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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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太陽光大，父母恩大，君子量大。 

§ 理直氣和，得理要饒人。                                       楊董                                                                                                                            

                                                              

§ 要原諒一個無心傷害的人，不能做一個輕易被傷害的人。 

§ 聰明的人得失心重， 有智慧的人勇於捨得。                          二姐 

                                                              

§ ㄧ個人的快樂， 不是因為他擁有的多，而是因為他計較得少。   

§ 塵世裡最貴重的禮物是原諒。                                       張姐 

                                                              

§ 對社會與其擔心，不如化作信心，更要付出一份愛心。 

§ 真正的愛心，是照顧好自己的這顆心。                               嘉文                                                                       

                                                              

§  最容易走的路是放棄，最難走的路是堅持，越難走的路得到的回報越可貴。 

§ 做人要立好志，發好願。                                     金瑛                                           

                                                              

§ 話多不如話少，話少不如話好。  

§ 原諒別人就是善待自己。                                           筱甯 

                                                              

§ 可以被對手的強大打敗,但別被自己的惰性打敗,因為一旦這樣失敗,就很難再站 

起來了。                                          

§ 生氣是一種瘋病，醜化了自己。                               勇衡                                  

                                                              

§ 決定一棵樹的高度,問題不再種子,在環境。 

§ 人生最大的成就，是從失敗中站立起來。                            宏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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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把能說話的嘴巴，用在搬弄是非上，要口說好話。 

§ 唯其尊重自己的人，才更勇於縮小自己。                           巧

柔                                                    

                                                                

§ 不論什麼問題，都要試著解決它，別光坐著提出疑問、提出阻礙。 

§ 有智慧才能分辨善惡邪正；有謙虛才能建立美滿人生。                   愷

悌                                                                                   

                                                                 

§ 內心有多強大，你的世界就有多寬大。 

§ 米粒愈飽滿，垂得愈低。                                             燕

妮 

                                                                

§ 陷入難關時，你更有機會看清楚事實的真相，逆境中更容易尋找快樂，天空越暗

的時候，越能看到星辰。 

§ 待人退一步，愛人寬一寸，在人生的道路中就會活的很快樂。           雅

琳 

                                                                

§ 時間可以造就人格，成就事業，也可以儲積功德。   

§ 人要自愛，才能愛普天下的人。                                      阿河 

                                                                

§ 生命中的每個相遇都是有原因，都值得感激；珍惜且祝福每位走進你生活裡的

人。 

§ 人的心地是一畦田，土地沒有播下好種子，也長不出好的果實。          莎

莎                                                                              

                                                                

§ 當你努力了、問心無愧了，那就勇敢走自己的路，不用在意別人怎麼說。這對自

己是一種寬容，也是一種放下。 

§ 不能低頭的人，是因為一再回顧過去的成就。                           妙

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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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變自己就是自救，影別人就是救人。 

§ 柔能調服眾生，剛能堅強己志。                                  海

平                                                                                             

                                                                  

§ 與良友伴行，路遙不覺其遠。  

§ 人能和，則是非不生。                                        瑋

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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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聰明的人得失心重，有智慧的人則勇於捨得。                          瓊瑤                               

                                                                                   

§ 人生就像是一場球賽，要隨時準備好自己、充實自己，當機會來的時候，就能打

出漂亮的全壘打。                          

§ 人事的艱難與琢磨，就是一種考驗。                              妍

臻 

                                                                 

§ 你好我也好，一個人不但要看重自己也要懂得欣賞別人。                  

§ 是非當教育，讚美作警惕，嫌棄當反省，錯誤作經驗。                佳

玲 

                                                                 

§ 到了一定的年齡,必須扔掉的東西： 

1.沒意義的酒局 2.不愛你的人 3.看不起你的親戚 4.虛情假意的朋友。 

§ 任何批評都是寶貴的一課。                                   葦薰 

                                                                

§ 人生的煩惱，是不分貧富貴賤的，透過煩惱轉成智慧，這個煩惱才有意義。   

§ 人如不知足，就永遠都在煩惱中 。                                    治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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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勵志小語感謝恆力各位同仁溫馨分享~☆ 

 

 

 

 

 

 

 
 
 

 
106 年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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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9,326 251,103 139,972 59,665 188,585 1 

農、林、漁、牧業(船員) 11,370 7,494 1,753 22 2,101 0 

製 造 業 379,379 55,291 107,234 56,049 160,804 1 

食品及飼品 22,430 4,037 3,419 2,636 12,338 0 

飲  料 721 139 115 125 342 0 

紡  織 25,366 4,889 4,434 5,887 10,156 0 

成衣及服飾品 4,397 352 523 445 3,077 0 

皮革、毛皮及其製 品 2,252 377 115 581 1,179 0 

木竹製品 2,461 747 238 155 1,321 0 

紙漿、紙及紙製品 5,946 1,470 883 831 2,762 0 

印刷及資料儲存媒 體複製 3,610 517 377 498 2,218 0 

石油及煤製品 24 9         0 1 14 0 

化學原材料、肥料、氮化合物、塑橡膠原料及人造纖維 4,161 462 1,386 771 1,542 0 

其他化學製品 2,998 794 667 346 1,191 0 

藥品及醫用化學製品 849 173 327 36 313 0 

橡膠製品 9,751 1,522 850 2,040 5,339 0 

塑膠製品 26,573 4,605 3,366 4,421 14,18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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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金屬礦物製品 11,217 2,223 1,829 2,680 4,485 0 

基本金屬 18,198 4,089 2,327 6,005 5,776 1 

金屬製品 83,266 14,954 11,104 13,422 43,786 0 

電子零組件 68,804 1,241 53,960 3,788 9,815 0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 12,897 95 9,159 219 3,424 0 

電力設備及配備 7,591 1,229 1,400 1,257 3,705 0 

機械設備 32,773 4,735 5,053 4,338 18,647 0 

汽車及其零件 11,754 2,219 2,174 2,123 5,238 0 

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 8,628 1,610 896 2,254 3,868 0 

家  具 4,150 1,054 514 438 2,144 0 

其  他 8,562 1,749 2,118 752 3,943 0 

營 建 工 程 業 6,180 1,335 66 3,043 1,736 0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其他服務業 242,397 186,983 30,919 551 23,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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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部強調，僑外生工作許可證不須經由特定雇主提出申請，

僑外生取得勞動部許可後，就可自行尋職從事各類工作內容。

僑外生若是沒有工作許可證就自行打工，被查獲將罰 3 萬至

15 萬元罰鍰，學生可留台完成學業，但畢業後須離境，同時

將會被管制 3 年不得再來台工作． 

雇主聘沒有工作證僑外生 將罰15-75萬元 

僑外生打工除寒暑假 周工時上限20小時 
 

勞動部重申，外國人未經許可，不得在中華民國境內工作，在台就讀於大專校院

之外國留學生、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之僑生及其他華裔學生，可依就業服務法及相關子

法向勞動部申請工作許可，僑外生工作許可效期一次最長為 6 個月，工作時間除寒暑

假外，每周工讀時數上限為 20 小時。 

勞動部表示，每年度約有3萬人次僑外學生向勞動部申請工作許可，以國籍區分，

許可人次較多者依序為馬來西亞、越南、香港地區。勞動部強調，僑外生工作許可證

不須經由特定雇主提出申請，僑外生取得勞動部許可後，就可自行尋職從事各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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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僑外生若是沒有工作許可證就自行打工，被查獲將罰 3 萬至 15 萬元罰鍰，學

