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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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時候說一句最重要的不是內容，而是語氣。 

§ 要批評別人時，先想想自己是否完美無缺。                         楊董                                                                                                                            

                                                              

§ 給人快樂是天使，救人苦難是菩薩。 

§ 不用害怕力量小，就怕不肯發心做。                                二姐 

                                                              

§ 口說好話，心想好意；身行好事，腳走好路。 

§ 「路」讓一步，「氣」忍一口，則海闊天空。                     張姐 

                                                              

§ 心中裝滿著自己看看法與想法的人，永遠聽不見別人的心聲。 

§ 凡是知足就會海闊天空少煩惱。                                    嘉文                                                                       

                                                              

§ 多一次原諒別人就多一次福，把量放大福就大。                

§ 謊言像一朵盛開的鮮花，外表美麗，生命短暫。                   金瑛                                                    

                                                              

§  路必須去走方能到達事必須去做才會完成。 

§ 任何事都要從一個決心、一粒種子開始。                        治升                                           

                                                              
§ 改變別人，先改變自己，因為要求自己比要求別人容易。 

§ 知道反省過去，才是正確的人生。                                  筱甯 

                                                              
§ 該做的事即時做,不該做的不犯錯。                                          

§ 做事踏實心就穩，心穩路就穩。                               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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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智慧才能分辨善惡邪正；有謙虛才能建立美滿人生。 

§ 太陽光大,父母恩大,君子量大,小人氣大。                            宏哲                                   

                                                               

§ 生命中難免有失敗挫折，那不是盡頭，只是在提醒：該轉彎了。 

§ 不要計較、比較，自然與人相安無事。                           巧

柔                                                    

                                                               
§ 放棄不總是代表沒本事，有時侯就是因爲你夠強大，才能放下曾經緊握的ㄧ切。 

§ 愈能忍受艱難，愈有甜美的果實。                                    愷悌                                             

                                                                

§ 我們飛的越高在那些不能飛的人眼中，就越渺小。 

§ 小草無限謙卑、忍耐、柔軟，終能長得欣欣向榮。                      燕妮 

                                                               

§ 人生，並不是為了迎接完美而來，偶爾接受自己些許的錯誤，學會原諒與包容。 

§ 一個人如果只注意別人的缺點，就會疏忽對方的優點。                 雅琳 

                                                               

§ 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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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及時懺悔，才有再來一次的機會。                                   阿河 

                                                               
§ 不要活在過去的回憶裡，昨天的太陽曬不乾今天的衣裳。 

§ 多一分踏實，少一分空虛，要用心去做，才能成功。                 莎莎                                                                                 

                                                                

§ 待人，不管別人好不好，自己要做得好；處事，不管別人對不對，自己要做的對。 

§ 有能力時,要常行好事,無計可施時,要常存好心。                      妙

儒 

                                                                

§ 一個人最大的破產是絕望，最大的資產是希望。 

§ 佈施的人有福，行善的人快樂。                                葦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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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是一本書，不旅行的人只讀了一頁。 

§ 心不專，念不一，做事就難以成。                               海平                                                                                             

                                                                  

§ 一個人的價值，應該看他貢獻什麼，而不是取得什麼。  

§ 屋寬不如心寬。                                             瑋

庭                                                                                        

                                                                

§ 低頭是一種能力表現，有時候稍微低一下頭或許我們的人生路會更精彩。 

§ 培養好自己的氣質，不要爭面子；爭來的是假的，養來的才是真的。      瓊

瑤                               

                                                                                   

§ 學問是從經驗中獲得，才華是從事實中表現。                          

§ 遇順境，處之淡然；遇逆境，處之泰然。                         妍臻 

                                                                 

§ 能付出愛心就是福，能消除煩惱就是慧。                  

§ 挫折往往是我們反省改進的最好機會。                            佳玲 

                                                                 

 

 

 

 

 

 

 

 

☆~以上勵志小語感謝恆力各位同仁溫馨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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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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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1,836 248,953 138,265 59,154 185,463 1 

農、林、漁、牧業(船員) 11,181 7,330 1,727 22 2,102 0 

製 造 業 373,582 54,418 105,648 55,459 158,056 1 

食品及飼品 22,016 3,961 3,377 2,613 12,065 0 

飲  料 714 132 114 125 343 0 

紡  織 25,099 4,838 4,348 5,838 10,075 0 

成衣及服飾品 4,312 350 514 449 2,999 0 

皮革、毛皮及其製 品 2,223 377 111 569 1,166 0 

木竹製品 2,395 717 236 157 1,285 0 

紙漿、紙及紙製品 5,856 1,431 880 822 2,723 0 

印刷及資料儲存媒 體複製 3,559 500 371 490 2,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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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2 454 1,353 754 1,531 0 

其他化學製品 2,958 783 657 339 1,179 0 

藥品及醫用化學製品 823 171 327 36 289 0 

橡膠製品 9,537 1,492 842 2,002 5,201 0 

塑膠製品 26,131 4,539 3,311 4,352 13,929 0 

非金屬礦物製品 11,105 2,199 1,787 2,672 4,447 0 

基本金屬 17,933 4,016 2,288 5,918 5,710 1 

金屬製品 81,918 14,719 10,936 13,280 42,983 0 

電子零組件 67,966 1,227 53,181 3,737 9,821 0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 12,782 93 9,056 231 3,402 0 

電力設備及配備 7,404 1,208 1,363 1,240 3,593 0 

機械設備 32,206 4,657 4,957 4,298 18,294 0 

汽車及其零件 11,366 2,171 2,109 2,088 4,998 0 

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 8,596 1,616 904 2,257 3,819 0 

家  具 4,097 1,037 505 436 2,11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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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8,470 1,722 2,121 755 3,872 0 

營 建 工 程 業 6,244 1,274 66 3,121 1,783 0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其他服務業 240,829 185,931 30,824 552 23,52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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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高雄岡山豆乾工廠被查獲違法聘僱外勞，並且涉及人口販

運一案，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近期將分別對雇主、仲介處以 120

萬元、50 萬元罰鍰，勞動部也已針對仲介進行停業處分，且

該仲介許可證將於今年 5 月到期，屆滿也將不予換證。 

筌聖涉非法聘僱 高市依最高罰鍰處分 

勞動部：仲介許可5月屆滿 將不予換證 

 
針對高雄岡山豆乾工廠「筌聖老家食品」被查獲違法聘僱外勞，並且涉及人口販

運一案，勞動部長林美珠表示，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近期將就違反就業服務法部分，分

