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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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天才是百分之一的靈感加上百分之久十久的努力。 

§ 理想的路總是為有信心的人預備著。                               楊董                                                                                                                            

                                                              

§ 問候不一定要慎重其事，但一定要真誠感人。 

§ 未經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鼻香。                                二姐 

                                                              

§ 快樂要懂得分享，才能加倍的快樂。 

§ 生氣是拿別人做錯的事來懲罰自己。                           張姐 

                                                              

§ 漫無目的的生活就像出海航行而沒有指南針。 

§ 微笑可以化解很多問題，沈默可以避免很多問題。                    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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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堅持是生命中最珍貴的一種能力。                             金瑛                           

                                                              

§ 成功的人生，關鍵不在於每一次都獲得勝利，而是在不怕失敗。擁有一顆堅強 

  的心，即可面對所有大大小小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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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論你在什麼時候開始，重要是開始之後就不要停止。 

§ 每一件事都要用多方面的角度來看它。                               筱甯 

                                                              
§ 生活若剝去了理想、夢想、幻想，那生命便只是一堆空架子。                                          

§ 人性之富 富在有德 品行之貴 貴在重孝。                        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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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句叮嚀都像溫熱的咖啡，讓我們回味無窮。 

§ 存好心，說好話，結好緣。                                    宏哲                                          

                                                               

§ 有時候說一句話重要的不是內容，而是語氣。 

§ 除非不在嘗試，否則不算失敗。                                 巧

柔                                                    

                                                               

§ 今天做別人不願意做的事，明天才能做別人做不到的事，未來才能享不到的福。 

§ 能力是你能做什麼，動機決定你做什麼，態度決定你做的如何。           愷

悌                                             

                                                                

§ 能捱得住多少黑夜。就能擁抱多大的光明。你的付出一定會有回報，耐心等待總 

會來臨。 

§ 不要再看看，要多試試看。                                         燕妮 

                                                               

§ 決定人生的不是命運，而是選擇。每一個選擇，都帶給你不同的未來。 

§ 生活不會因為跌到谷底而可憐你，唯有積極向上才是出路。             雅琳 

                                                               

§ 成功的人生，關鍵不在於每一次都獲得勝利，而是在於不害怕失敗。擁有一顆堅

強的心即可面對所有大大小小的挑戰。 

§ 雖然我們不能改變這個世界，但我們可以好好過自己的生活。每天珍惜每分鐘， 

再平凡的小事，都變得有意義了。                               阿河 

                                                               
§ 再努力一點，再堅持一下，你會發現很多的絕望，其實充滿了希望。薇縫中，也

能透出一縷光，你不會總是在黑暗中。 

§ 想一千次，不如去做一次，華麗的跌倒，勝過無謂的徘徊。            莎莎                                                                                 

                                                                

§ 人生能讓你在一秒間絕望，確能讓你在兩秒後重生，只要你願意，你隨時都能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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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從低谷再站起來。                                    

§ 不用勉強自己和別人一樣，前進不前進都為自己做選擇。              妙儒                        

                                                                

§ 如果別人朝你扔石頭，就不要扔回去了，留著做你建高樓的基石。 

§ 懂得結緣，處處好人緣，知道惜福，時時擁抱幸福。                 葦薰                            

                                                               

§ 每一個決定，都是你當下最好的決定。既然決定了就不需要後悔，只要相信自己

並努力達成。 

§ 好人不能少你一個，壞人不能多你一個。                          海

平                                                                                             

                                                                  

§ 因害怕失敗而不敢放手一搏，永遠不會成功，你不能左右天氣，但你能轉

變 

你的心情。 

§ 遇到挫折不要灰心喪志，打得開鎖的總是你試的最後一把鑰匙。     姿妤                                                                                         

                                                                

§ 在這個世界上，沒有解決不了的事情、也沒有什麽挫折是走不過去。只要

自己能學會放下煩惱，快樂其實很簡單。                    

§ 人生就像一場戲，在你的舞台上，你是自己生命的主角，不需去做誰的配

角。                                    

瓊瑤 

                                                                 

§ 只要懂的珍惜、知足、感恩，人生其實很簡單。珍惜身邊每個守護你的人，

是他們給你前進的力量。                   

§ 君子如水，隨方就圓，無處不自在。                            妍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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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勵志小語感謝恆力各位同仁溫馨分享~☆ 

 

 
106 年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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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599 247,046 136,399 58,698 184,454 2 

農、林、漁、牧業(船員) 11,036 7,185 1,706 22 2,123 0 

製 造 業 370,075 53,671 104,142 55,036 157,225 1 

食品及飼品 21,841 3,873 3,315 2,581 12,072 0 

飲  料 699 128 113 125 333 0 

紡  織 24,932 4,802 4,278 5,791 10,061 0 

成衣及服飾品 4,320 336 507 442 3,035 0 

皮革、毛皮及其製 品 2,194 369 107 564 1,154 0 

木竹製品 2,354 699 226 157 1,272 0 

紙漿、紙及紙製品 5,808 1,415 864 811 2,718 0 

印刷及資料儲存媒 體複製 3,521 494 363 470 2,194 0 

石油及煤製品 24 8 0         1 15 0 

化學原材料、肥料、氮化合物、塑橡膠原料及人造纖維 4,020 443 1,327 756 1,494 0 

其他化學製品 2,942 768 652 338 1,184 0 

藥品及醫用化學製品 830 173 330 36 291 0 

橡膠製品 9,434 1,452 837 1,998 5,147 0 

塑膠製品 25,957 4,496 3,270 4,317 13,874 0 

非金屬礦物製品 11,040 2,187 1,768 2,669 4,416 0 

基本金屬 17,821 3,983 2,276 5,835 5,726 1 

金屬製品 81,052 14,481 10,791 13,194 42,586 0 

電子零組件 67,215 1,206 52,477 3,706 9,826 0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 12,692 96 8,998 215 3,383 0 

電力設備及配備 7,290 1,183 1,329 1,216 3,562 0 

機械設備 31,853 4,586 4,797 4,287 18,183 0 

汽車及其零件 11,095 2,144 2,006 2,065 4,88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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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 8,595 1,620 894 2,260 3,821 0 

家  具 4,067 1,011 496 442 2,118 0 

其  他 8,479 1,718 2,121 760 3,880 0 

營 建 工 程 業 6,286 1,313 68 3,085 1,820 0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其他服務業 239,202 184,877 30,483 555 23,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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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部重申，雇主應全額直接給付外勞工資，不得積欠外勞

工資、自外勞工資直接代扣繳外勞服務費、國外貸款予國內

外仲介業者，或逕扣工資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雇主若違

法除處以罰鍰外，將廢止外勞配額。 

雇主應全額給付外勞工資違者重罰並廢聘 

                                         
勞動部重申，雇主應全額直接給付外勞工資，不得積欠外勞工資、自外勞工資直

接代扣繳外勞服務費、國外貸款予國內外仲介業者，或逕扣工資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