生可留台完成學業，但畢業後須離境，同時將會被管制 3 年不得再來台工作；至於雇

主聘用沒有工作許可證的僑外生，將會被處 15 萬元至 75 萬元的罰鍰。 

  勞動部說明，僑外學生工作許可是由僑外學生在學籍有效期間自行向勞動部提

出申請，經勞動部審核通過後，發給工作許可證，證件載明外國人姓名、護照、統一

證號、就讀學校、許可證號及許可期間等相關資訊，依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

法規定，每次許可效期最長 6 個月。 

  勞動部指出，為避免雇主觸法誤僱用未經許可之外國人，僑外學生工作許可證

有增加防偽功效，勞動部所核發之工作證於文件右下角處皆燙有勞動部部徽之藍金圖

案且為雙面黏貼膠膜，有利於民眾辨識。 

 雇主若對於所聘僱僑外學生提供之工作許可證如有疑義，可撥打勞動部電話客

服中心 02-8995-6000 洽詢，亦可就近洽地方政府勞工單位協助與勞動部相關資料系

統確認。                                             106.04.05 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泰國貿易經濟辦事處勞工處先前調整勞動契約部分內容，泰方

人員表示，因勞動契約內容須經泰國勞工部核定，才能聯繫系

統商修改文字，然而目前泰國國內對契約內容還有一些意見，

因此系統尚未做更動。泰辦處表示，在正式發布前，各項文件

作業規定維持不變。 

泰國勞動契約微幅調整 系統尚未更新 

休假建議依台灣法令規定 目前溝通中 
 

泰國貿易經濟辦事處勞工處先前調整勞動契約部分內容，在製造業及營造業部分，

刪除第 4.3 條文字下方底線，在文件系統配合修正前，該處先提供替代檔案供仲介業

者及雇主抽換。泰方人員表示，因勞動契約內容須經泰國勞工部核定，才能聯繫系統

商修改文字，然而目前泰國國內對契約內容還有一些意見，因此系統尚未做更動。泰

辦處表示，在正式發布前，各項文件作業規定維持不變。 

  除該條文以外，此次提報泰國勞工部的修正意見中，針對第 4 條「國定假日及

例假日」中第 4.1 條，現行文字為「乙方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二日之休息日」，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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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成「依台灣法令規定」，也安排在這次一起處理，不過泰國有關單位希望駐台單

位提出更多資料，以便進一步釐清台灣法令規範，目前雙方持續溝通當中。 

  事實上，此次調整內容影響勞工權益不大，而泰勞絕大多數為從事工廠、工地

工作，適用勞基法規範，但因泰國假日制度設計並沒有休息日與例假日的差異，因此

希望在勞動契約內容上，明定回歸勞基法規定，減少勞僱雙方對假日的爭議。 

  泰辦處 2 月 15 日已發布更新，調整勞動契約第 4.3 條中英文，以及移除原條文

下方底線，其中文內容為「乙方應享有之特別休假日，依據中華民國勞動基準法辦理」；

英文內容為「The Employee shall be granted annual leav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tipulations of the R.O.C. Labour Standards Law.」。 

  由於前述內容是在勞動契約的第二頁，而今年起因配合基本工資調整至 21,009

元，加班費及未休假工資也跟著變動，與此項修正剛好是同一頁。為確保文件的正確

性，以及方便仲介製作契約，泰方人員已先提供契約第二頁的範本，讓仲介業者可以

直接替換原契約，避免內容或加班費數額有誤遭退件。      106.04.06 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申請輔導」是開放事業單位透過「1955」服務專線或各地方

政府窗口，申請客製化輔導，受理後將按申請單位所提問題協

助處理，預估可服務 1,000 場次。 

勞基法「申請輔導」提供客制化服務  

撥打「1955」申請 企業彙整問題提出 
 

勞動部自 4 月起已啟動「勞動基準法令輔導實施計畫」，結合跨部會資源，並與

各地方政府攜手，針對個別產業特性與企業需求，透過「臨場輔導」、「集體輔導」

及「申請輔導」等方式，積極協助事業單位遵守法令規定，其中「申請輔導」是開放

事業單位透過「1955」服務專線或各地方政府窗口，申請客製化輔導，受理後將按申

請單位所提問題協助處理，預估可服務 1,000 場次。 

 勞動部職安署說明，為落實勞動基準法令規定並保障勞工權益，進而創造勞資雙

贏，自 4 月起已啟動「勞動基準法令輔導實施計畫」，三項輔導方式均有其目的與特

色，「臨場輔導」係由地方政府主動派員赴事業單位提供自主檢視表及輔導資料，告

知法令重點並協助企業自我檢視，預計至少完成 15,000 場次；「申請輔導」則開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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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單位透過「1955」服務專線或各地方政府窗口，申請客製化輔導，受理後將按申請

單位所提問題協助處理，預估可服務 1,000 場次。 

至於「集體輔導」部分，則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地方政府，依據個別產業特

性(如觀光業、運輸業等)或區域性需求(如工業區、文化園區等)，事先蒐集業界意見

及問題後，透過焦點座談方式釐清產業疑慮，並持續協助與回應業者關注事項，促進

產業體質調整，預計至少輔導 100 團體次。 

職安署近期已擇定首波執行之觀光產業及旅宿業，將分別會同當地縣市政府勞工

行政與觀光主管單位，辦理 6 場次集體輔導。 

 此外，職安署日前公布 105 年度各直轄市(含直轄市勞檢處)及縣市政府勞動條件

檢查執行結果，共處分 7,908 件、罰鍰金額合計 3.6 億元。 

 105年 22縣市執行勞動條件檢查，計畫要檢查 4.9萬廠次，實際檢查 5.2萬廠次，

以各縣市區分，達成率最高的是高雄市 134%，目標要檢查 3,600 廠次、實際檢查 4,812

廠次，其次為桃園市 113%，雲林縣與台中市同為 110%，新北市 109%。達成率最低的

縣市除了南投縣、新竹縣和彰化縣，未達百分之百的還有新竹市 92%、嘉義縣 94%、花

蓮縣 96%。 

 罰鍰金額以台北市最高，達 8,785 萬元，新北市 6,795 萬元居次，桃園市 5,804

萬元第三。 

3 個離島與外島縣份罰鍰最少，連江縣（馬祖）檢查 200 廠次剛好達成目標，但完

全沒有查到違法，也是唯一零罰鍰的縣市；金門縣罰鍰 18 萬元居次、澎湖縣 20 萬元

第三。 

 除了各縣市勞檢，3 個科學園區和經濟部加工出口區也執行勞檢 777 次、開罰 181

件，職安署所屬的北、中、南職業安全衛生中心也移送 890 件交由各縣市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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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4.06 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職安署報告「勞基法新制輔導精進作為」，針對《勞基法》一

例一休實施以來，業界反映意見包括，放寬加班工時上限、工

時縮減，配套不完整，休息日加班費之給予標準過高，增加經

營成本，以及人力招募困難，勞力嚴重缺乏，放寬外勞聘雇限

制等。 

22縣市勞動行政首長會報4/7召開 

業界提出放寬外勞雇用限制與加班上限 
 

勞動部 7 日下午召開 22 縣市「勞動行政首長聯繫會報」，會中職安署報告「勞基

法新制輔導精進作為」，針對《勞基法》一例一休實施以來，業界反映意見包括，放

寬加班工時上限、工時縮減，配套不完整，休息日加班費之給予標準過高，增加經營

成本，以及人力招募困難，勞力嚴重缺乏，放寬外勞聘雇限制等。 

勞動部綜合規劃司長王厚誠會後說明，今天是 106 年度第 2 次召開「勞動行政首

長聯繫會報」，這是例行會議、約每 3、4 個月召開一次，今天會談和諧，勞動部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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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美珠傾聽各界意見；另外 4 月底將會公告有關特休假遞延與休息日出勤後請假相關的