別對雇主、仲介處以 120 萬元、50 萬元罰鍰，勞動部也已針對仲介進行停業處分，

且該仲介許可證將於今年 5 月到期，屆滿也將不予換證。 

媒體報導，該公司涉嫌軟禁印尼勞工阿芳，除扣留其證件、指派從事許可以外工

作外，期間阿芳每天工作 15 小時，加班沒有加班費，另外還有 3 名外勞也被軟禁，

高雄市勞工局認定屬於人口販運案件，負責人去年 1 月遭橋頭地檢署起訴，案件尚在

審理中。 

官員表示，高市勞工局對雇主、仲介違反就服法各項規定，將以最高罰鍰加重裁

處，其中雇主部分違反第 57 條第 1 款「聘僱未經許可、許可失效及他人所聘僱外國

人」，處以 75 萬元罰鍰，違反同條第 8 款「非法扣留、侵占外國人護照、居留證或

財物」罰鍰 30 萬元，第 3 款「指派從事許可外工作」罰 15 萬元。仲介部分依違反

45 條「非法媒介」，罰鍰 50 萬元 

   立委李彥秀 3 月 1 日在立法院衛環委員會提出質疑，去年 1 月高雄市政府已經查

到違規，為何近期才有後續稽查？她擔心，這起個案可能影響未來其他國家輸出外勞

的意願，且目前國內有 5.3 萬名行方不明外勞，呼籲勞動部應對此案有更高關注。 

林美珠說明，該案於去年 1 月經高市勞工局查獲違法，由於此案被認定屬於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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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運案件，當時即移給地檢署審理並起訴，但起訴內容並沒有告知勞政單位，因此未

立即處分，未來會加強各機關間的聯繫。 

立委林靜儀則擔憂，對於這類重大違法，除限制該雇主不得申請，如何防堵違反

規定者以其他雇主名義再度申請？此外，現行罰鍰 6 至 30 萬元，對比違法雇主從中

獲得的利益，根本不痛不癢。林美珠解釋，該案在就服法所訂罰鍰額度都已達到最高，

若還要進一步提高就必須修法，大家還要尋求更多共識。 

  立委陳曼麗則關心政府推動國對國引進，目前以菲律賓的成效較佳，但外勞人

數最多的印尼籍卻不甚理想，主要是印方對台灣提出較多要求。林美珠回應，印方有

印方的訴求，但國內有國內環境，必須透過雙邊會談機制，達到雙方都可接受的程度，

例如印方要求薪資達到 19,000 元，與目前的 17,000 差異甚大，是目前雙方歧見最大

部分，也會請外交部協助，努力開發新的來源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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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3.01 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農委會提出「新農業創新推動方案」，目標增加農業產值約

434 億元以及 37 萬人次就業人口，但人力還是最重要的因素。

針對是否考慮開放農業外勞，林聰賢回應，農委會的立場與行

政院整體立場一致，任何產業必須先滿足在地就業，才能夠開

放外勞。 

是否開放農業外勞 農委會立場不變 

林聰賢：需先滿足在地就業 再來考慮 

 
    農委會新任主委林聰賢 3 月 2 日於立法院經濟委員會進行業務報告，立委陳明文

表示，農業面臨缺工問題，而日前農委會提出「新農業創新推動方案」，目標增加農

業產值約 434 億元以及 37 萬人次就業人口，但人力還是最重要的因素。針對是否考慮

開放農業外勞，林聰賢回應，農委會的立場與行政院整體立場一致，任何產業必須先

滿足在地就業，才能夠開放外勞。 

日前勞動部與農委會擬開放農業申請外勞，在農村人口高齡化之下能夠補充基礎

勞動力，但因社會各界有不同聲音，最後僅開放屠宰業，其他農業如酪農業、茶葉、

果樹業、菇菌業及蘭花栽植業則未開放。農委會前任主委曹啟鴻亦曾表示，要窮盡一

切力量在本勞中做調度，真的無法解決時，再來考慮引進外勞。 

 

  招募新住民以改善缺工  立委憂難顧及偏鄉地區 
根據農委會所提業務報告，105 年試辦農村產業人力活化計畫之季節性農業人力調

度，輔導 50 家農會招募農村婦女、新住民或原住民組成農事服務團，累計媒合 3 萬

2232 人天，提供 137 名大學生、127 名高農學生進行農業職涯探索，媒合 299 人於 71

家農場與農企業打工，補充短期農業人力需求。 

106 年除延續去年以專案方式引進新型農機，推動自動化、機械化的省工生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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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改善農業季節性缺工 2.0 措施部分，高技術農事工作透過訓練、僱用青壯年為

農業師傅，改善高價值農業缺工問題；其餘簡易農事工作則透過 NGO 團體，招募農村

婦女、待役中青年、轉業、失業人口、新住民組成農事服務團，以及外役監受刑人，

作為勞動力來源。 

不過立委擔心，該措施目標在於改善高經濟價值產業缺工，但其他農業類型或偏

鄉農村，仍然是一工難求，招募新住民、農村婦女等對象成立農事服務團，雖然立意

良善，但仍過度樂觀。當天經委會通過立委邱志偉、蘇震清、邱議瑩等人臨時提案，

建請農委會針對如何協助農村獲得技術純熟、勞動力數量穩定的精實農工，在一個月

內提出專案報告。 

 

  立委提案單獨投保職災  取代 100 萬元身故保險 
 為保障境外漁工權益，106 年 1 月 20 日生效的「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許可及管

理辦法」第 6 條第 3 項規定，經營者與外籍船員簽訂勞務契約，應包含人身意外、醫

療及新台幣 100 萬元以上的一般身故保險。立委孔文吉、張麗善、王惠美等人提案，

以民營保險公司與漁船保險合作社投保理賠金 100 萬元為例，每人每年保費約 3000 元

至 5000 元，但單獨保職災一年保費卻不到 100 元，金額差距甚大，將請漁業署協調勞

動部，讓境外僱用外籍船員得投保職災保險，除減輕漁民負擔外，也加強對漁民的保

障。 

 不過勞動部勞保司說明，依照現行規定，目前僅有已領取勞保老年給付而有繼續

工作者，否則勞保屬於「綜合保險」，即普通事故保險、職業災害保險無法拆開，亦

無法單獨保職災保險，除非透過修法才能放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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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3.02 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勞基法規定，每日正常加延長工時不得超過 12 小時，社福團

