15 萬元以上 75 萬元以下罰鍰，

5 年內再違反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120 萬元以下罰金。勞工局

提醒，民眾申請外籍看護工，依法須先向勞動部申請許可；聘僱外籍配偶時，必須檢

視其外僑居留證、戶籍謄本的正本資料，並拍照或影印存底，確認依親身分。 

                                                 106.01.17 外勞通訊社 

一例一休新規範 例假、休息日可混搭 
 

一例一休上路後，搭配上勞動部去年 10 月廢除函釋，恢復七休一制度，勞工從 

過去可連續上班 14 天，改為最長僅能連續上班 6 天，引發企業質疑，彈性不足，勞

動部近日發布新解釋函，七休「一」不一定例假，經勞資雙方協商可安排休息日，換

句話說，例假、休息日可以在每 7 天周期任意挪移，只要符合「不要連續上班超過 6

天」、「休息日勞工沒有加班」就不違法，解釋目前已經生效。 

勞動部解說，七休一的用義為勞工不得連續工作超過 6 天，不一定工作周期第 7

天就是例假，事業單位透過勞資協商，可排定休息日或例假日。但是，仍需遵守七休

一的規範，勞工不得連續上班超過 6 天，換句話說，勞工工作週期第 7 天若是休息日

也不能加班，反則讓勞工連續上班 7 天，將違反「勞基法」，可處 2 到 100 萬元。 

「例假、休息日可透過勞資協商排定」，勞動部說，許多企業誤會，以為例假排 

定後就不能再挪移，造成排班困擾，根據解函釋，只要勞資雙方都同意，例假、

休息日是可以挪移的調動，不過須遵守「沒有連續上班超過 6 天」的規定。 

另外，勞動部再次提醒，例假、休息日不一定是周六、周日，可由勞資雙方協商

排定，例如周日休息日、周一例假等，若徵求勞工同意，也可休息日與例假日不連續。 

重點整理： 

勞動部近日發布新解釋函，七休「一」不一定例假，經勞資雙

方協商可安排休息日，例假、休息日可以在每 7 天周期任意挪

移，只要符合「不要連續上班超過 6 天」、「休息日勞工沒有

加班」就不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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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106.01.19 外勞通訊社 

勞保投保年資 漸進延長至180個月 

                  資方要求降低比率 勞動部：負擔比不變 

     

勞動部 1 月 20 日說明勞保年金改革方案，將從現行採計最高 60 個月投保薪資，

逐步延長為 180 個月，並在不影響年資給付率的情況下，由現行每 2 年調高費率 0.5%

的方式，改為每年漸進式調整，即 107 年起每年調升 0.5%，以今年勞保費率為 9.5%

來算，107 年起將提高到 10%，112 年後再檢討評估，是否每年繼續調升 1%至上限 18%。 

而工商團體多次在媒體上反映，希望降低雇主負擔比率，否則企業主法定成本太

高，恐因此關廠或加速產業外移。對此勞動部也澄清，年改會版勞保年金改革草案，

主要針對政府責任、延長平均月投保薪資採計期間、保險費率等進行檢討，負擔比則

因勞資雙方意見分歧，並未改變，仍維持為現行的雇主七成、勞工二成、政府一成。 

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召集人副總統陳建仁 1月 20日針對勞工年金改革方案說明，

有關勞保費率上限調整，建議方案是自 107 年起每年調升 0.5%，112 年時合併檢討勞

保及勞退，屆時如果沒辦法找到更佳方案，則以每年 1%調升至上限 18%，會在 117 年

達到。若以投保薪資 3 萬元估算，勞工每月將增加 30 元保費，每年多付 360 元；資

重點整理： 

勞動部 1 月 20 日說明勞保年金改革方案，將從現行採計最高 60

個月投保薪資，逐步延長為 180 個月，並在不影響年資給付率

的情況下，由現行每 2 年調高費率 0.5%的方式，改為每年漸進

式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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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負擔每月增加 105 元，每年增加 1,260 元。對於外傳未來負擔比率將改為勞資負擔