函釋。 

職安署報告「勞基法新制輔導精進作為」，今年以來至 3 月 27 日，週休二日宣導

成果其中透過勞檢發送自主檢視表執行 1 萬 5,257 場，預計辦理 300 場宣導說明會、

已執行 281 場次、2 萬 7,194 人參加；另透過勞保局管道發放約 50 萬家事業單位新修

法令檢查重點宣導摺頁。 

根據 1955 專線自 105 年 12 月 23 日至 106 年 3 月 26 日受理有關本勞申訴內容，

申訴最多的前 5 名包括休息未給付加班費有 251 件次、未實施一例一休有 210 件次、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有 166 件次、未給予休息日工資有 39 件次與未提供工資各項目

計算明細 37 件次。 

職安署說明，「勞動基準法令輔導實施計畫」，「臨場輔導」係由地方政府主動

派員赴事業單位提供自主檢視表及輔導資料，告知法令重點並協助企業自我檢視，預

計至少完成 1.5 萬場次，又 1.5 萬場次「臨場輔導」將優先選列適用 4 週彈性工時之

事業單位進行輔導如醫療服務業與餐飲業等。 

「申請輔導」則開放事業單位透過「1955」服務專線或各地方政府窗口，申請客

製化輔導，針對個別事業單位所提出的問題包括，排班彈性、加班費計算等，指派專

人輔導，預估可服務 1,000 場次。 

「集體輔導」部分，則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地方政府，依據個別產業特性(如

觀光業、運輸業等)或區域性需求(如工業區、文化園區等)，事先蒐集業界意見及問題

後，透過焦點座談方式釐清產業疑慮，並持續協助與回應業者關注事項，促進產業體

質調整，預計至少輔導 100 團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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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4.07 外勞通訊社 

新北微型企業安衛設備補助 受理申請 

總金額140萬元 同一事業最多3萬元 
 

由於小規模的企業，在勞工安全為生方面的資源較為不足，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

處今年持續提供微型企業改善安全衛生設備補助，凡轄內僱用勞工人數 50 人以下的

事業單位均符合資格，而申請補助的金額，以增設或改善設備費用的 50%為限，每件

補助金額以 2 萬元為限，年度同一事業單位受補助總金額以 3 萬元為限，呼籲符合條

件的事業單位提出申請，藉此提升雇主改善作業環境的誘因，保障勞工作業安全。 

今年受理申請的時間自即日起至 106 年 11 月底止，預算規模提高至 140 萬元；

但因過去申請補助的情況相當踴躍，補助期間截止前經費用罄，即不再受理申請，勞

重點整理： 

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今年持續提供微型企業改善安全衛生設

備補助，申請補助的金額，以增設或改善設備費用的 50%為限，

每件補助金額以 2 萬元為限，年度同一事業單位受補助總金額

以 3 萬元為限，呼籲符合條件的事業單位提出申請，藉此提升

雇主改善作業環境的誘因，保障勞工作業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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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處預估，將有 65 家事業單位、近 2 千名勞工受惠。 

新北市轄內僱用勞工人數在 50 人以下的微型企業超過 6 萬家，然而受限於工安

改善資源不如大企業充沛，恐因此提高職災風險。而據往年統計，製造業的職災類型

多集中切割捲夾、墜落，機械設備器具老舊及事業單位欠缺危害意識，多是職業災害

發生的主因。 

根據勞檢處所訂「補助微型企業改善安全衛生設備作業計畫」，補助對象為轄內

僱用勞工 50 人以下，屬製造業者應依法取得工廠登記證，其餘應辦理公司或商業營

業登記，且經勞檢處宣導、輔導或檢查中，發現確實有符合計畫補助項目的缺失，勞

檢員將會主動告知此項補助專案，同時也會協助事業單位申請。 

今年補助項目，分為「感電」、「墜落及滾落」、「切割捲夾」、「火災爆炸」、

「缺氧中毒及粉塵」等五類危害類型，詳細補助條件可上「新北勞動雲」查詢。 

106.04.07 外勞通訊社 

105年仲介機構實地評鑑4/17展開  

參加政府辦勞動法令等課程可加2分 
 

105 年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實地評鑑將於 4 月 17 日起展開。為鼓勵仲介從業人員

參與外部單位辦理之課程，今年增加仲介從業人員參與縣市政府等單位辦理訓練課程，

如勞動法令、就服法與人口販運法等可得 2 分，但須留存上課簽到簿、講義、簡報資

料或課堂照片等資料以資證明；又如去年有參加勞動部辦理「雇主聘僱外籍勞工申請

案件網路線上申辦」說明會，勞動部也認可在評鑑項目可得分。 

勞動部說明，從業人員係指仲介機構從事就業服務業務之人員，包含總經理及總

經理以下人員，但會計、總務人員（無兼任其他就業服務業務）除外。故仲介機構聘

用雙語人員擔任翻譯工作及聘用 取得就業服務專業人員證書之人員，不論為專職或

兼職人員，即應納入從業人員數額。 

    為提升仲介從業人員素質，在評鑑給分方面，員工管理其中的「教育訓練計畫及

執行紀錄」部分有 5 分。對於仲介公司只要依年度教育訓練計畫辦理，且辦理週期至

重點整理： 

評鑑給分方面，「教育訓練計畫及執行紀錄」部分有 5 分。新

進員工另需有新進人員教育訓練紀錄者，可獲得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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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半年 1 次，另仲介機構 80%以上從業人員當年度教育訓練累計時數至少 6 小時，並

備有紀錄，但新進員工另需有新進人員教育訓練紀錄者，可獲得 2 分。 

    勞動部提醒，不論專、兼職人員，只要是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從事就業服務業務之

人員就需接受教育訓練（新進人員教育訓練），教育訓練紀錄須至少記載 1.訓練日

期、2.訓練主題、3.講授人員 姓名、4.講授大綱及 5.受訓人員名冊及 6.簽到等 6 項；

其課程須包含就業服務法等相關法令或申辦作業流程。如有遇到去職遞補的狀況，時

數為新進人員加離職人員。 

    今年新增仲介機構從業人員參與各縣市政府、人力仲介公(協) 會或經人才發展

品質管理系統(TTQS)評核結果等級達銅牌等級(含)以上且仍於有效期限內之訓練單

位所舉辦之外籍勞工政策及法令宣導課程可獲得 2 分；在參與課程人員擔任種子師資

進行內部訓練，可再得 1 分。 

    勞動部提醒，仲介從業人員參與各縣市政府、人力仲介公（協）會或訓練單位所

舉辦課程，其內容應涉及勞動法令、就業服務法或人口販運防治法等法令規定，須留

存上課簽到簿、講義、簡報資料或課堂照片等資料以資證明。其中上課簽到簿不能使

用「繳費收據」代替，因費用收據未能證明該人員有實際受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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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106.04.07 外勞通訊社 