用，雇主若違法除處以罰鍰外，將廢止外勞配額。 

勞動部指出，常見雇主代仲介公司自外勞工資中扣款除服務費及國外借款等費用，

上述費用因非屬法定收取的費用項目，故即使外勞同意雇主代為扣繳，該約定仍為無

效。 

勞動部表示，工資為外勞維持經濟生活之依據，為避免雇主介入仲介公司與外勞

間之費用糾紛，同時避免外勞在不知情下被非法扣款或超收費用，已明定雇主依勞動

契約給付外勞工資時，除外勞應依我國法令規定負擔的全民健康保險費、勞工保險費、

所得稅、膳宿費、職工福利金、依法院或行政執行機關扣押命令所扣押金額，或依其

他法律規定得自工資逕予扣除項目及金額外，其餘工資必須全額直接給付外勞，且必

須提供中、外文薪資明細等憑證，供外勞核對。 

勞動部強調，若雇主未全額給付外勞工資，依現行《勞動基準法》及《就業服務

法》規定，聘僱外籍家事勞工的雇主將被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至 30 萬元以下罰鍰；

至於適用《勞動基準法》的外勞，其雇主將被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至 100 萬元以下罰

鍰，地方政府並得依事業單位規模、違反人數或違反情節，加重罰鍰上限至新臺幣

150 萬元；同時將依《就業服務法》第 72 條第 2 款規定，廢止雇主聘僱外勞的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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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及聘僱許可。  

 

 

 

 

106.02.02 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部分外勞來源國政府希望再提高家庭類外勞薪資，如越南提出

調升 5％、印尼則是調至 1 萬 9,000 元。勞動部表示，家庭類外

勞薪資才由每月 1 萬 5,840 元統一調升至 1 萬 7,000 元，為避免

聘僱外勞的經濟弱勢家庭負擔加重，會提雙邊會議討論。 

基本工資調漲 外勞來源國盼家庭類比照 

勞動部：薪資議題會提到雙邊會議討論 

    

  自 106年元旦起，適用勞動基準法的產業外勞基本工資調整至每月 2萬 1,009元，

較原先工資調升 1,001 元，調幅 5％，但是家庭類外勞月薪則維持每月 1 萬 7,000 元，

對此，部分外勞來源國政府希望再提高家庭類外勞薪資，如越南提出調升 5％、印尼

則是調至 1 萬 9,000 元。勞動部表示，家庭類外勞薪資才調漲，會提雙邊會議討論。 

  在基本工資多年停留在 1 萬 5,840 元的時期，家庭類外勞雖不適用勞基法，但是

其契約薪資一直是比照基本工資，但前勞委會主委盧天麟在民國 97 年將基本工資調高

至每月 1 萬 7,280 元，當時為降低整體對產業、社會的影響，把外勞膳宿費收費參考

上限調高至新台幣 5,000 元。 

  同時基於照顧病患家庭的立場，將家庭類外勞排除在調漲適用範圍；自此以後，

產業外勞薪資與家庭類外勞就脫鉤，隨基本工資一路調升，兩者薪資差距越來越大。 

  在基本工資 104 年 7 月 1 日起調至 20,008 元後，印尼及菲律賓政府片面自 104 年

7 月 1 日起調整家事勞工薪資至 1 萬 7,500 元，若是契約上薪資未達 1 萬 7,500 元將不

予同意，形同強迫雇主加薪，雖然當時勞動部已在研議家庭類外勞調薪方案，但是未

掌握先機，淪為被迫談判，當時的勞動力發展署長劉佳鈞也多次親赴印尼與菲律賓駐

台代表處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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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勞動部 104 年 8 月 28 日上午與印、菲、泰、越四國舉行多邊會議，由前勞動

部次長郝鳳鳴主持，自 104 年 9 月 1 日起所有新聘的家事外勞，由每月 1 萬 5,840 元

統一調升至 1 萬 7,000 元，加薪 1,160 元、漲幅 7.3％；為避免聘僱外勞的經濟弱勢家

庭負擔加重，同時將對低收入戶家庭其每月就業安定費由 600 元降至 100 元，中低收

入家庭則由 1,200 元降至 700 元。 

  隨著 106 年基本工資再度調漲，家事移工薪資也成為各國關切的議題。勞動部表

示，家庭類外勞薪資調整要合理，同時須考量雇主經濟負擔，且家事外勞均由雇主免

費提供膳宿，都必須一起考量，該議題將會在雙邊會議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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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2.03 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由於部分雇主未於外國人聘雇期滿前 2 至 4 個月前提出期滿續

聘申請，勞動部重新核釋雇聘辦法第 46 條之 1 補行申請規定，

即日起，申請期滿續聘許可者，雇主可於外國人聘僱許可有效

期間屆滿前，向勞動部補行申請，不以案件申請，而是以外國

人補行申請，同一名外國人以補行一次為限。 

期滿續聘未於期限內申請 可補行 

勞動部：同一名外勞補行一次為限 

     

由於部分雇主未於外國人聘雇期滿前 2 至 4 個月前提出期滿續聘申請，勞動部重

新核釋雇聘辦法第 46 條之 1 補行申請規定，即日起，申請期滿續聘許可者，雇主可於

外國人聘僱許可有效期間屆滿前，向勞動部補行申請，不以案件申請，而是以外國人

補行申請，同一名外國人以補行一次為限。 

勞動部 106 年 2 月 2 日核釋《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46 條之 1 規定

「雇主因故不能於本辦法規定期限內通知或申請者，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後，得於核

准所定期限內，補行通知或申請。(第一項)前項補行通知或申請，就同一通知或申請

案別，以一次為限。(第二項)」其未於本辦法規定期限內通知或申請之雇主，依下列

規定辦理，並自即日生效： 

一、 依本辦法第 28 條之 3 規定申請期滿續聘許可者，雇主應於外國人聘僱許  

 可有效期間屆滿前，向勞動部補行申請；另其聘僱之同一名外國人，補行 

 申請以一次為限。 

  二、 除前款規定外，雇主應於超過本辦法規定期限後 15 日內，向本部補行通 

       知或申請，並以一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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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廢止本部(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華民國 95 年 11 月 1 日勞職外字第

0951180403 號令，並自即日生效。 

配合《就業服務法》第 52 條取消外勞期滿應出國 1 日之規定，勞動部修正《雇聘

辦法》規定，針對外國人聘雇期滿前 2 至 4 個月，雇主須於外國人協商是否續聘，最

遲外國人聘雇期滿前 2 個月必須提出申請，但是該規定實施以來，常有外國人臨時改

變意願，如外國人原先想直接返國不願續聘，後又反悔願意繼續留在原雇主處工作，

但是已離聘雇期滿不足 2 個月，造成雇主提出續聘申請已逾期，據了解，已有數百件

未在期限內提出續聘申請。 

勞動部說明，該函釋同意辦理續聘雇主同一名外國人可補行一次，只要在外國人

聘雇屆滿當日前提出申請即可，因此對於逾期申請續聘案件，雇主須提出補行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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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2.06 外勞通訊社 