體反映有適用上的問題，照顧工作不可能不考慮被照顧者的需

求而自行下班，訴求團體呼籲，政府應該在合法範圍內給予一

定程度以應變的權利。 

勞基法新制難以適用 社福團體盼解套 

提三訴求 合法範圍解決法規競合問題 

 
勞動基準法一例一休新制今年元月上路後，勞資雙方都反映面臨適用上的問題，

特別是工商團體曾多次反映，以工廠法為前身的勞基法，難以適用服務業的需要，套

用在以照顧弱勢的社福團體上，恐面臨更大挑戰。立委吳玉琴 3 月 3 日上午召開「社

福團體特性與勞基法的衝突與解套」記者會，提出三點訴求，包括社服團體與社福基

金會一體適用勞基法第 30 條之 1、解決每日 12 小時工時上限的困境、解決勞基法與

社會福利法規設施標準競合的困境。 

當天與會的社福團體，有台灣社會福利總盟、台灣老人福利機構協會、財團法人

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等，呼籲政府盡速處理社福單位面臨的經營困境。 

針對社福服務業適用勞基法第 30 條之 1 的認定原則，係以職業區分，即以特定機

構為單位，機構內的人員不分職務一律適用。民團表示，依人民團體法所規定立案者，

雖從事同樣的社福工作，卻不能一體適用於該條文，而去年十月台灣社會福利總盟召

集旗下 46 個會員團體，針對第 30 條之 1 適用提出申請，迄今尚未有結果，盼勞動部

儘速完成審查，早日公告。 

目前勞基法規定，每日正常加延長工時不得超過 12 小時，社福團體反映有適用上

的問題，因為照顧人不是商品買賣，社福業不能以服務業認定，照顧工作不可能不考

慮被照顧者的需求而自行下班，無論居家服務、日間照顧機構、幼兒托育機構、非營

利幼兒園等機構，都難以應付被照顧者的臨時性以致照顧者需要延長工作的需求。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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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團體呼籲，政府應該在合法範圍內給予一定程度以應變的權利。 

現行法令規定勞工繼續工作 4 小時，至少應有 30 分鐘休息，但社福法規多以從事

各種業務者人數與被照顧者人數的比例來制定，並且以日間、夜間各自固定的照服比

認定，符合勞基法就會違反機構特定設施標準。社福團體認為，勞動部與衛生福利部

應共同檢視法規間的競合問題，並於合法的前提下作出適度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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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3.07 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新北市 105 年高齡人口已達到 46 萬人。為落實對銀髮族的照

顧，除新北市政府社會局今年預計成立 30 處社區陪伴站，照

顧輕度失能的長輩，以增進社區照顧服務的近便性。 

新北市30處社區陪伴站 年底前完成 

提供輕度失能服務 最快4月設第一處 

 
新北市 105 年高齡人口已達到 46 萬人，佔總人口 11.71 ％，預估到 110 年會達

到 58 萬多，進入高齡社會。為落實對銀髮族的照顧，除新北市政府社會局今年預計

成立 30 處社區陪伴站，運用已培訓的佈老志工和動健康種子老師多元課程，照顧輕

度失能的長輩，以增進社區照顧服務的近便性。 

社會局 3 月 7 日於市政會議中進行「當我們老在一起」新北樂齡政策專案報告，

社會局長張錦麗表示，在中央推動長照 2.0 之前，新北市已招募培訓完成 1,581 位

佈老志工，散佈在各社區銀髮俱樂部和公共托老中心日間照顧服務長輩，轄內目前除

了設有 32 家公共托老中心日間照顧，專門照顧輕、中度失智失能的長輩之外，預計

在今年再成立 30 處社區陪伴站。 

張錦麗表示，新北市高齡對策小組，未結合各局處，和 2 千多個民間單位，持續

推動五安服務，要讓健康的長輩更健康，亞健康從衰弱變健康，失智失能的可以強化

自立訓練或獲得妥善照顧，透過全國最多的 841 處老人共餐、355 處銀髮俱樂部、241

處社區關懷據點、以及 2,000 班的銀髮大學院課程，讓新北市的銀髮長輩都能獲各得

其所。 

社會局專員陳清貴表示，30 處社區陪伴站，將從現有的銀髮俱樂部據點中選擇「升

格」，確切的地點目前還在規劃中，會加緊處理，最快今年 4 月就會設置第一處。 

在所有高齡人口中，約有 10%比例是屬於亞健康及失智失能人口，以 46萬人粗估，

大約有 4.6 萬人有長照需求。陳清貴指出，社區陪伴站提供的健康課程服務，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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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種子老師促進高齡人口活動，也提供家屬喘息空間，以便未來會和長照 C 級「柑

仔店」做銜接。 

 

106.03.08 外勞通訊社 

婦女職場不友善 林美珠：會盡力協助 

產假是否延長 目前暫無規畫改變 

媒體詢問根據人力銀行調查，有 4 成 7 職業婦女坦言曾因結婚或懷孕遭不友善對

待，近 2 成退出職場改當全職媽媽。對此，勞動部長林美珠表示，會盡力協助，但勞

動部目前未規劃延長產假；另針對建教生的權益保護，林美珠承諾會與教育部橫向聯

繫，勞檢不合格企業名單會提供給教育部考核之用。 

日前台中永采烘培坊事件引發社會關注實習生勞動權益，立法院衛環委員會 8

日針對「技術生、實習生勞動權益及『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

法』落實」報告，邀請勞動部、教育部報告。勞動部長林美珠在會前受訪時，作上述

表示。 

今天是三八婦女節，同時也是林美珠擔任勞動部長滿月的日子，對此，林美珠說，

這個月以來都很平常心，沒有特別感覺。 

林美珠表示，勞動部的女性主管有將近 4 成，基層也不少，在職場上的工作環境，

勞動部盡力協助婦女同胞，像是就業機會、就業環境跟工作調適等，希望婦女在工作

時，家庭、托育都有完善的制度可以協助。至於產假是否要延長的問題，林美珠說，

目前無改變規劃。 

民進黨立委劉建國質詢如何留住國內女性勞動力，林美珠答覆指出，國內女性退

出職場大多是家庭因素，可能是照顧孩子或是長輩，勞動部正在研擬開發部分工時的

工作，還有協助想創業的女性，增加女性勞動參與率。 

重點整理： 

根據人力銀行調查，有 4 成 7 職業婦女坦言曾因結婚或懷孕遭

不友善對待，近 2 成退出職場改當全職媽媽。對此，勞動部長

林美珠表示，會盡力協助，另針對建教生的權益保護，林美珠

承諾會與教育部橫向聯繫，勞檢不合格企業名單會提供給教育

部考核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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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立委陳宜民質詢指出，永采事件恐只是冰山一角，更多學生不懂法規或校