南部2例屈公病境外移入 外勞感染 

確診後如曾留置仲介 須做環境消毒 
 

近期南部發現 2 例屈公病境外移入確認病例，外勞返鄉探親後發現感染，目前個

案症狀均已改善。高雄市政府衛生局表示，屈公病與登革熱相同，均為透過病媒蚊傳

染的疾病，如外勞為確診案例，除會針對個案活動的地點做全面清潔、消毒外，也會

建議雇主盡量讓外勞避免外出，以及準備蚊帳供外勞使用，避免遭蚊蟲叮咬而使疫情

擴散。 

 高市衛生局 4 月 8 日確認 2 例境外移入屈公病病例，首例為 28 歲菲律賓籍女性

外勞，居住於高雄市楠梓區，3 月 22 日至 31 日前往菲律賓探親，再入境後於 4 月 4

日出現發燒、關節痛、肌肉酸痛、紅疹，4 月 8 日確診屈公病。第二例為 22 歲印尼

籍男性，4 月 6 日出現發燒症狀，當日機場入境經疾管署發燒篩檢站採血送驗，透過

衛生局檢疫轉介站直接送往民生醫院隔離治療，於 4 月 8 日檢驗確診。 

重點整理： 

近期南部發現 2 例屈公病境外移入確認病例，外勞返鄉探親後

發現感染，目前個案症狀均已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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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根據疾病管制署疫情資料顯示，自2007年屈公病列為與登革熱相同的法定第二類

傳染病以來，我國累計99例確定病例，均為境外移入，感染國家以印尼、菲律賓等東

南亞國家為多。 

    疾病管制處指出，外勞於入境時發現異常，會由機場直接轉介送醫；其他入境後

出現症狀者，有可能無法一次確認，而需隔一段時間再通知採檢一次。疾管處也建議，

外勞發病後一週內，雇主盡量不要讓其外出，但工廠基於生產需要無法做到時，也可

讓外勞穿著長袖衣褲、使用防蚊液，減少被蚊蟲叮咬的機會。 

    此外，只要發現有確診個案，衛生局將了解外勞活動地點，包括是否曾留置在仲

介處，若確定外勞感染後在仲介、工作場所都有活動紀錄，將針對這些地點進行全面

清潔、消毒、噴藥，以及孳生源清除等防治工作。 

    為鼓勵市民朋友提高警覺，主動採檢，高雄市辦理「新住民返鄉安心計畫」新住

民返鄉探親出國前5天內主動到衛生所進行採檢，可獲禮券250元；抽血檢驗確診者，

再加贈主動通報2,500元獎金，藍領外勞則不適用。        106.04.10外勞通訊社 

動保法修正三讀通過 食用犬貓可開罰 

罰鍰5至25萬元 農委會將持續宣導 

 

立法院會 4 月 11 日通過「動物保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現行動保法第 12

條第 3 項規定，任何人不得宰殺犬、貓或販賣其屠體，此次修法將「購買」、「食用」、

「持有」等行為列入限制行為，違反者將依同法第 27 條，處新台幣 5 萬元以上 25 萬

元以下罰鍰，修正條文待總統公布後生效。 

    提案立委王育敏表示，近年來民眾動保意識提升，已有部分縣市率先將禁吃犬、

貓肉納入自治條例，這是全國都應一起來做的，而台灣也成為亞洲第一個完成立法的

國家，更具指標性意義。 

重點整理： 

立法院會 4 月 11 日通過「動物保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此

次修法將「購買」、「食用」、「持有」等行為列入限制行為，

違反者將處新台幣 5 萬元以上 25 萬元以下罰鍰，修正條文待總

統公布後生效。因部分外勞風俗文化與台灣不同，針對外勞部

分，在入境機場講習，以及關懷手冊中均增列動保法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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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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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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動保法第 12 條第 3 項，修正為：任何人不得宰殺犬、貓或販賣、購買、食用或

持有其屠體、內臟或含有其成分之食品，或販賣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禁止宰殺動物之

屠體。違反該項規定者，依第 27 條處新台幣 5 萬元以上 25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公布

其姓名、照片及違法事實，或限令其改善；經限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

罰之。 

    因部分外勞風俗文化與台灣不同，在台灣屢有宰殺犬、貓食用，甚至上網炫耀的

情事，引發動保人士批評。農委會畜牧處科長江文全指出，自去年起農委會已配合勞

動部進行各方面的宣導，針對外勞部分，在入境機場講習，以及關懷手冊中均增列動

保法相關規定。此外也結合各地動保處及動保團體，在移工群聚的區域，例如台中東

協廣場、火車站等地，主動發放摺頁。江文全說，農委會、勞動部及內政部已建有跨

部會的連繫平台，針對違反動保法的個案，以單一窗口的機制共同處理，以增進雇主、

外勞對動保法令了解為優先，農委會今年也正思考新的宣導方式，希望讓勞僱雙方都

能對新修法規更了解、重視。 

此次也提高虐待動物刑責，違反第 5 條第 2 項、第 6 條或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者，

處分由現行的 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併科新臺幣 10萬元以上 100萬元以下罰金，

提高至 2 年以下，併科 20 萬元以上 200 萬元以下罰金，此一規定在第 25 條中。另新

增第 25 條之 1，違反第 5 條第 2 項、第 6 條、第 12 條第 1 項、第 2 項或第 3 項第 1

款規定，使用藥物、槍械，致複數動物死亡情節重大者，處 1 年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台幣 50 萬元以上 500 萬元以下罰金，主管機關亦得公布其姓名、照片及

違法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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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106.04.11 外勞通訊社 

外國人請假辦法擬4/18公告實施 

外勞請特休假返鄉 雇主不可拒絕 
 

配合《就業服務法》第 52 條修正，勞動部訂定外國人請假返國辦法預定 4 月

18 日公告實施，針對外國人期滿留台續聘或轉換新雇主時，外國人在聘僱許可有效

期間仍享有返鄉權利，外國人可以特休假安排返鄉，雇主與外國人可協商返鄉日期，

但是協商不成時，雇主應同意依外國人原排定返鄉日期，雇主不同意將依違反就服法

處 6 萬元至 30 萬元罰鍰與廢止聘雇許可。 

    勞動部擬 4 月 18 日公告實施「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受聘僱從事就業

服務法第 46 條第一項第 8 款至第 10 款規定工作之外國人請假返國辦法」。 

重點整理： 
勞動部擬外國人請假返國辦法 4 月 18 日公告實施，針對外國人
期滿留台續聘或轉換新雇主時，外國人在聘僱許可有效期間 
仍享有返鄉權利，可以特休假安排返鄉，雇主基於企業經營或
被照顧者之急迫需求，得與外國人協商調整返國期日，但是協
商不成時，雇主應同意依外國人原排定返鄉日期，雇主不同意
將依違反就服法處 6 萬元至 30 萬元罰鍰與廢止聘雇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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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國人請假返國辦法草案早在去年 12 月就預告，但是剛好面臨《勞基法》修正，

相關子法與函釋等尚未確定，勞動部表示，外勞請假返國辦法主要援引勞基法精神，

因此須等勞基法相關規定確定才能公告實施。 

    依《勞基法》第 38 條規定，年資滿 6 個月以上、未滿 1 年之勞工應享有特別休

假 3 日外，針對年資 2 年以上、3 年未滿者，由現行之 7 日提高為 10 日；3 年以上 5

年未滿者，由現行之 10 日增為 14 日；5 年以上 10 年未滿者也由現行之 14 日增為 15

日，至於 10 年以上者，亦將隨年資之增加，每年再增加 1 日，最高加至 30日為止；

同時明文規定特休假由勞工排定之。 

    勞動部說明，受僱於事業單位或漁船之外國人已有《勞基法》保障特別休假權益，

至於家庭類外國人勞動契約亦訂有特別休假相關約定，故現行外國人若計畫返國，可

於聘僱許可有效期間內安排特別休假回國或於聘僱許可期間屆滿時返國。 

    外國人請假辦法規定，外國人於聘僱許可有效期間內，合於勞基法規定或勞動契

約約定而取得特別休假時，得向雇主請求以特別休假返國，並自行排定請假返國期日，

雇主應予同意。雇主基於企業經營或被照顧者之急迫需求，得與外國人協商調整返國

期日。 

    不過，協商調整返國期日不成時，考量《就服法》第 52 條第 5 項已明定外國人

請假返國，因此雇主仍應同意外國人原排定之返國期日，以保障其人權。 

    外國人請假返國手續原則上應親自以口頭或書面辦理，例外有急病或緊急事故無

法事前請假時，得委託他人代辦。 

    外國人請假返國之程序，外國人向雇主請特別休假返國時不須檢附證明文件。但

以特別休假以外之 其他假別請假者，雇主可要求外國人提出相關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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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106.04.17 外勞通訊社 