新北勞動雲改版 提供一站式主題服務 

外勞安全衛生、求才證明 可同時查詢 
     

    由於勞政業務種類繁多，新北市政府將勞工局以及勞動檢查處、就業服務處、職

業訓練中心等單位的網站內容，整合在「新北勞動雲」一站式服務中。在外勞事務方

面，除一般的諮詢、查察、入國通報、變更住宿地點、無違反法令證明等業務外，由

就服處受理的聘僱外勞前求才證明、聘前講習，以及勞檢處的外勞勞工安全衛生宣導，

也已整併在同一欄位，方便民眾查詢。 

  勞工局表示，無論使用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或手機，在瀏覽器輸入

網址 ilabor.ntpc.gov.tw 或搜尋關鍵字，即可使用「新北勞動雲」一站式服務。 

  由於勞政業務範圍廣泛，新北市去年首創「新北勞動雲」，整合勞資關係、勞動檢

查、身障就輔、資遣通報以及裁罰案件等 5 個子系統，並提供「違法雇主查詢」、「勞

動檢查立即 GO」、「勞資調解便利通」、「資遣通報」、「職訓補給站」、「勞資會

議備查」和「84-1 核備」等 7 大網路申辦服務。此次整併再加入包含外國人工作者、

身心障礙就業輔導、就業安全等多項主題區塊，方便民眾搜尋。 

  勞工局今年印製新版外籍勞工安全衛生「機械危害預防手冊」及「宣導標語貼紙」，

原須至勞檢處網站下載，改版後可至勞動雲下「外國人工作者」、「外籍勞工安全衛

重點整理： 

新北市政府將勞工局以及勞動檢查處、就業服務處、職業訓練

中心等單位的網站內容，整合在「新北勞動雲」一站式服務中，

此次整併再加入包含外國人工作者、身心障礙就業輔導、就業

安全等多項主題區塊，方便民眾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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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中下載。 

  申請外勞前應辦理國內求才證明，原須至就服處網站查詢申請進度，現可至「外國

人工作者」、「雇主服務」、「外勞求才證明領件查詢」，輸入申辦站點、統一編號

及收件編號查詢。 

  而辦理勞基法 84-1 核備、勞資會議相關規定，可至「勞資關係」主題查詢。 

 

106.02.06 外勞通訊社 

新北外勞法令研習 提前至3月開跑 

全年共6場次 事前可填寫提問單回傳 

 

去年 11 月就業服務法第 52 條刪除外勞 3 年出國 1 日規定，以及勞動基準法大幅

修正，各種新制對仲介業者及雇主影響甚鉅。新北市政府勞工局規劃 106 年度外籍勞

工法令研習課程，全年共有 6 場次，第一場將在 3 月 15 日(周三)舉行，對象為製造

業及營造業雇主，2 月 8 日起開放線上報名。為事前掌握業者實務上面臨到的問題，

勞工局今年在受理報名的同時，也將隨簡章附上提問單，於截止報名後彙整給講師作

為授課參考。 

私立就業服務機構部分，今年亦安排 2 場，時間分別在 3 月及 10 月，並提前在

製造業及營造業後進行。 

外勞服務科表示，往年外勞法令宣導研習，一般會在每年的 5 月起才會依各聘僱

的業別進行，今年考量到就服法及勞基法修正幅度很大，影響事業單位的排班、特休

假、加班費以及仲介業者的行政作業，因此今年將宣導會的時間提前至 3 月起跑，讓

仲介業者及雇主盡快熟悉新法令。 

第一場對象為製造業及營造業，於 3 月 15 日(周三)於市府 307 簡報室進行。第

二場對象為私立就服機構，於 3 月 28 日(周二)於市府 507 會議室進行。第三場對象

重點整理： 

因應勞動基準法大幅修正，各種新制對仲介業者及雇主影響甚

鉅。新北市政府勞工局規劃 106 年度外籍勞工法令研習課程，

全年共有 6 場次，第一場將在 3 月 15 日(周三)舉行，對象為製

造業及營造業雇主，2 月 8 日起開放線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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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養護機構，於 4 月 17 日(周一)於市府 307 簡報室進行。以上三場次的授課內容，

上午邀請勞動力發展署人員說明「就業服務法第 52 調新修規定」，下午由勞工局股

長鄧思維講授「勞動基準法修法解析」。 

白領外籍工作者部分，第四場對象為專技人員雇主，於 5 月 16 日(周二)於市府

307 簡報室進行。第五場對象為外籍語文教師雇主，於 6 月 20 日(周二)於市府 307

簡報室進行。以上兩場授課內容，由勞工局人員分別針對就業服務法違法案例，以及

勞基法修法內容進行講授。 

最後一場對象為私立就服機構，將於 10 月 30 日(周一)於市府 507 會議室進行，

課程內容為就服法第 5條第 2項與仲介的受任事務、勞工退休制度及法令，人口販運、

性騷擾防治等。 

以上為暫定內容，實際須以勞工局最終排定為準。線上報名約在一個月前開放，

仲介及雇主可至新北勞動雲：https://ilabor.ntpc.gov.tw/cloud/Event/填報資料，

並下載簡章及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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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2.08 外勞通訊社 

內閣改組 林美珠2/8接任勞動部長 

妥善運用跨國勞動力 推最低工資法 
 

行政院進行首波內閣改組，勞動部 8 日上午舉行新、舊部長交接典禮，由政委林

萬億監交，卸任勞動部長郭芳煜致詞時表示，其任期從一例一休開始，也從一例一休

結束，但他強調，一例一休是進步且正確的方向；新任部長林美珠表示，會延續政策，

未來希望透過與企業的對話，達到勞資雙贏的局面，努力達成總統與政院政策，將提

升人力資本，妥善規範並運用跨國勞動力，推動最低工資法制，健全勞保年金制度等。 

勞動部政務次長郭國文與廖蕙芳留任，原主任秘書潘鴻麟隨同郭芳煜卸任，改由

原蒙藏委員會主任秘書陳明仁接任。 

林美珠畢業於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系、法律研究所，曾任政務委員、嘉義縣副縣長、

內政部政務次長、行政院參事等。 

勞動部今上午舉行勞動部長交接典禮，會中除了監交人林萬億跟勞動部官員之外，

嘉義縣長張花冠、林美珠的小學老師跟證交所董事長施俊吉等人都到場觀禮。 

林萬億致詞指出，郭芳煜在任期間，對於勞工運動、福利、條件、安全等，都留

下重要足跡，其中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例一休，則讓郭芳煜受盡委屈；至於新部長，林