各一半，澄清在這次改革方案中沒有要調整。 

勞動部勞動保險司長石發基說明，在月投保薪資採計部分，目前是採最高 60 個

月，為避免一次到位造成衝擊，將採「漸進微調」方式，自 108 年起逐年增加 12 個

月、即 72 個月的方式處理。 

此次修正除將政府負最終責任入法外，在投保薪資上限部分，去年增加 45,800

元等級，也影響雇主繳納保費增加，因影響人數有限，這次沒有納入方案中，未來將

在適當時機討論。 

                                                 106.01.20 外勞通訊社 

遠洋條例生效 公布境外僱用漁工辦法 

勞務契約定型化 每日至少10小時休息 
配合漁業三法於 106 年 1 月 20 日生效，農委會漁業署發布「境外僱用非我國籍

船員許可及管理辦法」，對於境外僱用外籍船員的方式、契約內容、申請程序、漁船

管理責任，以及仲介機構核准條件和後續管理做規範。辦法中明定，經營者境外僱用

非我國籍船員，應與一般船員簽訂勞務契約，以及經營者、仲介機構、外籍船員、外

國仲介彼此間的契約關係。勞務契約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所提供範本辦理，讓漁船經營

者有所依循。 

目前聘僱外籍船員的制度分境內、境外兩種，境內聘用的近海外籍漁工主管機關

在勞動部，適用勞動基準法；遠洋外籍漁工則由漁業署管轄，但因實務查察有難度，

因此國際組織已多次關注外籍漁工的勞動條件。 

重點整理： 

農委會漁業署發布「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許可及管理辦法」，

辦法中明定，經營者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應與一般 船員簽

訂勞務契約，以及經營者、仲介機構、外籍船員、外國仲介彼

此間的契約關係。勞務契約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所提供範本辦

理，讓漁船經營者有所依循。勞務契約中須載明契約期限、薪

資、保險等事項，工時部分，則明訂每日休息時間不得低於 10

小時；每月休息不應少於 4 天，但因作業需要，經船員同意後

可另行補休，以及違反契約時的賠償處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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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業署副署長黃鴻燕表示，這次修法和過去最大不同之處，在於勞務契約定型化，

要求漁船主與外籍船員依照漁業署所訂範本簽訂契約，確保薪資、工時、醫療、保險

等均符合條件。 

黃鴻燕指出，雖然多數船主可自行辦理引進，但大多數仍是委託仲介機構，此次

納入管理，規定仲介須為法人身分，繳交保證金，以及未履行契約時的處理機制。 

包括綠色和平在內的國際組織多次提到遠洋漁工的處境，黃鴻燕說明，雖然無法

做勞動檢查，但會結合駐外單位滾動式查核船主有無依照契約履行，確保漁工權益。 

此次辦法規定，勞務契約中須載明契約期限、薪資、保險等事項。其中每月工資

不得低於美金 450 元，一般身故保險金額不得低於新台幣 100 萬元。在工時部分，則

明訂每日休息時間不得低於 10 小時；每月休息不應少於 4 天，但因作業需要，經船

員同意後可另行補休，以及違反契約時的賠償處理機制。 

仲介機構管理部分，須依營業計劃書或執行業務計畫書所訂規劃仲介人數繳交保

證金，金額由 150 萬元至 500 萬元不等，作為未履行契約中有關外籍漁工工資、保險、

醫療、交通費、損害賠償等義務時抵償之用。主管機關得每年辦理仲介機構評鑑，分

成甲、乙、丙、丁四個等級。 

該辦法第 20 條則為仲介機構的處分機制，有未履行義務，經命限期改善未改善、

未依限補足保證金、評鑑成績為丁等，或連續 2 年列為丙等者，主管機關得限制其 1

年內不得辦理仲介業務，情節重大者得廢止其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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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1.20 外勞通訊社 