補助外勞子女安置費用 引發網路討論 

取消妊娠檢查缺乏配套 變相鼓勵懷孕 

 
針對勞動部就業安定基金委員會日前召開會議，同意補助外籍勞工所生子女得隨

同安置於安置中心的費用，網路上引發熱烈討論。對於勞動部即將修正相關要點，國

內仲介業者擔心，在取消藍領外勞來台前妊娠檢查後，又盲目放寬補助，恐變相鼓勵

外勞來台生產又將嬰兒遺棄，根本違反外勞來台的目的，讓台灣雇主及政府都淪為冤

大頭。 

    新北市就業服務公會理事長官文傑表示，以每人每日補助 600 元來算，一個月安

重點整理： 

針對勞動部就業安定基金委員會日前召開會議，同意補助外籍

勞工所生子女得隨同安置於安置中心的費用，網路上引發熱烈

討論，衛福部將外勞母國妊娠檢查廢除後，又盲目放寬補助，

恐變相鼓勵外勞來台生產又將嬰兒遺棄，根本違反外勞來台的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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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置單位就可領 18,000 元，一年算下來就有 21 萬 6 千元，也質疑外勞在台子女人數被

嚴重低估，如此大開方便之門，勢必造成龐大錢坑。他強調，連台灣勞工都沒有這種

福利，將發動所有國內勞工及雇主團體，抗議這項失衡的政策。 

    該案係於勞動部 3 月 13 日所召開的就安基金管理委員會第 82 次會議討論，其中

補助對象，第一類為外勞行蹤不明或已出國，且遺棄子女由社福單位安置，第二類為

外勞所生子女得隨同安置於勞動部備案之安置單位，勞動部預估補助第一、二類補助

對象所需安置費用，預估每年新台幣 2,700 萬元，而受領的對象則是安置單位。 

    台南市就業服務公會理事呂錫安表示，勞動部必須要先說清楚，究竟是一般外勞

懷孕後生下的子女要安置，或是有勞資爭議、符合安置條件的外勞所生子女可以安置，

但無論是哪一種，他都不支持。 

    呂錫安進一步說明，即使外勞與雇主發生勞資爭議，但懷孕生子跟勞資爭議也無

必然關係，外勞必須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另一方面，若未限定僅有符合安置要件的外

勞所生子女，而是所有外勞因懷孕以致無法工作就可以獲得安置，國內仲介和雇主更

加無法同意。 

    他還提到，衛福部將外勞母國妊娠檢查廢除，去年 8 月就發生印尼籍看護工突然

產下女嬰的案子，擔心納入補助後，這樣的案例會越來越多。呂錫安強調，外勞在安

置期間，雇主不能補人，變相造成雇主損失，絕對無法接受拿雇主所繳交的就安費補

助懷孕外勞子女。 

    另外也有網友認為，可以透過民間募款方式補助外勞子女，政府不要只顧人權，

而忽略了台灣有更多弱勢家庭及弱勢勞工需要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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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4.17 外勞通訊社 

外勞期滿前2至4個月願轉聘 雇主應辦理 

未辦理應罰鍰 勞動部發函各縣市政府 
 

針對雇主未於期限內幫期滿外勞辦理轉換雇主事宜，是否有違法之虞？勞動部發

函指出，雇主應於聘期屆滿前 2 個月至 4 個月內，與外勞協議是否續聘、轉聘或是期

滿返國，若是外勞不願續聘，但是表達有意願在台轉換新雇主，原雇主若沒有在期限

內辦理期滿轉換事宜，地方政府將可依就服法裁處 6 萬元至 30 萬元罰鍰。 

    由於近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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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4 日發函給各地方政府，陳述該案件行政指導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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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重點整理： 

  勞動部重申，《就服法》52 條修正，刪除外國人聘僱期滿應出

國 1 日的規定，雇主應於聘期屆滿前 2 個月至 4 個月內，與外

勞協議是否續聘、轉聘或是期滿返國，若是外勞不願續聘，但

是表達有意願在台轉換新雇主，原雇主若沒有在期限內辦理期

滿轉換事宜，將依就服法裁處 6 萬元至 30 萬元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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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條規定，外國人聘僱期滿前 2 個月至 4 個月，經與原雇主協議不續聘，且願意轉

由新雇主接續聘雇者，原雇主應檢附文件向勞動部申請轉換雇主或工作事宜。 

    因此若雇主未於期限內幫期滿外勞辦理轉換事宜，就違反上述規定，地方政府應

依就服法 57 條第 9 款與就服法第 67 條第 1 項規定，裁處雇主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的罰鍰。 

    根據最新統計，截至 106 年 3 月底止，雇主申請期滿續聘案件有 3 萬 6,978 件，

已核准續聘有 2 萬 8,764 件，其中家庭類有 1 萬 3,291 件、事業類有 1 萬 1,5473 件。

申請期滿轉換案件有 4,548 件，已有新雇主申請接續聘僱案件計 1,072 件，358 件是

家庭類、714 件是事業類。 

    勞動部重申，《就服法》52 條修正，刪除外國人聘僱期滿應出國 1 日才能再入

國工作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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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外籍勞工轉換雇主網路作業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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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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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4.19 外勞通訊社 

預防過勞 台北市將執行84-1專案勞檢 

至少60家 監護工搭配社局聯合稽查 

 

4 月 28 日為國際工殤日，台北市政府勞動局宣布，針對核備勞動基準法第 84-1

的重點行業，今年會持續執行專案勞動檢查，往年勞檢違規比率較高的行業別，將列

為今年優先對象。由於養護機構照顧服務員也是適用責任制的工作者，目前社會局已

規劃聯合稽查，勞動局也會一起配合辦理外籍看護工的訪視以及勞動條件組的檢查。 

    台北市去養年受理事業單位申請 84-1 核備約 3 萬人，其中以保全、警衛人員佔

大宗，有 68%，約有 2 萬人，其他依序為會計人員、不動產經紀人員、工程監造人員、

監護工等。另外勞動局 105 年執行 84-1 專案勞檢，保全業選定人數最多的 29 家，其

重點整理： 

台北市政府勞動局宣布，今年會持續執行 84-1 專案勞動檢查，

往年勞檢違規比率較高的行業別，將列為今年優先對象。由於

養護機構照顧服務員也是適用責任制的工作者，目前社會局已

規劃聯合稽查，勞動局也會一起配合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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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16 家有違反勞基法情事，佔半數以上；其餘行業則選擇 32 家，有 8 家違規，佔