方行前訓練未落實，導致權益剝奪甚至廉價勞工，10 多年來情況完全沒有改變，要

求檢討勿淪為剝削務必做好勞動檢查，才會事半功倍。林美珠答覆表示，與教育部合

作沒有間斷，無論建教生實習生分野有清楚認定，對於權益保護不會有所減損，但橫

向聯繫可以再加強，將與教育部溝通，既然檢查職業安全衛生場所不合格，便應提交

給教育部作為相關考核依據。 

民進黨立委林淑芬質詢指出，高雄師範大學曾針對建教生進行 8 千多件問卷，針

對是否違反每天 8 小時，每周超過 80 小時，共有 562 多人違反，建議教育部要到現

場評估，但教育部根本未做後續評估，甚至去年勞動部要啟動建教專案檢查，教育部

還回文表示建教生不是勞工，言下之意是「勞動部不要再來管建教生了」。 

教育部次長姚立德承諾，上述問題都會亡羊補牢，日後會與勞動部密切合作，要

求學校合作的實習機構將剔除勞檢黑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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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3.08 外勞通訊社 

期滿續聘逾2.6萬件 轉聘3千餘件 

未幫聘僱期滿外勞續轉聘 將罰6萬元 
 

勞動部重申《就業服務法》於 105 年 11 月 3 日修正公布刪除外勞於聘僱期滿應

出國 1 日始得再入國工作的規定，雇主應於聘期屆滿前 2 個月至 4 個月內，為願意繼

續受僱的外勞申辦續聘許可，或為不續聘但仍願意在臺工作的外勞辦理轉換雇主，否

則即涉嫌違反就業服務法規定，得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 

根據最新統計，截至 106 年 2 月底止，雇主申請期滿續聘案件有 2 萬 6,900 件，

已核准續聘有 2 萬 1,381 件，其中家庭類有 1 萬 67 件、事業類有 1 萬 1,314 件。申

請期滿轉換案件有 3,191 件，已有新雇主申請接續聘僱案件計 655 件，243 件是家庭

類、412 件是事業類。 

勞動部說明，《就業服務法》修正後，雇主應於聘期屆滿前的 2 至 4 個月內，確

認外勞是否同意仍由雇主繼續聘僱，如果外勞同意續聘，雇主應向勞動部申請外勞期

滿續聘；如果外勞不願意續聘欲返國，雇主應於聘期屆滿前的 14 日內，為外勞辦理

出國手續。 

又如果外勞想轉換至新雇主處工作，原雇主應於聘期屆滿前 2 至 4 個月內向勞動

部申請期滿轉換，勞動部將依外勞意願，於轉換雇主的資訊系統 (網址：

http://labchg.evta.gov.tw/fl_map/internet/index.jsp)登錄相關資訊，以便新雇

主聯繫接洽媒合事宜。 

近來有部分雇主未依規定為聘僱期滿不續聘的外勞申請轉出的申訴案件，勞動部

重點整理： 

至 106 年 2 月底止，雇主申請期滿續聘案件有 2 萬 6,900 件，已

核准續聘有 2 萬 1,381 件，其中家庭類有 1 萬 67 件、事業類有

1 萬 1,314 件。申請期滿轉換案件有 3,191 件，已有新雇主申請

接續聘僱案件計 655 件，243 件是家庭類、412 件是事業類。 

http://labchg.evta.gov.tw/fl_map/internet/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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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雇主務必於聘期屆滿前 2 個月至 4 個月內為不續聘的外勞辦理期滿轉出申請，以

免因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57 條第 9 款及第 67 條第 1 項規定，而被處以新臺幣 6 萬

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的罰鍰。至於外勞因此權益受損，因有不可歸責的事由，勞動部將

同意其轉換雇主或工作，以保障其就業權益。               106.03.09 外勞通訊社 

105年新北就服裁處罰鍰 近9千萬元 

勞局：僱用前查驗證件正本 拍照自保 

 

新北市政府統計 105年外勞檢查裁罰案件共有 671件，罰鍰總金額達新台幣 8,777

萬元，其中以「僱用非法或他人申請的外勞」最多，佔所有案件的四成五。勞工局提

醒，雇主僱用外國人從事工作，須把握「停、看、聽」原則，即僱用前務必依身分別

查驗身分證明文件的正本證件，並拍照存證來自保，如有疑問務必先確認，否則一經

認定違法，將面臨 15 萬元以上 75 萬元以下罰鍰。 

有自稱領有 10年居留證的越南籍配偶至板橋某包子店應徵，雇主見她國語標準，

且有一名臺灣籍的「老公」陪同應徵，不疑有他便僱用。因阿香實際上是非法外勞身

分，勞工局以雇主疏於查證身分，聘僱流程確有過失，裁罰 15 萬元，對於小本經營

的商家確實是筆很高的金額。 

截至今年元月底止，新北市外勞人數已達 88,930 人，僅次於桃園市、台中市高

居全國第三。勞工局統計去年雇主違反就服法裁罰案件，以第 57 條第 1 款「聘僱未

經許可、許可失效或他人所聘僱外國人」305 件最多，佔整體的 45.45%，金額高達

6,045 萬元，佔 68.87%；其次為第 57 條第 3 款「指派外國人從事許可外工作」78 件，

佔 11.62%，共計罰鍰 237.5 萬元；第 44 條「非法容留外國人」裁罰 71 件排名第三，

佔 10.58%，共裁罰 1,257.5 萬元，佔 14.33%。 

違反第 57 條第 1 款及第 44 條，每件平均罰鍰分別為 19.81 萬元、17.7 萬元，顯

示處分金額可能在綜合考量非法僱用人數、期間、是否符合營利性質等條件後而加重

處分，至於違反第 57 條第 3 款者，每件平均罰鍰 3.04 萬元。 

勞工局表示，雇主聘僱外籍學生前，須檢查外僑居留證、學生證及工作證；聘僱

重點整理： 

勞工局表示，雇主聘僱外籍學生前，須檢查外僑居留證、學生

證及工作證；聘僱新移民雖不必申請許可，但雇主仍要查驗居

留證、護照及依親戶籍資料等「正本」證件，並仔細核對相片

及身分資料，以免誤聘到非法外勞從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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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雖不必申請許可，但雇主仍要查驗居留證、護照及依親戶籍資料等「正本」證

件，並仔細核對相片及身分資料，以免誤聘到非法外勞從事工作。 

 