重點整理： 

勞動部 8 日上午舉行新、舊部長交接典禮，由政委林萬億監交，

卸任勞動部長郭芳煜致詞時表示，其任期從一例一休開始，也

從一例一休結束，但他強調，一例一休是進步且正確的方向；

新任部長林美珠表示，會延續政策，未來希望透過與企業的對

話，達到勞資雙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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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億說曾與林美珠共事，林美珠出身基層，擁有法治專業，具有溝通能力、步調非常

沉穩，且行事低調，一定可以勝任勞動部長。 

證交所董事長施俊吉致詞表示，他是證交所董事長，證交所底下有 912 家上市公

司，這些上市公司透過證交所平台投資，因此他代表資方恭賀勞動部長林美珠到任，

相信這是勞資和諧的象徵。 

郭芳煜卸任致詞指出，23 年來，他在這裡送走了 10 位部長，自己是第 11 位，

勞動部就是一棒接一棒，像大隊接力，看到林部長接了棒子之後一馬當先、揚長而去，

那個時候真的是有如釋重負的感覺，他稱讚林為超級強棒。 

林美珠則表示，接下這一棒的時候，其實她的內心百感交集，「過去未能完成的，

我全部都收下了。」對於一例一休上路爭議，林美珠指出，雖然行政機關立場是好的，

但立法仍須有好的配套，並充分宣導與輔導等後續動作必須做，相信對於提升勞動環

境、改善勞資雙方關係有很大幫助。 

她也期許勞動部同仁並肩作戰、完成過去與 未來交付任務，並讚許郭芳煜過去

8 個多月奠定好的基礎，勞基法修法涉及層面相當廣泛，勞動施政影響不僅與勞工息

息相關，更深深影響企業經營與每個家庭成員幸福，全民關注。 

林美珠表示，所謂法律，只是最低、最基本規範，將協助提升勞工對話能力，能

夠與企業主透過對話成為夥伴合作，以雙贏為前提，企業提升量能、勞工工作品質也

提高。 

林美珠強調，會配合總統政見與國家政策，將促進就業勞動升級、完備安全體制、

提升人力資本、妥善規範與運用跨國勞動力；同時落實勞動安全、充分完備法令、建

構安全健康職場、加強職災勞工與非典型就業保障。勞資之間則強化對話合作、加強

工作自主運作、發展勞資對立諮商健全制度、公平成長永續發展、推動最低工資法制、

健全年金制度等，期盼透過策略落實謀求勞資和平發展，也創造勞工朋友更好生活、

提升社會與國家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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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2.08 外勞通訊社 

因應長照與新南向政策 大量人力需求 

林美珠：等評估報告再議如何運用 

 

勞動部長林美珠上任時強調，未來會妥善運用跨國勞動力，對此，她 10 日進一

步說明，因應長照還有推動新南向政策，需要大量人力，除訓練本國人，人力還是不

足，在推動新南向政策，配合留才與攬才政策，引進白領外國人來台，成為我國新血，

成為經濟發展助力，至於藍領外勞已經有 62 萬多人，對本勞的衝擊近期會有評估報

告，等報告出來後，再看下一步如何妥適運用外國移工。 

民進黨立委林俊憲上午在公聽會表示，執政黨有義務深入了解法規實施情況，如

果真的有窒礙難行的地方，也應該進行檢討修正；對此，林美珠表示，她剛上任，說

修正太急了，她會與同仁一起盤點問題，藉由相關子法進一步解釋、解套，如此就可

以說明得更清楚，來完備法制。 

一例一休上路後，許多行業雇主抱怨法律綁手綁腳、排班困難，林美珠說，勞動

部懶人包也做了，QA 也做了，可是老闆不會看，老闆只有在當我們一點一點的說明

時才會聽，所以我們要到府服務，讓資方了解真正的規定與運用方式。 

對於宣導策略，林美珠提出，宣導這件事不單單是勞動部要動起來，也要藉助「團

重點整理： 

因應長照還有推動新南向政策，需要大量人力，除訓練本國人，

人力還是不足，在推動新南向政策，配合留才與攬才政策，引

進白領外國人來台，成為我國新血，成為經濟發展助力，至於

外國移工對本勞的衝擊，等報告出來後，再研議如何運用外國

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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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的力量，甚至地方政府也要加入。她舉例，每個部會都有所轄的行業，所以如果

逆向來講，由各部會幫我們協助適當說明，會不會比較好？她進一步說，整個內閣有

所轄行業的部會太多了，過去只想說經濟導向與經濟部有關，但像文化部也有很多，

今天上午她和行政院發言人徐國勇也討論，提報一個各部會合作的宣導計畫，徐國勇

也說可行，她會請勞動部同仁規劃。 

至於低薪問題，林美珠說是整體經濟結構問題，她也沒這麼大本事馬上就有特效

藥。不過她說，所有的勞工也是消費者，整體經濟發展大家都有責任，會鼓勵企業加

薪，也是刺激消費。 

對於如何修補與勞方及資方的關係？林美珠表示，她會謙卑地、彎下腰來聽聽大

家的意見，若一點小誤會沒有化解，未來就變成老死不相往來，她會主動與各團體溝

通；有人說學法的冷冰冰，她說，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她會誠心誠意的與大家

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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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2.10 外勞通訊社 

比照政府彈性連假 企業可移假補班 

勞勞動部提醒雇主 須事先勞資協商同意 

 

228 連假即將到來，勞動部提醒，欲依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出勤之行業，可適用

「8 週彈性工時」規定比照辦理；不過，一定要先經由工會或是勞資會議同意後，才

可施行。 

行政機關為因應彈性放假，106 年有 3 個週六要補班，包括 106 年 2 月 18 日（六）

調整上班，106 年 6 月 3 日（六）調整上班，106 年 9 月 30 日（六）調整上班。 

勞動部建議，每年遇國定假日彈性挪移補班時間，所有行業都可透過八週彈性工

時實施一日換一日，以達成連假，為了省下每次遇到連假都要經由勞資協商的程序，

雇主可以依照政府機關的日曆，一次取得勞工當年中所有連假的挪移同意。 

根據人事行政總處發布 106 年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106 年有 6 個連假，包

含元旦、春節、228 和平紀念、清明節、端午節、國慶日等連假。至於勞工則享有 7

個連假。 

106 年連續假期除元旦與春節外，106 年 2 月 25 日到 28 日，有 4 天 228 連假；

106 年 4 月 1 日到 4 日，有 4 天清明節連假；106 年 5 月 27 日到 30 日，有 4 天端午

重點整理： 

根據人事行政總處發布 106 年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106

年有 6 個連假，包含元旦、春節、228 和平紀念、清明節、端

午節、國慶日等，至於勞工則享有 7 個連假(勞動節)，勞動部

建議，每年遇國定假日彈性挪移補班時間，所有行業都可透過

八週彈性工時實施一日換一日，以達成連假，雇主可以依照政

府機關的日曆，一次取得勞工當年中所有連假的挪移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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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連假；106 年 10 月 7 日到 10 日，有 4 天國慶日連假。 至於 106 年 4 月 29 日到 5