105年底外勞在台逾62萬人 增3.6萬人 

外加就安費附加案7萬餘人 將檢討機制 
 

105年底外勞在台總數 62萬 4,768人，較 104年底 58萬 7,940人，增加 3萬 6,828

人，外勞人數 60 萬大關在 105 年 6 月時達到；105 年外勞人數增加主要因為工作環

境具有「骯髒、危險、辛苦」特性產業的「3K 行業專案」，以及「外加就業安定費

附加外勞數額機制」，導致產業外勞人數續增，分別各增加 1 萬 5,965 人及 1 萬 228

人，社福類則以家庭看護工增加 1 萬 2,539 人居冠。 

根據最新統計資料，105 年底外勞總計 62 萬 4,768 人，產業外勞有 38 萬 7,477

人、較 104 年增加 2 萬 3,893 人；社福外勞有 23 萬 7,291 人、較 104 年增加 1 萬 2,935

人。 

根據統計，105 年 12 月底，按開放項目分，3Ｋ行業專案外勞有 27 萬 8,221 人、

家庭看護工 22 萬 1,139 人、附加外勞有 7 萬 2,583 人、國內新增投資案 1,017 人、

臺商回臺投資案 2,213 人、養護機構外勞有 1 萬 4,192 人、外籍船員 1 萬 872 人、政

重點整理： 

外勞人數 60 萬大關在 105 年 6 月時已達到；105 年外勞人數增

加主要因為工作環境具有「骯髒、危險、辛苦」特性產業的「3K

行業專案」，以及「外加就業安定費附加外勞數額機制」，導

致產業外勞人數續增，由於外界有質疑附加案造成外勞人數大

增，排擠本勞就業機會,勞動部目前已邀學者專家進行評估將進

一步檢討該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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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府重大公共工程 6,185 人、家庭幫傭 1,921 人、外展看護工 39 人；105 年新增開放項

目「屠宰」工作已有外勞 344 人。 

產業外勞配額鬆綁方案，包括臺商回流、新增投資案優惠措施及現行企業可附加

就安費方式增加 5％至 15％外勞配額等措施；其中「加強推動臺商回臺投資方案」與

「國內新增投資」已於 103年底結束，目前廠商引進外勞人數在 105年底僅 3千餘人。 

至於依現行 3K5 級制 10%到 35%的廠商，可以附加就安費方式增加外勞配額，每

名外勞每月除原先 2 千元或是 2 千 4 百元的就安費外，多付就安費 3 千、5 千元、7

千元可增額聘用 5%、10％、15%外勞，105 年底附加外勞人數有 7 萬 2,583 人。 

由於外界有質疑附加案造成外勞人數大增，排擠本勞就業機會，勞動部目前已邀

學者專家進行評估，進一步檢討該機制，是存還是廢？不過將會先等 106 年第一次跨

國勞動力政策評估小組召開定調外勞警戒指標，再根據指標去動態管控外勞人數。 

105 年底印勞在臺人數居冠已達 24 萬 5,180 人、較去年增加 8,654 人，以從事家

庭看護工 17 萬 9,805 人最多；越勞 18 萬 4,920 人、較去年增加 1 萬 4,939 人，以從

事 3K 行業 12 萬 1,561 人最多；菲勞 13 萬 5,797 人、較去年增加 1 萬 2,739 人，以

從事 3K 行業 6 萬 7,697 人居多；泰勞 5 萬 8,869 人、較去年減少 497 人，以從事 3K

行業 4 萬 5,649 人居多；其他 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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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1.23 外勞通訊社 

外勞期滿轉換 建議收取2個月費用 

黃杲傑：仲介扮演媒合角色 成本較高 
 

就業服務法第 52 條修正後，仲介須協助外勞期滿後續聘或轉換，都是在修法後

新增的服務。考量期滿轉換案件，仲介除須多次媒合外，也要協助外勞適應新環境，

勢必有更多的服務內容，桃園市就業服務公會理事長黃杲傑主張，應向外勞收取 2

個月基本工資的費用，至於期滿由原雇主續聘者，則收取 1 個月的費用。 

勞動部日前提出「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收費項目及金額標準」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並徵詢各界意見，桃園市就服公會對此提出建議。 