106.03.10 外勞通訊社 

105年雇主違反就服法共3,469件 

較前年微降1.6％ 非法使用仍居首位 
 

105 年雇主聘僱外勞違反《就業服務法》案件遭罰鍰有 3,469 件，較 104 年降低

1.6％；雇主違法件數最多的前三名為「聘僱未經許可或許可失效外勞」、「指派外

勞從事許可外工作」與「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勞動部重申，雇主應合法聘用

外勞，以免遭受重罰。 

    根據資料，105 年 1 月至 12 月，全國各地查獲雇主違反《就業服務法》件數共

3,469 件，較 104 年 3,527 件減少 58 件，另 105 年廢止聘僱 174 件較 104 年 179 件減

少 5 件，雖然外勞總數在 105 年已達 62 逾萬人，但無論罰鍰件數與廢止件數都較 104

年減少，尤其是「指派外勞從事許可外工作或調派至許可以外工作地點」違法案件減

少最多，顯示外勞雇主已較為懂法與守法。 

    勞動部指出，針對使用非法外勞，有設免付費檢舉專線 0800-000-978，民眾檢舉

非法雇主而查獲的案件，依查獲人數或案件態樣將核發獎勵金最高 7 萬元；至於外勞

如有遭受雇主不法對待情形，可撥打 24 小時免付費電話 1955 申訴或諮詢。 

    據 105 年資料，查獲雇主違法最多的是違反就服法第 57 條第 1 款規定，「聘僱

未經許可或許可失效之外國人」遭罰鍰 1,563 件，較前年增加 191 件，將依就服法第

重點整理： 

105 年雇主聘僱外勞違反《就業服務法》案件遭罰鍰以雇主違

法件數最多的前三名為「聘僱未經許可或許可失效外勞」、「指

派外勞從事許可外工作」與「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 

針對使用非法外勞，有設免付費檢舉專線 0800-000-978；至於

外勞如有遭受雇主不法對待情形，可撥打 24 小時免付費電話

1955 申訴或諮詢，勞動部呼籲雇主應合法聘用外勞，以免遭受

重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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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條規定，處以新臺幣 15 萬元至 75 萬元罰鍰，同時廢止許可有 98 件、較前年增加

3 件。 

次是查獲雇主違反就服法第 57 條第 3 至第 4 款規定，「指派外勞從事許可外工

作或調派至許可以外工作地點」共有 664 件，其中「指派許可以外工作」較多有 443

件、較前年減少 147 件，將處以新臺幣 3 萬元至 15 萬元罰鍰，並由主管機關限期改

善，若是仍而未改善者，廢止許可件數有 14 件。  

    再者雇主違反就服法第 44 條「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者有 390 件、較前年

增加 20 件，處新臺幣 15 萬元至 75 萬元罰鍰，另廢止許可有 35 件、較前年減少 10

件。 

    其餘違反就服務第 57 條第 5 款規定，「未依規定安排所聘外國人接受健康檢查

或未函報結果」有 101 件、較前年增加 24 件，將處新臺幣 6 萬元至 30 萬元罰鍰；違

反就服法第 57 條第 9 款「其他違反就服法或依就服法所發佈命令」有 47 件、較前年

減少 23 件，將處新臺幣 6 萬元至 30 萬元罰鍰。 

    違反就服法第 57條第 2款「雇主以本人名義聘僱之外國人為他人工作」有 10件、

較前年減少 6 件，將處以新臺幣 15 萬元至 75 萬元罰鍰；違反就服法第 56 條規定「所

聘僱外國人有連續曠職 3 日失去聯繫或是聘僱關係終止之情事未通報當地主管機關

或警察機關」有 7 件、較前年增加 1 件，將處以新臺幣 3 萬元至 15 萬元罰鍰；還有

2 件違反就服法第 57 條第 8 款規定「雇主非法扣留或侵占外國人護照、居留證或財

物」，依法被處新臺幣 6 萬元至 30 萬元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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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3.13 外勞通訊社 

外勞健檢辦法草案預告 3/17前提意見 

轉換依聘可生效日算 預計4月實施 

 

勞動部日前修正藍領外國人轉換準則，接續聘僱許可期間最長為 3 年，以及雇主

聘僱辦法刪除申請聘僱許可須檢附健檢證明的規定。為讓外勞辦理健檢的起算始點更

為明確，並符合實務需求，衛生福利部預告修正「受聘僱外國人健康檢查管理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中草案第 5 條中有關外勞定期健檢時程，在 105 年 11 月 5 日

就服法修正生效後，修正為第 6、18、30 個月辦理，時間點是以「聘僱許可函生效日」

為計算。 

    該辦法自 3 月 10 日起至 17 日為預告期間，對公告內容有意見或修正建議可以提

出，法制作業預計 4 月底前完成並實施。 

    就服法 52 條修正實施後，因相關配套措施未及出爐，衛福部 105 年 11 月先修正

外勞健檢辦法部分條文，但對於轉換雇主的後續定期健檢時程並不夠明確，因此衛福

部再度修正相關規範。 

    其中草案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入國工作滿 6、18、30 個月之前後 30 日內，

雇主應安排外勞辦理定期健檢；就服法 105 年 11 月 5 日修正生效後，自聘僱許可生

效日起，滿 6、18、30 個月之日前後 30 日內者，亦同。 

健檢辦法草案第 8 條新增第 1 項，雇主應於收到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健檢再檢查診斷

證明書或完成治療證明之次日起 15 日內，檢具相關文件送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此外，考量防疫風險，針對外勞因轉換雇主或轉換工作重新核發聘僱許可，未接

重點整理： 

勞動部日前修正藍領外國人轉換準則，接續聘僱許可期間最長

為 3 年，但對於轉換雇主的後續定期健檢時程並不夠明確，因

此衛福部再度修正相關規範，3/17 前對公告內容有意見或修正

建議可以提出，法制作業預計 4 月底前完成並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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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最近一次健檢，或因頻繁轉換以致超過一年未接受健檢者，健檢辦法第 11 條也將

修正，明定外勞因轉換致重新核發聘可，已超過 1 年未接受健檢者，雇主應自聘僱許

可生效次日起 7 日內辦理檢查，若健檢結果有不合格或須進一步檢查者，依定期健檢

相關規定辦理。自聘僱許可生效日起滿 6 個月之定期健檢與最近一次接受健檢日間隔

未滿 5 個月，免辦理該次定期檢查，避免短期內有重複檢查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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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3.14 外勞通訊社 

雇主申請外勞聘雇許可 免附健檢證明 

透過線上系統申辦 最慢7天可取得聘可 

 
基於簡政便民及兼顧防疫安全，勞動部今年初已與衛生福利部攜手合作建構「外

籍勞工健康檢查報告資訊介接平臺」，雇主申請外勞聘雇許可時不需再檢附健康檢查

證明，並且若是以透過線上系統申辦，最慢 7 天內即可以取得聘僱許可；不過雇主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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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部說明，自 106 年 1 月 13 日起，雇主向勞動部申請外勞的聘僱許可時，無