月 1 日，勞工也有 3 天勞動節連假，但並不包含公務員。 

勞動部指出，政府行政機關辦公之日曆表，通常以「一日換一日」之換班(假)

概念調整出勤，以形成連假，民間企業多有比照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出勤之情形，

惟依規定，必須採行「8 週彈性工時」，始得為之。 

因此為使所有事業單位均得在符合《勞動基準法》規定之前提下，依公部門「一

日換一日」之換班(假)原則，比照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安排工時及例休假，勞動

部已於 105 年 01 月 21 日發函勞動條 3 字第 1050130120 號的解釋令，雇主與事業單

位可比照政府行政機關辦公行事曆休假，透過「工作日」與「休息日」彼此的調移，

來形成連續休假的結果。 

勞動部提醒，事業單位如欲依《勞動基準法》第 30 條第 3 項規定實施「8 週彈

性工時」，仍應符合「有工會者，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

意」之程序後，始得調整比照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出勤，至於「五一勞動節」雖

行政機關未放假，適用《勞動基準法》之行業仍應依法放假；遇有例假或休息日者，

應予補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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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2.13 外勞通訊社 

工商團體新春團拜 工總提出五願景 

籲盡速完成勞基法配套 放寬變形工時 
 

八大工商團體 2月 14日舉行新春聯誼，全國工業總會理事長許勝雄提出五願景，

除 5 加 2 創新產業外，政府更要關心既有產業創新轉型障礙，例如解決技術研發人才

不足的問題，建構友善投資環境，並應解決企業所面臨缺工、缺地、缺人才等「五缺」

困境，進而改變企業投資惡化出走的趨勢。 

他也再次提出呼籲政府應盡速完成一例一休相關配套措施，檢討放寬每日加班時

數上限，以及根據產業特性，放寬勞動基準法變形工時可行性建立提升經濟的勞動環

境。 

許勝雄會後受訪表示，一例一休並沒有這麼複雜、困難，這個制度要達到兩個期

待目的，一個是滿足勞工朋友想要上班、增加所得，另一個是企業淡旺季以及季節性

的彈性生產需求，讓產業有辦法運作，勞工所得也能增加，在這個架構上給予適度的

變形工時，達到三贏，這也是政府要解決的事。 

針對企業界的呼籲，總統蔡英文致詞提到，經濟正在邁向復甦，走出隧道口，政

府會帶頭把餅做大，過程中也不能少了企業的參與。政府絕非只注重 5 加 2 產業，台

灣經濟發展是靠許多產業，尤其是傳統產業所支撐出來的。 

重點整理： 

全國工業總會理事長許勝雄提出，除 5 加 2 創新產業外，政府

更要關心既有產業創新轉型障礙，如解決技術研發人才不足、

建構友善投資環境、企業面臨缺工、缺地、缺人才等困境，進

而改變企業投資出走的趨勢，並以及根據產業特性，放寬勞動

基準法變形工時可行性建立提升經濟的勞動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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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為營造創新投資環境，相關法規鬆綁也有階段性成果，外籍人才延攬專法以及金

融科技創新專法也在研擬中，希望在下個會期就能夠送進國會。 

她呼籲，企業投資要看得更遠，人才是企業重要資產，期待企業的招募計畫更有

企圖心，用更好薪資延攬優秀人才，並關注勞動權益，讓員工得到充分休息，政府與

民間共同合作建立正向循環。 

目前經濟部與工商團體正積極洽談於今年召開全國財經會議，當天下午聯誼結束

後，經濟部長李世光與各團體代表召開會前會。據了解，會前主要討論議題包含「經

營環境」、「連結國際」、「連結在地」、「連結未來」、「促進青年創業與就業」、

「產業發展與女性參與」等六大項。許勝雄說，由誰主導、何時召開並不重要，如何

讓投資環境提升以及後續落實執行才是真正重要的，不要議而不決、決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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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2.14 外勞通訊社 

105年底行蹤不明外勞逾5.3萬人 

查緝與提供獎金外 勞動部通盤檢討視 
 

根據內政部移民署資料，105年底在台行蹤不明外勞人數已達 5.3餘萬人，對此，

勞動部表示，除已與內政部建立跨部會常態性查緝機制，結合各國安單位進行聯合查

處行蹤不明外勞，並提供民眾檢舉非法雇主、仲介及外勞獎勵金外，近期也在通盤檢

討，多方面思考提出因應對策。 

勞動部重申，雇主申請聘僱外勞須符合資格條件，若雇主未經許可非法僱用外勞，

將依就服法處新臺幣 15 萬到 75 萬元罰鍰。 

根據統計，近 5 年外勞發生行蹤不明比率約 3％至 4％不等，其中 105 年行蹤不

明比率為 3.59％還較 104年 4.02％低，由比率來看外勞在台行蹤不明並未明顯提高，

但是隨外勞人數增加（105 年底外勞總計 62 萬 4,768 人），且查緝人員不足、能量

有限下，行蹤不明人數亦隨之增加，截至 105 年底，行蹤不明外勞人數已達 5 萬 3,734

人，其中越勞有 2 萬 6,308 人居冠、其次印勞 2 萬 3,959 人、菲勞第三有 2,569 人、

泰勞 897 人第四、馬勞 1 人。 

勞動部現行對於遏止外勞行蹤不明措施有與內政部建立跨部會常態性查緝機制，

重點整理： 

根據內政部移民署資料，105 年底在台行蹤不明外勞人數已達

5.3 餘萬人，除已結合各國安單位進行聯合查處行蹤不明外勞，

並提供民眾檢舉非法雇主、仲介及外勞獎勵金外，近期也在通

盤檢討因應對策，勞動部重申，雇主申請聘僱外勞須符合資格

條件，若雇主未經許可非法僱用外勞，將依就服法處新臺幣 15

萬到 75 萬元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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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各國安單位進行聯合查處行蹤不明外勞；並提供民眾檢舉非法雇主、仲介及外勞