過去以來官方與民間團體對於仲介收費的合理性不斷提出不同看法，認為 3 年期

滿留台的外勞，已經對環境很熟悉，仲介不需負擔很高的服務成本，主張不應再向外

勞收費。對此黃杲傑批評，「這是不懂仲介工作的人所說的外行話」，他強調，如果

重點整理： 

     就業服務法第 52 條修正後，仲介須協助外勞期滿後續聘或轉

換，都是在修法後新增的服務。期滿轉換，仲介就如同就業服務

站的就業媒合一樣，需要不斷幫外勞找到雙方都適合的雇主，需

要比較高的成本；期滿留任原雇主的外勞，則有些外勞工作時間

一久，會有怠工、效率不佳的情形，甚至主張要加薪、多休假等

因素都需要仲介居中溝通，實際上服務成本是增加的，桃園市就

業服務公會理事長主張，應向外勞收取 2 個月基本工資的費用，

至於期滿由原雇主續聘者，則收取 1 個月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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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勞在原雇主處表現良好，根本就不會轉換雇主，因此仲介扮演的角色，就如同就業

服務站的就業媒合一樣，需要不斷幫外勞找到雙方都適合的雇主，自然需要比較高的

成本。 

至於期滿留任原雇主的外勞，他也認為，有些外勞工作時間一久，會有怠工、效

率不佳的情形，甚至主張要加薪、多休假，都需要仲介居中溝通，實際上服務成本是

增加的，因此認為仍應收取 1 個月薪資才合理。 

多數移工團體及外勞輸出國認為，多數都是雇主要求服務，但目前制度下雇主、

外勞各自的費用卻很懸殊，對此黃杲傑則是認為，對於雇主的服務項目和對外勞的服

務項目應該分開來看，服務雇主時，仲介不需派翻譯，但服務外勞除翻譯外，有時也

需要本國籍主管隨行，要以提高雇主的收費來補貼外勞也未盡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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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1.23 外勞通訊社 

新北新版外勞安衛手冊 新增危害類型 

四國雙語版本共15,000冊 另有電子檔 

 

鑒於中小企業在勞工安全衛生方面的資源較為缺乏，而外勞又因語言隔閡，若缺

乏作業前的教育訓練，恐增加職災風險。新北市政府勞工局近期印製新版「外籍勞工

安全衛生機械危害預防手冊」，彙整肇災風險較高的機械設備，以外勞母語說明可能

的危害及防護措施，新版也增加近 20 種危害類型及圖說，有助於雇主作為內部訓練

及宣導教材之用。 

新版機械危害預防手冊分中印、中菲、中泰、中越文版本，其中中越文版印製

6,000 冊，中菲文版、中泰文版各 3,500 冊，中印文版 2,000 冊，共計 15,000 冊，開

放事業單位索取。另外勞工局也已將手冊電子檔上傳至勞檢處網站，網址：

http://www.lsio.ntpc.gov.tw/，進入左側「訓練教材下載」、「非營造業」即可下

載。 

勞工局表示，「外籍勞工安全衛生機械危害預防手冊」依照常見危害類型，分成

重點整理： 

     考量到外勞因語言隔閡，缺乏作業前的教育訓練，為減少職災

風險。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印製新版「外籍勞工安全衛生機械危

害預防手冊」，彙整肇災風險較高的機械設備，以外勞母語說

明可能的危害及防護措施，手冊分中印、中菲、中泰、中越文

版本，電子檔已上傳至勞檢處網站供下載使用，除手冊外，勞

工局也製作「外籍勞工安全衛生宣導標語」貼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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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捲夾」、「墜落」、「感電」、「其他」等四個章節，以中文及外勞母語輔