25%，而違法行業以營造業的工程、設計監造人員及會計人員最多。 

勞檢企業違規最多的項目，仍以超時工作、未依法給予例假居多，休息時間不

足，成為造成過勞的重要因子，同時也發現有些事業單位不知如何執行預防過勞措施，

或未確實執行健康檢查及健康管理。 

    職業安全衛生科長蔡爾森表示，由去年的檢查結果分析，發現違規比率較高的行

業別包括保全業、營造業及會計人員，今年會選定去年違規比率較高的行業 60 家，

另外因勞動部也會針對 84-1 行業規畫專案，如加上中央指定的對象，實際檢查的家

數將會超過。 

    此外，勞動局即日起至 11 月底也會同步執行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醫療機構

專案以及勞工健康檢查專案，勞動局長賴香伶指出，去年係採較柔性勸導的方式，今

年希望向上延伸到醫療院所，確實對健檢的品質及項目做到把關，並督促事業單位真

正落實勞工健檢。                                      106.04.20 外勞通訊社 

勞基法輔導期6月結束 將有整體考量 

一例一休正確 林美珠：關鍵在低薪 
 

《勞基法》一例一休上路後，資方團體與立委等紛紛要求修法，對此，勞動部長林

美珠 21 日表示，一例一休是對的，但關鍵問題在低薪，她跟行政院長林全說，如果

要順利推動新政，勢必要解決低薪問題，目前《勞基法》正值輔導期收集意見為主，

等到 6 月底會有整體考量，媒體詢問是否會休法？林美珠表示，沒有既定立場但也沒

有正面回應是否修法。 

    林美珠今日下午與媒體茶敘時表示，一例一休要減少工時避免過勞，這方向是正

重點整理： 

《勞基法》一例一休上路後，資方團體與立委等紛紛要求修法，

對此，勞動部長林美珠 21 日表示，一例一休是對的，但關鍵問

題在低薪，她跟行政院長林全說，如果要順利推動新政，勢必

要解決低薪問題，目前《勞基法》正值輔導期收集意見為主，

等到 6 月底會有整體考量，媒體詢問是否會休法？林美珠表示，

沒有既定立場但也沒有正面回應是否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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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的，但問題的重點就在於低薪問題難以解決，日前也曾與行政院長林全討論，如果

要順利推動新政，勢必要解決低薪問題，工資不可能再調低，但要調高，又需要有更

客觀的條件支撐，怎樣平衡勞資關係，是她目前最大的工作。 

   至於訂定最低工資法一事，林美珠說目前已開過分區座談會，正在收集意見中， 

另 6 月還會再開基本工資工作小組會議。 

  林美珠指出，一例一休其實沒這麼複雜，就像打籃球的規則一樣，每個部會都要協

助，把各部會拉近來一起協助，到各地辦宣導會，如果問到 QA 以外的問題，就帶回

來研究，不需要像立院一樣一定要馬上回答 

  林美珠說，她自己觀察發現兩種狀況，大家對新法都還在適應，也持續觀望會不會

轉彎，但事實上，其實都知道新規定，此外，也讓更多人了解舊法的規定，像是出缺

勤紀錄表，這並非新規，而是舊法舊有的要求感覺仍有資方在觀望中，觀望看會不會

修法；但溝通過程中，資方也慢慢理解法律，現在是說清楚的時期，好好說清楚。 

  她強調，自己並非民進黨員，勞動部不應該牽涉太多的政治，儘管在下決策時，難

免會考量整體團隊的方向，但絕對不是主要的考量。         

5月起 勞檢員駐點中大型工業區接受諮詢 
 
  「勞動基準法令輔導實施計畫」自 4 月 1 日全面展開後，勞動部 5 月起將針對各工

業區廠協會所提需求實施輔導，並將選列「綜合商品零售業」、「醫療保健服務業」

及「社會福利服務業」等適用四週變形工時的業別擴大辦理。 

  勞動部職安署長鄒子廉表示，下週一將與工業局會商，針對約 40-50 家中大型工業

區進行勞檢員駐點輔導，預計 5 月開始 6 月截止，每週選 1 至 2 天，勞檢員在工業區

直接面對廠商諮詢，廠商對於排班問題、出勤紀錄、加班費核算等都可直接就教勞檢

員。 

  鄒子廉指出，各事業單位或相關產業公（協）會等工商團體如對落實勞動基準法令

有所疑慮或困難者，都可透過「1955」服務專線或各地方政府窗口尋求協助，政府將

會依據個別產業特性，透過焦點座談方式釐清產業疑慮，進而協助業者調整企業體

質。 

  鄒子廉說明，在輔導過程中，發現大多數企業所認難以落實法令之態樣，多屬不諳

法令或對相關規定有所誤解所致，因此職安署特別彙整業界常需使用到的表件或常詢

問到的疑問，以文件範本及影音檔格式製成「《勞基法》『週休二日』輔導工具包」

（https://www.osha.gov.tw/1106/1196/17870/），內容包括勞工名卡、工資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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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勤紀錄、自主檢視表及常見問答集等，其中問答集等內容會持續不斷更新。 

 

 

 

 

 

 

 

 

 

 

 

106.04.21 外勞通訊社 

3月失業率3.78％ 求才人數破13萬創新高 
 

  行政院主計總處 24日公布國內 106年 3月失業率為 3.78 %，較 2月 3.85 %下降 0.07

個百分點。依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台灣就業通」網站資料庫統計，106 年 3 月份

新登記求才人數為 13萬 6,175人，較上月增加 20.91%，新登記求職人數總計 6萬 7,325

人，較上月增加 9.43%，平均每一位求職者有 2.02 個工作機會。 

  以徵才數量來看，製造業較去年同月增加 5,820 個職缺，為各行業之冠。3 月製造

業的新登記求才人數達6萬1,685人，較上月成長17.31%，也較去年同月上升 10.42%；

製造業有將近 4 成的職缺集中在臺南市(19.7%)與桃園市(18.89%)，整體職缺數較去

年同月分別上升 3.48%與 11.9%，臺南市工作機會數更創下近 11 年同月新高。 

勞團提出五一訴求「反剝削、要保障」 

重點整理： 

五一行動聯盟表示，今年的訴求包括各行業全面適用勞基法、

禁止勞動派遣，非正職勞工直接僱用、勞保年金維持現制，反

對長照市場化，老年生活充分保障、要調薪要休息，工時工資

全面保障、勞工團結組織工會，勞動三權完整保障等 5 項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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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保年金維持現狀 禁止勞動派遣等 
 

  由團結工聯、全產總、全金聯、全教總等工運團體組成的「2017 五一行動聯盟」，

24 日上午在凱道召開行前記者會，公布今年遊行訴求，主題訂為「反剝削、要保障」

並演出行動劇，抗議蔡政府莫吃勞工豆腐，5 月 1 日當天將由凱道步行至全國工業總

會、商業總會，向政府及資方表達勞工的訴求。 

  由於總統蔡英文曾提到「勞工本來就是我們民進黨心裡最軟的那塊」，因此勞團今

天準備蔡英文和資方代表-全聯實業總裁徐重仁、遠東集團總裁徐旭東與工商協進會

理事長林伯豐的面具，由「蔡英文」切豆腐給資本家們，象徵蔡政府幫助資本家大吃

勞工豆腐。 

  五一行動聯盟表示，今年的訴求包括各行業全面適用勞基法、禁止勞動派遣，非正

職勞工直接僱用、勞保年金維持現制，反對長照市場化，老年生活充分保障、要調薪

要休息，工時工資全面保障、勞工團結組織工會，勞動三權完整保障等 5 項訴求。 

  五一行動聯盟批評指出，蔡英文政權上台後，在資方團體的支持下，強行修改《勞

基法》砍掉了工人的七天國定假日、通過「一例一休」。資方團體卻在完成修法後耍

賴翻臉反對一例一休，在資本家的威脅叫囂下，蔡英文政權陸續透過行政函釋，「開

小門、走後路」，做出種種有利於資本家的解釋，甚至想讓更多行業適用變形工時和

被稱為「奴隸制」的責任制。 

  五一行動聯盟說明，今年五一遊行的主題是「反剝削、要保障」，今年遊行將從總

統府前的凱道為起點，經由信義路，走到復興南路上的工總商總辦公室，向政府和資

本家強烈表達「反對勞基法改惡！」、「反對年金改惡！」的憤怒聲音。 

雇聘法預告 聘外籍漁工須附生活服務計畫書 
 

為使外籍漁工生活照顧獲得保障，勞動部預告修正「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

法」部分條文草案，將聘僱外籍漁工的雇主納入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規定對象，在外