獎勵金，民眾可利用免付費專線(0800-000978)檢舉，依非法雇主、非法媒介及行蹤

不明外勞查獲人數，每案最高核發 7 萬元；同時對於非法雇主、非法仲介加重其行政

罰鍰額度，另又對仲介課予管理之責，外勞入境 3 個月之內逃逸超過指標將處罰鍰，

甚至不予換許可證等。 

但是在查緝與提高檢舉將金的措施下，外勞行蹤不明的狀況仍未能有效改善，日

前外界已有建議比照國外經驗「大赦」非法外勞，並提供其轉換為合法工作之機會，

以改善目前逃逸外勞游走社會底層的治安疑慮，並讓他們有機會重新回到有法令保障

的職場，填補目前缺工的人力市場。 

對於「大赦」非法外勞的建議，勞動部指出，目前並無法源依據，必須經過修正

《就業服務法》取得授權，不過，我國情況與他國又不同，我國會雇用非法外勞的雇

主，通常都是沒有申請資格的，因此大赦後，非法外勞並無法就地合法工作，因此若

是要實施「大赦」非法外勞，僅只是希望他們能出面然後返回他們自己的母國。 

也有人建議，外勞一入國就開金融帳戶，雇主給付薪資直接匯入該帳戶，限制外

勞要等聘雇契約結束返國時，才能將該帳戶結清提領，可有效避免雇主未全額給付薪

資外，也能節省外勞查察人力；對此，勞動部表示，會納入檢討，但是很難限制外勞

不能動用該薪資帳戶，如何防止外勞行蹤不明很多細節都須進一步通盤檢討；甚至也

有學者提出，行蹤不明外勞這問題根本無解，不需花費這麼多資源去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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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2.15 外勞通訊社 

最低工資法制公聽會 建議增勞方代表 

資方建議外勞排除適用 各方意見分歧 

 

勞動部2月16日於新北市召開北區最低工資法制公聽會，近50名勞資代表與會。

多位勞方代表提出建議，包括增加參與基本工資審議的勞方代表人數、檢討勞方代表

產生的方式和參考指標，以及提高審議的頻率等。資方團體則反映，每次調整基本工

資，受惠的都是外勞，盼本、外勞薪資脫鉤，也引發熱烈討論。 

過去經常提到按區域制定不同的最低工資，以考量南北物價差距，但多數認為不

適合。審議指標部分，則有參考民生消費支出，以及按 GDP 浮動調整等不同建議，在

經濟情勢不佳時，最低工資也有降低的可能。另外也有建議將每年一次審議，提高為

一年 2 至 3 次或每季討論。 

勞動部於 2 月 15 日起，於北、中、南、花東舉辦 5 場最低工資法制公聽會，北

部為第二場。由於這只是一場公聽會所提出的意見，後續勞動部將彙整各場次內容，

作為修法參考。 

目前基本工資是由審議委員會擬定，報請行政院核定，在基本工資審議辦法中訂

有相關細節。外界時有反映現行審議機制僅是法規命令，希望提升法律位階，合理規

定勞工最低工資、審議制度，以及如何落實或處分。 

目前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成員共 21 人，勞動部、經濟部、國發會各 1 人外，勞資

雙方各 7 人，以及專家學者 4 人。新北市演藝工會理事長楊芸蘋建議，應增加勞資代

表的人數，或減少專家學者人數，增加勞資代表各 1 名，讓基層工會有機會參與。 

重點整理： 

勞動部於 2 月 15 日起，於北、中、南、花東舉辦 5 場最低工資

法制公聽會，2 月 16 日於新北市召開第二場「最低工資法制公

聽會」，近 50 名勞資代表與會。多位勞方代表提出建議，包括

增加參與基本工資審議的勞方代表人數、檢討勞方代表產生的

方式和參考指標，以及提高審議的頻率等。資方團體則反映，

每次調整基本工資，受惠的都是外勞，盼本、外勞薪資脫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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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對於本、外勞薪資是否脫鉤，是資方團體最關心的議題之一，認為最低工資

法適用對象應排除外勞。部分勞團也提到，外勞在台從事短期工作，而臺灣薪資水準

優於外勞母國，但基本工資卻是底層勞工的賴以生存的最低水平，希望能多加考量。 

不過桃產總反對脫鉤，認為會讓資方更傾向進用廉價外勞，只有在勞動水平相同

的情況下，對本勞加薪才會較有幫助。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研究員陳秀蓮也表示，

外勞薪資須扣膳宿費、國外仲介費，事實上已經脫鉤，以本、外勞脫鉤來解決低薪問

題的手段太過簡化。 

不過相關人士分析，外勞來台以賺錢為目的，在新的勞基法將休息日加班費加成

計算後，若再將本、外勞薪資差距拉大，雇主除可降低成本，又能方便管理，難保不

會將加班機會優先保留給外勞，要將外勞排除適用，困難度會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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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2.16 外勞通訊社 

彰化縣規劃10場次定時定點諮詢服務 

選定大型醫院巡迴各地區首場2/23 

 

為方便外勞及雇主就近諮詢相關法令，彰化縣政府勞工處今年選定民眾來往頻繁

的醫療院所及移民署站台，辦理 10 場次「定時定點外籍勞工查察及諮詢便民服務」，

服務當天將設置服務台諮詢，協助雇主了解聘僱外勞相關規定及其工作權益。 

今年首場訂於 2 月 23 日(週四)，在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辦理，勞工處每月

將選定 1 家大型醫院巡迴各地區辦理，預計 11 月底完成全年度 10 場次。 

許多外籍看護工經常需要陪同被看護人至醫院回診、復健或是有長期住院的需求，

因此各醫院成為外勞與雇主出入頻繁的場所，勞工處考量家庭看護工較少有機會外出，

因此規劃臨時服務據點，就近更多服務外勞及雇主。其他尚未聘僱外勞的一般民眾，

亦可詢問相關事項。 

除 2 月 23 日外，其他服務日期、地點包括：3 月 16 日在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

院員林分院；4 月 20 日在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鹿基分院；5 月 18 日在財團法人

彰化基督教醫院二林分院；6 月 22 日在秀傳紀念醫院；7 月 20 日在伍倫醫療社團法

人員榮醫院；8 月 24 日在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9 月 21 日在內政部移民署中區事務

大隊彰化縣服務站；10 月 19 日在員林郭醫院大村分院；11 月 23 日在彰濱秀傳紀念

重點整理： 

彰化縣政府勞工處今年選定民眾來往頻繁的醫療院所及移民署

站台，辦理 10 場次「定時定點外籍勞工查察及諮詢便民服務」，

服務當天將設置服務台諮詢，協助雇主了解聘僱外勞相關規定

及其工作權益。首場訂於 2 月 23 日(週四)，在財團法人彰化基

督教醫院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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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醫院。勞工處歡迎民眾多加利用。 

 

 

 

 