須再附外勞的健康檢查證明文件，勞動部將透過該平臺勾稽比對外勞健康檢查結果，

審理雇主申請案件，如雇主透過勞動部線上申辦作業系統申請聘僱外勞，最慢 7 天內

即可以取得聘僱許可。 

    勞動部指出，雇主於申請聘僱外勞時雖免附該名外勞的健康檢查證明文件，但勞

動部於介接平臺勾稽比對外勞健康檢查資料時，如發現有外勞健康檢查結果為不合格，

勞動部將函請雇主於 65 日內補正外勞的健康檢查合格證明文件，如果不能在期限內

補正或經補正後檢查結果仍為不合格者，勞動部將廢止雇主聘僱許可。     

勞動部提醒，外勞除入國後 3 日須辦理健康檢查外，於入國工作滿 6 個月、18

個月及 30個月之日前後 30日內也要至醫院接受定期健康檢查，以確保國內防疫安全；

如雇主未於規定期限內為外勞辦理健康檢查，將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

重點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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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備文件不需再檢附外勞健康檢查證明，若是透過線上系統申

辦，最慢 7 天內即可取得聘僱許可；若未辦理健康檢查或健康

檢查結果不合格者應於 65 日內補正外勞的健康檢查合格證明

文件，如果不能在期限內補正或經補正後檢查結果仍為不合格

者，勞動部將廢止雇主聘僱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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鍰，如經地方衛生主管機關通知辦理健康檢查，仍未辦理，勞動部並將廢止雇主之招

募許可及聘僱許可。 

    勞動部今年初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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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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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3.15 外勞通訊社 

取消出國一日 雇主仍須盡法定義務 

警告單非解約唯一要件 須有其他佐證 

 

就業服務法52條修正實施後，三年期滿續聘案，雇主仍須依規定辦理國內求才、

申請招募許可函，製造業、營造業也要申請入國引進許可。聘僱期間如外勞請假返國

渡假，因仍在有效聘僱期間，雇主仍須繳納就業安定費；原聘可屆滿前，外勞如有發

生行蹤不明，雇主亦附有逃逸通報義務。此外，根據外勞轉換雇主準則第 28 條規定，

雙方合意簽署接續聘僱，簽署日起 3 日內也要通知縣市政府實施檢查。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 3 月 15 日辦理今年第一場外勞法令研習宣導，參加對象為製

造業及營造業雇主。針對去年取消外勞 3 年應出國 1 日規定，邀請勞動力發展署官員

說明新修內容，以及新制實施以來常見的問題。 

    為澄清在修法前，仲介對於新法所提出有關空窗期、返鄉探親權益等質疑，勞發

署視察洪一男解釋，修法前外勞返鄉一樣會造成雇主的空窗期，但因外勞目前已無須

辦理原先在國外的程序，且可由勞僱雙方協商返鄉休假的時間、天數，空窗期應會比

之前縮短。至於外勞請假返國辦法，目前還在研擬中。 

    至於外勞可能認定得在台工作12年，以致對工作環境不滿即隨時要求轉換雇主，

或是原契約一到期就要求加薪，否則就怠工。洪一男說明，就服法第 53 條第 4 款規

定，外勞不得轉換雇主或工作，除非有同法第 59 條所列情事，例如死亡、關廠歇業

重點整理： 

三年期滿續聘，雇主仍須依規定辦理申請。聘僱期間外勞請假

返假，仍在有效聘僱期間，雇主須繳納就業安定費；原聘可屆

滿前，外勞有發生行蹤不明，雇主亦有逃逸通報義務。若外勞

認定得在台工作 12 年工作表現不佳，雇主單方面解約不可單

以「警告單」來證明，這並非成立的主要要件，須有足夠的佐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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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未依契約給付薪資等不可歸責外國人事由，薪資則是由勞雇雙方合意。 

    同時他也強調，若外勞工作能力提升，或已在台工作一段時間，勞動部立場也支

持雇主適度調整外勞薪資，以留下好的人才，穩定勞僱關係，但不支持外勞怠工。 

    勞發署科長黃偉誠於說明外勞轉換規定時提到，很多事業類雇主會以「警告單」

來證明外勞表現不佳，不同意轉換雇主，但實務上第一線處理的地方勞政單位，在處

理上會有所保留。他強調，雇主單方面解約，須有足夠的佐證，「警告單」並非成立

的主要要件，必須審查個案是否確實有違反工作規則情節重大的情形。 

    因原聘期屆滿 2 至 4 個月，勞僱雙方須協議是否續聘，因此雇主擔心在不續聘的

情況下增添逃逸風險，建議中央取消遞補等待期。勞動部基於對外勞總人數的管制，

決議維持現行規定，也就是在發生外勞行蹤不明後，經過一段時間仍無法尋獲，雇主

才能重新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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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3.15 外勞通訊社 

北市性平輔導 今年選定學前教育機構 

各類假別應分開列出 部分工時亦適用 
 

台北市政府勞動局去年首次辦理性別工作平等專案輔導，選定 30 家僱用 200 人

以上的住宿服務業做為實施對象，今年則以女性員工聘僱比率較高的學前教育業，選

定僱用人數 20 人以上的事業單位、約 100 多家，透過檢查、輔導二合一的方式，檢

視事業單位的人事、休假申請制度，是否將性別工作平等法中的各種假別明確列出，

讓員工看的到又能請的到。 

    就業安全科長劉家鴻表示，去年輔導住宿服務業過程中，發現有些事業單位使女

性夜間工作，但未依規定經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另外有一家則因女性員工請生理假、

家庭照顧假影響全勤獎金，經過勞動局輔導後都已改善。 

    勞動局 3 月 16 日發表「吾愛吾假-請假權益新概念」手冊，彙整性平法所提到的

生理假、產假、安胎休養、產檢假、陪產假、育嬰留職停薪及家庭照顧假的請假相關

規定，幫助勞資雙方了解。勞動局長賴香伶表示，現陪產假已經改為「有薪」，女性

生理假也已無需提出證明，這不僅是勞工的權益，也是國家進步的象徵，未來將透過

各種管道發送。 

而今年「台北市友善職場新文化」系列活動，將分為「檢查輔導、保障權益」、

「親職均等 台北向前」、「貼心關懷與教育政策」等三主軸進行。 

    值得一提的是，部分工時人員雖同樣受性平法保障，但過去常發現員工提出請假

申請時，遭雇主要求未排班時再休。勞動局強調，女性勞工每個月得請 1 日曆天生理

重點整理： 

台北市政府勞動局辦理性別工作平等專案輔導，今年則以女性

員工聘僱比率較高的學前教育業，透過檢查、輔導二合一的方

式，檢視事業單位的人事、休假申請制度，是否將性別工作平

等法中的各種假別明確列出，讓員工看的到又能請的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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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部分工時者亦同，而非以工作時數按比例核給。此次也將兼職人員權益彙整於手