國人入國 3 日內，雇主應檢附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通知當地主管機關實施入國通報檢

查。 

  勞動部預告修正「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19 條、第 27-1 草案，為使

外籍漁工生活照顧儘早獲得保障，相關規範需儘速完成立法工作，以利勞雇雙方依循，

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應於 5 月 5 日前以書面格式陳述意見，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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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郵件寄至 Changyuanyi@wda.gov.tw。 

  參酌國際勞工組織 188 號漁工公約（即 2007 年漁業工作公約)之意旨，落實對從事

海洋漁撈工作外國人之生活照顧，將其納入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中管理，使其

獲得基本之生活照顧，並課予雇主落實對從事海洋漁撈工作外國人之管理義務。 

  這次將修正雇聘辦法第 19 條規定，刪除第一項但書規定，將其納入生活照顧服務

計畫書規定辦理。以及雇聘法第 27 條之 1 規定，刪除第一項第二款但書規定，雇主

聘外籍漁工，外國人入國後 3 日內一併檢附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通知當地主管機關實

施入國通報檢查。 

 
 

 

桃市金屬製品勞檢 30 家均違反規定 

抽查百人以下工廠 符合條件可申請補助 

 

  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日前執行金屬製品製造業職業安全衛生檢查，選定轄內 30

家從事金屬製品製造或設有衝剪機械設備的事業單位進行抽查，結果發現全數都有違

反規定，違規項次達 102 項，3 家因機械未設有防護罩，各處 3 萬元的罰鍰，其餘通

知限期改善，另有 1 家因 2 米以上開口未設有護欄，認定有立即發生危害之虞的則做

部分停工處分。 

  勞檢處表示，這項專案自 2 月 1 日起執行至 3 月 15 日，為期一個半月，所選定的

對象為桃園市 12 個工業區內有使用動力衝剪機械設備的工廠。由於勞動部職安署針

對中小企業訂有改善安全衛生設施補助要點，搭配中央專案，此次選定的製造業，聘

僱人數均在 100 人以下，勞檢過程中如事業單位符合補助資格，該處將會協助企業申

請。 

  此次現場檢查發現有立即危害違規項次有11項，以違反機械捲夾危害規定者最高，

計有 7 項，占 64％，其次為未做好防止墜落及預防感電措施，各有 2 項，占 18％，

將列為複查時的重點查核項目，如發現事業單位未限期改善，將依法裁處 3 到 15 萬

元罰鍰，直到改善為止。 

  勞檢處表示，金屬製品製造作業的動作不外為機械的切割、剪裁、搪孔、衝壓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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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往復、旋轉、直線連續運動等，這類動作通常會造成作業勞工發生被夾、捲或被

刺受傷，屬失能災害的主要原因，藉由這次專案督促事業單位能提供符合規定的機械

設備供勞工使用，保障勞工作業安全。 

  勞檢處呼籲，雇主對於有發生夾捲危害的操作點，應設置護罩護圍，如衝剪機械的

安全護圍、傳動帶或飛輪護罩等。對於機械操作過程中因機械運轉所造成的危險，應

設置安全裝置、連鎖裝置，如升降機內外門的安全裝置及連鎖裝置、衝剪機械的感應

式安全裝置等，以避免職業災害的發生。 

  勞檢處上半年也將對紡織業、機械設備修配業規劃專案勞檢，其中紡織業從 3 月

16 日起至 4 月底，機械設備業則預計從 5 月 1 日至 6 月 15 日。 

 

 

 

配合端午連假 105 年綜所稅申報至 6/1 
 

五月報稅季即將來臨，因應今年端午連續假期調整放假日，105 年度所得稅結

算申報期間調整為 106 年 5 月 1 日起至 6 月 1 日止，如有查詢所得及扣除額資料

需求，則提前至 106 年 4 月 28 日開放查詢至 6 月 1 日。至於 105 年度綜合所得

稅稅額試算書表，4 月 25 日前送交郵局寄發。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表示，為鼓勵民眾以健保卡辦理綜所稅網路申報，民眾除可

於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網頁申請註冊外，國稅局自即日起至 6 月 1 日止，

亦設置專櫃提供健保卡註冊服務，只要持國民身分證親自或委託代理人至國稅局

即可辦理健保卡註冊，註冊完成後，民眾可使用「健保卡+密碼」，透過網路申

報綜合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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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4.24 外勞通訊社 

勞基法84-1生效 以地方發文日為準 

每月240小時 薪資不得低於26,787元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提醒，養護機構申請勞動基準法第 84-1 核備，應以地方勞

工主管機關同意核備的「發文日」為生效日，在此之前的工時、例休假及女性夜

間工作，均應按勞基法相關規定辦理。因 84-1 須為勞動部指定工作者，經勞僱

雙方書面約定，並送當地主管機關核備且經同意才算有效，有部分事業單位以勞

僱雙方約定日，或核備書送件日即實施，均屬違反規定，可依相關條文裁罰。 

  現行新北市勞工局審查養護機構照顧服務員 84-1 工時標準，每日正常工時不

得超過 10 小時，單日總工時上限為 12 小時，而包含延長工時在內的全月總出勤

重點整理： 

新北市勞工局審查養護機構照顧服務員 84-1 工時標準，每日正

常工時不得超過 10 小時，單日總工時上限為 12 小時，而包含

延長工時在內的全月總出勤工時，亦不得超過 240 小時。勞工

局提醒，每日正常工時超過 10 小時部分，須依勞基法第 24 條

計算加班費，而全月總工時一旦超過所核備的上限，也會違反

勞基法第 32 條第 2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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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時，亦不得超過 240 小時。勞工局提醒，每日正常工時超過 10 小時部分，須

依勞基法第 24 條計算加班費，而全月總工時一旦超過所核備的上限，也會違反

勞基法第 32 條第 2 項規定。               

勞工局 4 月 17 日辦理養護機構外勞雇主法令宣導，由就業安全科說明勞基法新

修規定及 84-1 核備注意事項。就安科提醒雇主，社福機構是勞動檢查的重點行

業之一，而 84-1 工作者的基本工資是否按比例加給，也是檢查的重點。 

  至於基本工資的計算方式，法定最低工資今年元月起已調整為 21,009 元，若

採按月計酬、勞僱雙方約定每日正常工時 10 小時、每月總工時 240 小時來計算，

應就超過每月平均法定工時 174 小時部分列入計算，其基本工資應為

21,009+(21,009/30/8)*(240 小時-174 小時)，即 26,787 元，如薪資低於此金額，

將違反未達基本工資規定。 

  就安科指出，特別休假並非排除適用的項目，過去有些養護機構將勞工特休排

入每月總休假日數中，造成應休天數不足，因此養護機構雇主也要留意修法後的

特休天數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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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4.25 外勞通訊社 