106.02.17 外勞通訊社 

立院開議林揆備詢 報告聚焦六大面向 

強調落實周休二日 調升基本工資息 
 

院進行施政報告，聚焦「加速產業轉型，深化創新經濟」、「擴大公共建設，發

展城鄉共榮」、「實踐公義社會，完善社會安全網」、「革新政府治理，打造永續家

園」、「深耕文化教育，尊重多元族群」、「確保國家安全，拓展對外關係」6 大面

向，並強調改變已經開始。 

林全在報告指出，現階段具體施政措施，以及未來推動方向，強調將加速產業轉

型，並深化創新經濟，全力推動「五加二」產業創新計畫，並針對稅制改革部分，表

示財政部已於 2 月召開兩場稅制改革座談會，預定 5 月前提出修法方案，推動所得稅

制改革。 

在社會安全網方面，「長期照顧計畫 2.0」今年元旦正式上路。各界關注的長照

財源， 新修正通過「長期照顧服務法」，確立長照基金財源。在落實居住正義方面，

「住宅法」修正後，可提供具體法源，有助地方政府解決社會住宅的土地取得、經費

來源及人力組織等問題，並將社會住宅提供給經濟或社會弱勢者的比率提高為 30%以

上。 

在勞動權益方面，為落實勞工周休 2 日，在立院的支持下，新修正的「勞動基準

法」，明訂每工作 7 天至少應有 2 天休息，除提高休息日的加班費，還增加勞工的特

重點整理： 

林全在報告指出，現階段具體施政措施，以及未來推動方向，

強調將加速產業轉型，並深化創新經濟；為落實周休 2 日，新

修正的「勞動基準法」，明訂每工作 7 天至少應有 2 天休息，

除提高休息日的加班費，還增加勞工的特別休假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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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休假天數。另自今年元旦起，勞工每月基本工資調升至 2 萬 1,009 元；每小時基本

工資調升至 133 元。 

在野黨對於新會期，國民黨立法院黨團共提出 25 項優先法案，在勞工權益部分，

提出勞基法增訂第 32 條之一條文草案，要求「一例一休」之延長工時加班應「依比

例」換補修；明文增列規範勞工在加班後，得自由選擇領加班費或補休，補休時數應

依比例換取，若無法休完補休時數，雇主應給付加班費。 

時代力量這會期的優先法案，包含已提出但尚未完成立法之法案 13 項，以及本

會期擬提出之新法案 17 項，包括《反媒體壟斷法》、《最低工資法》、《公投法》、

《促轉條例》、《空汙法》、年金改革相關法案等。 

此外，2 月 23 日各委員會將選舉召委，預計 3 月 1 日才會開始開委員會，至於

還沒開委員會前的空檔時間，將先處理考試院副院長被提名人李逸洋的人事同意權。

根據立院規劃，開議後，20 日將開全院委員會，召開考試院副院長人事同意權案公

聽會，22 日的全院委員會，審查考試院副院長人事同意權案，24 日上午行使考試院

副院長同意權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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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2.17 外勞通訊社 

即日起 勞動部開辦線上繳就安費服務 

溢繳就安費 可填表退費或下期帳單扣除 

 

    提供外勞雇主更多元、便捷的繳納就業安定費服務，除目前 4 大超商、美廉社、

全國農漁會信用部、郵局、台新銀行及授權金融帳戶自動扣繳等繳費管道外，勞動部

自 106 年 2 月起開辦可透過「e-Bill 全國繳費網(http://ebill.ba.org.tw/)」線上

即繳就業安定費，雇主可使用電腦完成繳費事宜。 

    另外，外勞雇主日前已收到 105 年 10 月至 12 月的就安費帳單，由於就安費帳單

須全額繳交，無法部分繳款，因此針對有多繳就安費的雇主，為協助雇主快速辦理退

費作業，勞動力發展署表示，除信函通知雇主辦理溢繳就業安定費退還作業外，自去

年 8 月起倘有雇主溢繳就業安定費情形，即採隨就業安定費帳單檢附｢ 溢繳就業安定

費通知暨核退申請書｣ ，並告知雇主可選擇溢繳金額扣抵下期就業安定費或向發展署

申請退還，退還作業所須檢附證明文件及書表填寫範例亦隨附帳單提供雇主參考。 

    勞動力發展署指出，根據統計，目前雇主繳納就業安定費方式仍以至 4 大超商繳

費占大宗，比率約 61%；其次則是至郵局繳費占 26%。為提供雇主更快速、更便利的

繳費方式，自 106 年 2 月起雇主僅須使用晶片金融卡即可至「全國繳費網」線上繳納

就業安定費，雇主免出門，即可一指搞定；有關網路線上即繳就業安定費相關流程及

重點整理： 

勞動部自 106 年 2 月起開辦可透過「 e-Bill 全國繳費網

(http://ebill.ba.org.tw/)」線上即繳就業安定費，雇主可使用電腦

完成繳費事宜；倘有雇主溢繳就業安定費情形，即採隨就業安

定費帳單檢附｢溢繳就業安定費通知暨核退申請書｣，並告知雇

主可選擇溢繳金額扣抵下期就業安定費或向發展署申請退還。 

http://ebill.ba.org.tw/
http://ebill.b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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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亦會隨附就業安定費帳單提供雇主參考運用。 

    發展署說明，網路線上繳納就業安定費非常簡便，只要使用電腦接上讀卡機，插

入晶片金融卡，連線至全國繳費網(http://ebill.ba.org.tw/)，選擇繳費項目（政

府機關相關費用-就業安定費），接著輸入雇主銷帳編號、繳費金額及晶片金融卡密

碼，即完成繳費作業。 

    發展署提醒，依《就業服務法》第 55 條及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46

條之 2 規定，就業安定費應於每年 2、5、8、11 月 25 日前繳納，並得寬限 30 日，如

雇主於寬限期滿仍未繳納者，自寬限期滿日起至完納前 1 日止，每逾 1 日加徵未繳就

業安定費 0.3%滯納金，但以其未繳之就業安定費 30%為限，請雇主注意繳納期限以免

產生滯納金。 

    民眾如對線上繳費或對繳納就安費有疑問，可洽詢勞動部電話服務中心詢問，電

話：02-8995-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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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2.18 外勞通訊社 

工商團體調查 近七成不滿強制七休一 

人力密集產業 人事成本增加幅度較大 

 
    根據工業總會、商業總會等七大工商團體日前所做調查發現，一例一休修法後，

72.8％企業每年將增加 3%以上人事成本，以人力密集及規模較小的企業，人事成本

增加率較高。近半數受訪企業表示將調整售價作為因應，其他方式，包括有加速自動

化、外移，也有少數企業擬以增聘外勞方式，來面對一例一休、休息日加班費增加的

衝擊。 

    此次調查中也有 67.4%的企業反映，取消例假日挪移，即強制勞工每工作六天須

有一天例假，造成了排班上的困擾。另外亦有高達 67.8%的企業無法接受休息日加班

4 小時以內者，以 4 小時計算的方式。 

    自去年 10 月起，勞動部先是取消例假日得挪移規定，今年元月起則有休息日加

班費提高等多項新措施。為了解對產業界衝擊以及因應方式，工商團體 1 月底針對所

轄會員進行「一例一休對產業影響」問卷調查，共回收有效問卷計 735 份。 

    此次調查結果發現，46.3%企業會考慮以調漲產品或服務價格因應一例一休衝擊，

調漲產品或服務價格大多在 10%以內，特別是中小企業或商業服務業，對成本提高的

負荷能力較低，調整售價的比例也較多；但製造業大多以代工為主，往往因面對國際

重點整理： 

根據工業總會、商業總會等七大工商團體日前所做調查發現，

一例一休修法後，72.8％企業每年將增加 3%以上人事成本，取

消例假日挪移，即強制勞工每工作六天須有一天例假，造成了

排班上的困擾。另外亦有高達 67.8%的企業無法接受休息日加

班 4 小時以內者，以 4 小時計算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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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即使成本增加，也無法反映在售價上，因此有 53.7%不考慮調整價格。 