以圖片說明，告知外勞各種設備或工作環境可能發生的危害，以及改善重點，新版手

冊近 70 頁。 

今年勞工局也新增過去常發生職災的類型，「切割、捲夾」部分增加圓盤鋸應  設

置防撥預防裝置及接觸預防裝置、動力衝剪機械設備應具安全護圍及安全模，以及鑽

孔機、截角機等旋轉刀刃機具不得使用手套等。「墜落」部分，增加不得使勞工搭載

於貨叉或任何堆高機座席以外部分。 

「感電」部分，增加活線作業應戴用絕緣防護具、漏電斷路器等。「其他」增加

桌上型圓盤鋸設置接觸預防裝置圖示、化學品安全資料表、射出成形機故障排除應穿

戴防護具、吊掛作業應使用足夠強度之吊具等。 

除手冊外，勞工局也製作「外籍勞工安全衛生宣導標語」貼紙系列，有「捲入注

意！請勿將手伸入」、「禁用手套」、「小心觸電 注意感電」、「非相關人員禁止

進入」、「嚴禁煙火 小心易燃品」等 5種警示語，方便張貼於工作場所或機具設備，

提醒外勞操作時應注意安全，五版本均有四國語言各 200 張，共計 4 千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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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定期查核累計36次 逾63萬家  

105年11月查核3.2萬家 892家外勞超額 
根據勞動部 105 年 11 月定期查核資料，已有 3.2 萬餘家製造業雇主接受查核，

結果有 892 家雇主聘僱外勞人數超過所核配比例，違法比率為 2.73％；其中 1.1 萬

餘家製造業雇主有申請引進外加就安費附加外勞配額滿 3 個月接受查核，其中有 465

家外勞超額需限期改善、38 家則須提報廢止外勞配額，廢止外勞人數 71 人。 

為保障本國勞工權益，並避免雇主超額聘用外勞，勞動部依規定於每年 2 月、5

月、8 月、11 月，每 3 個月定期查核製造業雇主聘僱外勞人數及比例。 

勞動部說明，截至 105 年 11 月底製造業定期查核已實施 36 次，累計總查核已達

63 萬 3,632 家次，不符規定比例須限期改善的雇主累計 1 萬 8,663 家次，約占查核總

家次 2.95％，累計提報廢止有 2,492 家次、廢止外勞人數 3,840 人。 

勞動部表示，部分製造業雇主雖然沒有引進特定製程 5 級制外勞，或是其外勞屬

於未重新招募一般製造業與重大投資案，原先是無需參加定期查核，但是只要雇主有

申請並取得外加就安費附加外勞配額引進滿 3 個月後，就需接受定期查核，採二階段

重點整理： 

     勞動部 105 年 11 月定期查核資料，已有 3.2 萬餘家製造業雇主

接受查核，結果有 892 家雇主聘僱外勞人數超過所核配比例，違

法比率為 2.73％；針對被通知改善的雇主，雇主必須在規定期限

增聘本國勞工或是減少外籍勞工，以符合規定；如屆期未改善

之雇主將被廢止超額之外籍勞工聘僱許可，並管控配額外，還

需面臨就業服務法核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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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內框與外框，外勞配額有無超標。 

勞動部指出，『雙框查核』係指已以外加案引進外勞國人之雇主之定期查核方式；

『單框查核』則係指尚未以外加案引進外國人之雇主之定期查核方式。 

根據 105 年 11 月份統計，共查核 3 萬 2,731 家雇主，其中 892 家雇主聘僱外勞

人數超過規定比例，占查核總家數的 2.73％，已發函通知限期改善。另外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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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人；6 個月前查核已完成改善比率達 9 成。 

勞動部說，針對被通知改善的雇主，雇主必須在規定期限增聘本國勞工或是減少

外籍勞工，以符合規定；如屆期未改善之雇主將被廢止超額之外籍勞工聘僱許可，並

管控配額外，還需面臨就業服務法核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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