外勞定期健檢期限 中市將以簡訊提醒 

預計 5月底開始 避免雇主忙碌而逾期 
 

依規定，外勞除入國後 3 個工作日內的第一次健檢外，之後應於入國工作滿第 6 個

月、第 18 個月及第 30 個月的前後 30 日內，由雇主安排定期健康檢查，雇主若未在

期限內帶外勞辦理健檢，將依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57條第 5款，最高可處 30萬元罰鍰。

台中市政府勞工局近期將以簡訊或電話語音的方式通知，提醒雇主盡快安排外勞健檢，

預計 5 月底開始提供這項服務。 

  截至 3 月底止，台中市移工人數已達 8 萬 9 千多名，僅次於桃園市，其中家庭看護

工及幫傭約 2萬 6千名。勞工局外勞事務科長李美麗表示，過去發現部分雇主因太忙，

忘記安排外勞定期健檢以致受罰，但並非蓄意違規，因此希望透過這項服務，避免雇

重點整理： 
依規定，外勞除入國後 3 個工作日內的第一次健檢外，之後應
於入國工作滿第 6 個月、第 18 個月及第 30 個月的前後 30 日內，
由雇主安排定期健康檢查，雇主若未在期限內帶外勞辦理健
檢，將依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57 條第 5 款，最高可處 30 萬元罰
鍰。台中市政府勞工局近期將以簡訊或電話語音的方式通知，
提醒雇主盡快安排外勞健檢，預計 5 月底開始提供這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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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因此遭到處分。 

  受聘僱外國人健檢辦法第 5 條規定，外勞入國工作滿 6 個月、18 個月及 30 個月之

日前後 30 日內，雇主應安排其至指定醫院接受定期健康檢查；未依規定辦理健檢，

或未依規定將結果函報，將依違反就服法第 57 條第 5 款，處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

罰鍰，且經衛生主管機關通知仍未辦理者，雇主招募許可或聘僱許可恐遭廢止。 

  李美麗表示，105 年度台中市處分雇主違反這項規定約有 50 件，其中約有三分之

二為家庭類移工的雇主，原因是事業單位引進人數較多，也可能有專人協助處理相關

事務，但家庭類外勞雇主較常因平常工作忙碌，或未與被照顧人、外勞同住，因此家

庭類是這項措施主要的服務對象，但未排除事業類，只要雇主有需要都可提供。 

  通知的方式，手機將寄發簡訊，無手機者則會以一般電話語音系統通知，因勞工局

預計 5 月底開始啟動這項服務，外勞應辦健檢時間在今年 6 月者，可望收到第一波的

通知。 

  此外，雇主若對於健檢時間有疑問，疾管署網站也有提供外勞健檢日期查詢，網址：

http://www.cdc.gov.tw/ForeignerHealthExam.aspx?treeid=AA2D4B06C27690E6&now

treeid=F6ADDD51B935D2B8，輸入外勞入境日或期滿新聘僱許可生效日，就可顯示健

檢的區間。 

五一勞動節國定假日 雇主應依法給假 
 

五一勞動節為法定國定假日，台北市政府勞動局提醒，雇主應給予勞工放假 1 日且

照給工資，雇主因經營上需要可徵得勞工同意於當日出勤，工資應依法加倍發給，即

當日工資外，再加給一日工資，或擇日補休；至於服務業或相關輪班制工作者，勞資

雙方事前協商將「勞動節」調移至其他工作日休假，則該日形成一般出勤工作日，建

議事業單位應事先公布協商調整後之休假，並於排班表上註記休假日或國定假日，避

免爭議。 

  勞動局進一步說明，雇主如有聘僱部分工時勞工，5 月 1 日當日原本排定有出勤義

務者，事業單位應給予放假 1 日，並依約定時薪及當日工時照給工資；若經勞工同意

於該日出勤，應給付加倍時薪，即應按平日工資數額給付兩倍工資，而今年元月起，

基本時薪已調升為 133 元，當日出勤工資應以時薪 266 元（133×2）乘以工作時數(8

小時以內)核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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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4.26 外勞通訊社 

動保法公告實施 民團成立蒐證團隊 

與動保處配合落實執法 有越語宣導片 
 

動物保護法部分條文修正案，4 月 11 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4 月 26 日已經總統公

布實施，其中第 12 條第 3 項特別將「購買」、「食用」、「持有」等行為列入限制

行為，即任何人不得宰殺、食用犬貓肉，違法販賣、購買或食用者，將處 5 萬元以上

25 萬元以下罰鍰；宰殺犬貓的刑度提高，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併科新台幣

20 萬元以上 200 萬元以下罰金。 

  換言之，過去時有外勞因飲食習慣與台灣不同，或因不了解法令而宰殺犬貓的行為，

法令通過後不僅供給端，消費端也會受罰，處分也加重。 

重點整理： 

動物保護法部分條文修正案，4 月 11 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4

月 26 日已經總統公布實施，其中第 12 條第 3 項特別將「購買」、

「食用」、「持有」等行為列入限制行為，即任何人不得宰殺、

食用犬貓肉，違法販賣、購買或食用者，將處 5 萬元以上 25

萬元以下罰鍰；宰殺犬貓的刑度提高，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拘役，併科新台幣 20 萬元以上 200 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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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限於警力有限，加上各縣市動保人員不足，為讓法令得以貫徹，設於香港的「世

界愛犬聯盟」(WDA)與台灣 NOE 行動組織在新法實施後宣布合作，組成「動物守護者」

團隊，由 30 名成員組成。 

NOE 行動組織理事長李榮峰表示，沒有統計過外籍移工宰殺犬貓的案件，但「真的很

多」，因動保單位常因人員編制不足，採證有一定難度，因此團隊將協助蒐證，另外

也會受理一般民眾舉報，蒐證發現有違法行為，將會同地方動保處開罰，但他更希望

公部門正視問題，成立「動保警察」來執行。 

  李榮峰也強調，對外勞而言，重點應放在有效的宣導，告知他們宰殺、食用犬貓的

行為在台灣嚴格禁止，NOE 組織與台灣越僑協會製作越南文宣導短片，除上傳 NOE 臉

書、YouTube，也將主動聯繫在台越南社群。 

  提案立委王育敏表示，台灣創亞洲先驅完成立法，是友善動物相當重要的一步，台

灣仍有非常少數人吃犬貓肉，這樣的行為要完全被禁止。立委陳學聖、黃昭順、李彥

秀也呼籲各地落實執法。 

外辦處巡迴服務中心 泰勞諮詢人數最多 
 

台中市政府勞工局與各外勞輸出國駐台辦事處合作，於移工群聚的東協廣場 3 樓

成立「東協四國駐臺辦事處巡迴服務中心」，截至 3 月底止，服務人數已達 28 人

次，包括印尼 6 人、泰國 12 人、菲律賓 4 人、越南 6 人。 

  勞工局表示，透過這項巡迴服務，除讓移工可就近辦理護照及相關證件申請等事

項外，辦事處同時可提供投資、觀光等諮詢服務，讓民眾免於往返奔波之苦，服務

中心位於東協廣場 3 樓 273、269 攤位，歡迎多加利用。 

  目前各辦事處服務時間：駐台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為每月第 1 週週日上午 11

時至下午 2 時；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為每月第 2、4 週日下午 3 時至 5 時；駐台

北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勞工管理組為 2、4、6、8、10、12 月的第 2 週日上午 9 時

至中午 12 時，視狀況可能延長到下午 2 時至 5 時；泰國貿易經濟辦事處勞工處為

1、3、6、9、12 月的第 3 週週日上午 11 時至下午 4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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