冊中，告知雇主如何計算各種假別的天數及薪資。 

    劉家鴻進一步說明，家庭照顧假、生理假雖然可以併入事假、病假的天數計算，

但給薪方式及是否影響全勤獎金都不盡相同，且雇主也必須同意員工請假，因此在這

次專案輔導中，會請事業單位明確將各種假別分開列出，清楚讓員工知道，且可以提

出申請，而非僅列出事、病假，藉此達到宣示效果。 

    如醫療院所、長照機構等行業，女性員工的比例也較高，勞動局未來也將持續擴

大輔導業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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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3.16 外勞通訊社 

98年首次投勞保 不分本、外勞僅能領年金 

去年外勞死亡330人 163名領遺屬年金 

 

根據勞動部勞保局資料，105 年度參加勞保的外勞死亡人數共 330 人，其中符合

請領一次金有 167 人，共獲得勞保給付 68,934,925 元，平均一件 41 萬 2,784 元；申

請遺屬年金通過案件有 163 件，給付金額共 16,710,150 元；勞保局表示，雇主或仲

介公司應協助外勞或家屬請領相關給付。 

    根據勞保條例第 63 條規定，自民國 98 年，不分本、外勞，首次加入勞保的勞工，

只能適用「年金」制度，外勞本人死亡給付的遺屬津貼，通通都要按月領取無法申請

「一次」領完，外勞來源國與外勞家屬期盼能領一次金，第 8 屆立委也曾提勞保條例

修法，對外國人請領失能、老年或死亡給付以請領一次給付為限，因為可以節省行政

成本，勞動部也表示支持。 

    不過，因為當時另有立委與勞團認為，修法應是讓本、外勞一致，不可只有僅限

外勞可選一次金，應由本、外勞或其家屬自行選擇是領一次金抑或是年金，最後該法

並未修正通過。 

    勞保局指出，申請遺屬年金案件，如匯至國外金融機構方式領取死亡給付時，須

自行負擔國外匯費（匯費以各國內匯款金融機構收費標準為依據），並自應領取之死

亡給付金額中扣除，領取遺屬年金給付者按月自給付金額中扣除。 

重點整理： 

105 年度申請遺屬年金通過案件有 163 件, 勞保局表示，雇主或

仲介公司應協助外勞或家屬請領相關給付。不分本、外勞都要

按月領取無法申請「一次」領完,申請遺屬年金案件，如匯至國

外金融機構方式領取死亡給付時，須自行負擔國外匯費，並自

應領取之死亡給付金額中扣除，領取遺屬年金給付者按月自給

付金額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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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105 年度外勞申請勞保家屬死亡給付有 5,009 件，其給付金額新台幣 3 億

60,34 萬 9,973 元，平均 1 件獲得約 7 萬 1,941 元。 

    根據勞保條例第 62 條規定，被保險人之父母、配偶或子女死亡時，左列規定，

請領喪葬津貼：一、被保險人之父母、配偶死亡時，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發給 3

個月。二、被保險人之子女年滿 12 歲死亡時，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發給 2.5 個月。

三、被保險人之子女未滿 12 歲死亡時，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發給 1.5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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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3.20 外勞通訊社 

勞動保障卡與郵政金融卡查詢勞保資料 

目前逾130萬人申辦 勞保局籲多使用 
 

為確認雇主是否依法為勞工投保勞（就）保及提繳勞工退休金，勞動部勞工保險

局提醒，勞工可申辦勞動保障卡或是郵政金融卡，目前已有超過 130 逾萬勞工申辦，

該措施方便勞工可以隨時在 ATM 查詢個人勞（就）保及退休金提繳等資料。  

    勞保局說明，勞動保障卡自 94 年 11 月起實施，勞工朋友可以向土銀、玉山、台

新、台北富邦、第一銀行等 5 家銀行申請勞動保障卡，目前約有 122 萬勞工申辦，持

卡就可以在發卡銀行全國 5 千多台自動櫃員機，查詢及列印最近 6 筆勞保加保、薪資

調整、退保等異動資料、勞保總年資及最近 6 筆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明細資料、累計

金額。亦可透過發卡銀行網路 ATM系統連結該局網站 e化服務系統，查詢完整的勞保、

給付及勞退資料。. 

    此外，勞保局在 101 年 11 月也與中華郵政公司合作，提供郵政金融卡查詢勞保

局資料服務，目前約有 15 萬人申辦，持有郵政金融卡之勞工，只要到各地郵局辦理

並簽署勞保局將其個人勞保、勞退資料提供中華郵政公司之同意書，完成申請手續後，

就可以在郵局全國 3 千多台的自動櫃員機查詢，歡迎勞工朋友多加利用，共同守護自

身的勞動權益。 

 

 

重點整理： 

申辦勞動保障卡或是郵政金融卡,勞工可以隨時在 ATM 查詢個

人勞（就）保及退休金提繳等資料,可向土銀、玉山、台新、台

北富邦、第一銀行等 5 家銀行申請勞動保障卡,持卡可在發卡銀

行自動櫃員機查詢及列印最近 6 筆勞保加保、薪資調整、退保

等異動資料。持有郵政金融卡之勞工，只要完成相關申請手續

後，即可在自動櫃員機查詢，勞保局籲勞工朋友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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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3.24 外勞通訊社 