    此外，15.5％企業表示將採「加速自動化」因應，14.2％企業採「將生產線外移」

或「轉單」，6.2％採「歇業」因應。其他因應措施，包括凍結工資、不接急單、增

聘外勞、請求政府補償、縮小規模、提升工作效率減少加班、老闆自己做、儘量不在

休息日加班等。 

    在休息日加班費大幅提高之下，有 51.3%企業限制員工休息日加班，有 24.4%企

業採新增臨時、短期或派遣人力，15.6%採外包，8.8%縮短休息日營業時間。另有部

分單一企業要依法支付加班費，或採調移休息日、縮編、減產、提高效率、引進外勞、

老闆自己做、結束營業因應。 

    企業建議的配套措施，依序為取消休息日加班 4小時以內者，以 4小時計等規定、

休息日加班費支付標準比照假日加倍給付即可、休息日加班工時排除延長工時時數，

分別佔 21.8%、18.7%、15.9%，另有 15.7%建議放寬每月延長工時總時數 46 小時的限

制，一般希望在 60 小時至 66 小時，以因應急單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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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2.20 外勞通訊社 

我國外勞來源缺乏 遭有心人利用詐騙 

勞動部：新外勞來源國開放會有公告 
 

    來源國缺乏，目前僅有開放泰國、菲律賓、印尼、越南、馬來西亞與蒙古等 6 國，

不過實際上只有 4 國，其中馬勞在台僅剩 1 人，蒙古更是無人在台工作了，針對有心

人士謊稱可代表緬甸政府輸出勞工，詐騙我國仲介業者，勞動部指出，新增外勞來源

國是政策方向，但會先透過外交部洽談，一定是政府對政府形式，正式開放新外勞來

源國一定會有正式公告，不可能由個人或個別公司經營。 

    代，外交部與緬甸政府洽談經貿與勞務合作，陳雄文任勞動部長時，初步洽談以

直接聘僱試辦引進 150 名緬甸勞工，但是歷經緬甸天災、大選等，直至我國大選政黨

輪替，現今無有進一步討論。 

    由於蔡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對於印度、東協等國，從「經貿合作」、「人才交

流」、「資源共享」與「區域鏈結」四大面向著手。其中在「人才交流」面上可以兼

顧雙方的需求，在「以人為本、雙向多元」的交流原則下，由單向引進外籍勞工轉向

雙向人才培養，提升台灣與新南向國家雙邊人才資源的互補與合作。因此不排除會從

配合新南向政策的印度與東協，開放成為我國新外勞來源國。 

    余姓、羅姓男子等 5 人 105 年 7 月成立「緬甸代表處」，誆稱代表緬甸政府輸出

勞工，涉嫌詐騙外籍勞工仲介業者。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106 年 2 月 21 日偵結，

重點整理： 

針對有心人士謊稱可代表緬甸政府輸出勞工，詐騙我國仲介業

者，勞動部指出，新增外勞來源國是政策方向，但會先透過外

交部洽談，一定是政府對政府形式，正式開放新外勞來源國一

定會有正式公告，不可能由個人或個別公司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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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詐欺等罪起訴 5 人。 

    檢署 105 年 7 月接獲檢舉，指出余姓男子、羅姓男子在台北成立「台北經濟貿易

中心-緬甸代表處」，並以此名義對外謊稱是緬甸勞工唯一輸出的授權單位，國內外

勞仲介業者信以為真，支付新台幣 300 餘萬元緬勞仲介費給余姓男子，卻未取得緬勞

輸出，才知受騙。 

    羅姓男子見國貿大樓有多家知名企業設辦公室，以某家公司名義，對這些企業訛

稱該公司已獲「緬甸代表處」同意取得緬甸地區賓士汽車代理權，並偽造香港匯豐銀

行 5 億歐元（約新台幣 159.7 億元）資力證明，企圖誘騙某企業投資 50 萬歐元（約

新台幣 1597 萬元）未遂。 

    外交部亞東太平洋司查證，「緬甸代表處」非緬甸駐台機構，台緬勞務合作也未

透過任何仲介或其他授權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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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2.22 外勞通訊社 

林美珠:針對高工時、易過勞行業勞檢 

106年勞檢 養護機構、電子零組件入列 
 

    林美珠 23 日在行政院會後記者會上表示，除遊覽車外，今年將鎖定高工時、易

過勞的行業，加強勞動檢查，包括養護機構、電子零組件製造業、物業管理、保全服

務等，今年已規劃十幾個專案檢查。 

    106 年規劃 15 項共 1,400 家專案勞動檢查，其中屬於高工時行業有「旅行業及

遊覽車客運業聯合專案檢查」、「儲配運輸物流與汽車貨運業勞檢」、「保全服務業

勞檢」、「物業管理事業機構勞檢」、「醫療院所勞檢」、「養護機構勞檢」、「航

空及鐵道運輸業勞檢」、「國道客運駕駛員工工時專案檢查」、「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勞檢（150 至 250 人普查）」等 9 項。 

    有「私立幼兒園勞檢」、「部分工時勞工勞檢」、「工讀生（含零售式量販業）

勞檢」、「漁船勞工勞檢」、「勞動派遣專案檢查」、「金融保險業勞檢」等 6 項。 

林美珠說明，蝶戀花事故發生後，勞動部針對罹災勞工包括駕駛、導遊，都有派個案

管理員協助，並且發放相關補償，事故駕駛經台北市勞工局調查，已確定駕駛與蝶戀

花具勞雇關係，就蝶戀花未依法未駕駛投保勞保，勞動部將嚴懲、決不寬貸。 

重點整理： 

勞動部將鎖定高工時、易引起過勞的行業，加強勞動檢查，目

前已規劃養護機構、電子零組件製造業、物業管理、保全服務、

國道客運等，續會再跟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了解，各行各業那些

是過去未注意到的，都會來持續檢討相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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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美珠指出，除了啟動「旅行社及遊覽車客運業聯合稽查專案計畫」外，勞動部也

將鎖定高工時、易引起過勞的行業，加強勞動檢查，目前已規劃十幾個專案檢查，後

續會再跟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了解，各行各業那些是過去未注意到的，都會來持續檢討

相關計畫。 

    行政院長林全今天在院會就「國道五號交通事故檢討及改善措施」報告作出裁示，

針對外界關心的遊覽車駕駛員超時工作及行車安全等問題，請交通部及勞動部通力合

作，加強勞動檢查，健全過勞預防機制，通盤思考，並加強督促業者遵守勞動法令，

以確保行車安全，保障勞工及旅客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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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2.23 外勞通訊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