舊制勞退金差額 應於3月底前補足 

違反規定事業單位 將處9-45萬元罰鍰 
 

為保障適用勞退舊制勞工權益，勞動基準法 104 年 2 月 4 日已完成修法，規定雇

主應於每年年度終了前，檢視勞退專戶餘額，如不足以支付次一年度成就退休條件勞

工的退休金時，應於次年度 3 月底前一次提撥差額。台南市政府勞工局提醒，雇主應

依規定於月底前提撥足額退休金，而勞工局也已補充相關查核人力，並且逐步清查、

宣導及輔導，台南市轄內未足額提撥的企業家數，已減少至 916 家，後續也會進行相

關催繳。 

   違反此項規定者，將依勞基法第 78 條第 2 項，處以 9 萬元以上 45 萬元以下罰鍰。 

過去很多事業單位未依規定按月提撥舊制的勞退準備金，加上提撥比率偏低，如事業

單位關廠歇業，恐將造成勞工請領退休金或資遣費的權益受損，因此 104 年 2 月 4 日

新增勞基法第 56 條第 2 項規定，雇主應於每年年度終了前，審視其於臺灣銀行所設

立勞退金專戶，並估算該專戶餘額，如不足給付次一年度內預估成就第 53 條及第 54

條第 1 項第 1 款退休條件的勞工退休金數額者，雇主應於次年度 3 月底前一次提撥其

差額，並送事業單位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審議。 

    勞工局舉例，某公司的勞工總計有 20 人，擁有舊制年資的勞工有 3 人，其中 1

名存有舊制年資勞工將於 106 年 8 月 1 日達成退休條件，所需退休金如為 120 萬元，

而專戶餘額僅有 20 萬元，則雇主應該在今年 3 月底前，提撥 100 萬元至勞退專戶，

始符合法令規範。 

重點整理： 

為保障適用勞退舊制勞工權益，勞動基準法 104 年 2 月 4 日已

完成修法，規定雇主應於每年年度終了前，檢視勞退專戶餘

額，如不足以支付次一年度成就退休條件勞工的退休金時，應

於次年度 3 月底前一次提撥差額，違反此項規定者將處以 9 萬

元以上 45 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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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局表示，去年經過一系列的宣導及清查，轄內事業單位未足額提撥退休金

的家數，也由原本 3,971 家減少至 916 家，改善幅度將近 8 成，且針對未足額提

撥事業單位，也將持續實施查核及催繳。              106.03.28 外勞通訊社 

一例一休實施 產業排班可依循三步驟 

先確定週期及例假、休息 再檢視分配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 3 月 28 日舉辦上半年度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外勞法令研習，針

對此次大幅修正的勞動基準法以及勞動檢查實務進行說明。一例一休實施後，各行各

業面臨排班上的問題，在安排例假日與休息日時，勞工局提出三步驟，首先決定起訖

週期，並在每 7 天一週期中，排定 1 天休息日及 1 天例假日，最後注意不得使勞工連

續出勤超過 6 天。勞工局提醒，週期以每 7 天為一個單位，起訖可由勞雇雙方議定，

並依曆日「連續計算」，不可因跨月而重新起算，如此就不會違反七休二的原則。 

    在執行勞動檢查時，勞工局會建議事業單位明確訂出哪一天是休息日、哪一天是

例假日，但絕大多數企業都會認為缺乏彈性，因此在班表上不會呈現這些資訊。勞工

局說明，仍會輔導企業明確訂出，而勞檢最直接的判斷方式，就是先看放假天數是否

足夠，再看天數分配有無違法，但不同假別會有不同計薪方式，如勞工有出勤，雇主

又未進行完整的協商程序，就可能因此產生勞資爭議。依規定，例假即休息日並非得

由雇主「任意」調整，如勞僱任一方認為有調整必要，必須經過協商合意才能變更，

且仍應遵守「不得連續工作逾 6 日」的原則。 

    去年底勞動部發布函釋，針對勞工不得連續工作超過 6 天，事業單位如於週期內

安排休息日且確實未使勞工出勤，亦符合法令規範，即讓休息日同樣有連續出勤的「阻

斷效果」，使企業排班更有彈性。但勞工局特別提醒，國定假日、特別休假本質上均

為工作日，只是賦予勞工免於出勤權利，因此與休息日不同，不具有相同的阻斷效果。

重點整理： 
一例一休實施後，各行各業面臨排班上的問題，在安排例假日
與休息日時，勞工局提出三步驟，首先決定起訖週期，並在每
7 天一週期中，排定 1 天休息日及 1 天例假日，最後注意不得
使勞工連續出勤超過 6 天。勞工局提醒，週期以每 7 天為一個
單位，起訖可由勞雇雙方議定，並依曆日「連續計算」，不可
因跨月而重新起算，如此就不會違反七休二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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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因此事業單位在排班時，其順序應先確定例假日、休息日，最後才是國定假日。 

    部分仲介業者會協助雇主代算事業類外勞的薪資，勞工局說明，檢查時發現外勞

當月的加班時數統一都是 46 小時，剛好符合法令規定，但計算時並非只算平日 8 小

時以後的加班費，休息日出勤時數，也應計入勞基法第 32 條每月延長工時總數 46 小

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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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3.28 外勞通訊社 

北市「愛灑人間」 4月起辦理5場次 

今年增加印尼雙語人員 擴大服務人數 
 

為關懷外勞朋友身心健康，以及彌補法定健檢期間的空窗期，台北市勞動力重建

運用處今年持續辦理 5 場「愛灑人間－外籍勞工健康關懷」活動，將在 4 月起陸續進

行。重建處表示，外勞常因語言隔閡而無法自行就醫，現場將安排四國語言的諮詢服

務人員協助外勞與醫護人員面對面溝通，提供免費的一般身體健康檢查、眼科、皮膚

科、牙科、耳鼻喉科、內科、婦科及身心醫學科等診療項目，同時也會配合衛生局進

行傳染疾病的衛教宣導，例如禽流感、登革熱等，凡在台合法工作的外勞，均可利用

這項資源。 

    往年辦理時，重建處針對印尼、菲律賓、越南及泰國都會各安排一名翻譯，但由

於台北市以外籍看護工為主，且以印尼籍佔多數，重建處今年起也特別增加印尼翻譯

的人員，希望服務更多印尼勞工。 

    今年 5 場次「愛灑人間」活動時間，分別為 4 月 9 日、6 月 11 日、8 月 13 日、

10 月 15 日及 12 月 10 日，於當天下午 1 時至 4 時 30 分在臺北車站西一門至北三門站

內空間提供服務，除相關診療服務外，也有衛教宣導、免費理髮、健康諮詢等服務，

呼籲雇主共同關心外勞身心健康，抽空讓外勞外出參加這次活動。 

    目前重建處已完成腸病毒、茲卡病毒、蚊蟲叮咬、咳嗽禮節與手部衛生等中、外

文宣導單張，現場將提供索取，協助外勞建立正確的防疫觀念。此外今年也會針對參

與者進行問卷調查，了解外勞所需要的診療項目，做為日後調整服務的參考。 

重點整理： 

為關懷外勞朋友身心健康，台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今年持續

辦理 5 場「愛灑人間－外籍勞工健康關懷」活動，將在 4 月起

陸續進行 ，現場將安排四國語言的諮詢服務人員協助外勞與醫

護人員面對面溝通，並提供免費一些免費的檢查，同時也會配

合衛生局進行傳染疾病的衛教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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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3.30 外勞通訊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