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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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個不注意小事情的人，永遠不會成功大事業。 

§ 成功=艱苦的勞動+正確的方法+少談空話。                            楊董                                                                                                                           

                                                              

§ 在今天和明天之間，有一段很長的時間，趁你還有精神的時候學習迅速辦事。 

§ 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                                二姐 

                                                              

§ 今天應做的事沒有做，明天再早也是耽誤了。   

§ 為別人鼓掌的人，也是在為自己而加油。                             張姐 

                                                              

§ 永遠不要因承認錯誤而感到羞恥，因為承認錯誤也可以解釋你今天更聰敏。 

§ 擇善人而交，擇善書而讀，擇善言而聽，擇善行而從。                 嘉文                                                               

                                                              

§ 要從容地著手去做一件事，但一旦開始就要堅持到底。 

§  恐懼改變使人盲目，盲目的人看不到機會。                           金瑛   

                                                              

§ 善於利用時間的人，將擁有更多的財富。 

§ 不要垂頭喪氣，即使失去一切，明天仍在你的手裡。                    筱甯 

                                                              

§ 你可以選擇這樣的“三心二意”：信心、恆心、決心；創意、樂意。                                       

§ 成功的法則極為簡單，但簡單並不代表容易。                                

勇衡                                  

                                                              

§ 鬆軟的沙灘上最容易留下腳印，但也最容易被潮水抹去。 

§ 鬆弛的琴弦，永遠奏不出時代的強音。                               宏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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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為言語顯現精神文化的內涵，培養寬大的心量，心量大才能發揮大愛，能原諒

別人就是最有福的人。 

§ 少做就是多做，不要貪多，做精做透很重要。                      巧柔                                                    

                                                                

§ 一杯清水因滴入一滴污水而變污濁，一杯污水卻不會因滴入清水的存在而變清

澈。 

§ 小成功靠個人，大成功靠團隊。                                       愷

悌                                                                               

                                                                 

§ 人生是一個積累的過程，你總會有摔倒，即使跌倒了，你也要懂得抓一把沙子在 

手裡。 

§ 如果恐懼是黑暗，那麼知識就是明燈。                                 燕

妮                                      

                                                                

§ 我們應當仁慈對人，但不該要求別人也這樣對我們。 

§ 成功是經歷一個又一個的失敗卻不失去熱情。                       雅

琳 

                                                                

§ 只有嘗試做那些荒唐事的人，才能成就不可能的事。   

§ 人生就像騎腳踏車，爲了保持平衡，你必須一直前進。                  阿河 

                                                                

§ 任何時候都別怕重頭再來，每個看似低的起點，都是通往高峰的必經之路。 

§ 如果你總是低著頭，那麼你永遠無法看見彩虹。                      莎

莎                                                                              

                                                                

§ 當一個人一心一意做好事情的時候，他最終是必然會成功。 

§ 當你爲了錯過太陽而哭泣，那你也將錯過群星。                        妙儒 

                                                                

§ 行動是成功的階梯，行動越多，登的越高。 

§ 好事儘從難中得，少年勿向易中求。                                  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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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事都是從一個決心，一粒種子開始。   

§ 天下沒有不肯能的事，也沒有簡單的事，勤勞樸實是根本。              瓊瑤                                                

                                                                                   

§ 萬事萬物都有缺口，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 不禁一番寒徹骨，哪得梅花撲鼻香。                              妍臻 

                                                                 

§ 行為言語顯現精神文化的內涵，培養寬大的心量，心量大才能發揮大愛，能原諒

別人就是最有福的人。                 

§ 耐心是一切聰明才智的基礎。                                    佳

玲 

                                                                 

§ 困難要靠自己克服，障礙要靠自己衝破。 

§ 時間抓起來講是金子，抓不住就是流水。                           葦

薰                             

                                                                

§ 水激石則鳴，人激志則巨集。   

§ 人若有志，萬事可為。                                              治升 

                                                                

 

 

 

 

☆~以上勵志小語感謝恆力各位同仁溫馨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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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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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4,724 252,341 141,445 59,549 191,388 1 

農、林、漁、牧業(船員) 11,601 7,696 1,797 21 2,087 0 

製 造 業 384,069 56,074 108,636 56,087 163,271 1 

食品及飼品 22,770 4,099 3,448 2,675 12,548 0 

飲  料 733 144 119 125 345 0 

紡  織 25,549 4,964 4,492 5,866 10,227 0 

成衣及服飾品 4,467 359 529 460 3,119 0 

皮革、毛皮及其製 品 2,279 388 117 570 1,204 0 

木竹製品 2,506 756 244 156 1,350 0 

紙漿、紙及紙製品 6,001 1,484 893 837 2,787 0 

印刷及資料儲存媒 體複製 3,646 519 384 492 2,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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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70 478 1,435 780 1,577 0 

其他化學製品 3,033 821 676 344 1,192 0 

藥品及醫用化學製品 880 193 330 35 322 0 

橡膠製品 9,980 1,552 859 2,041 5,528 0 

塑膠製品 26,867 4,670 3,357 4,424 14,416 0 

非金屬礦物製品 11,433 2,240 1,943 2,710 4,540 0 

基本金屬 18,320 4,114 2,342 6,061 5,802 1 

金屬製品 84,287 15,131 11,350 13,375 44,431 0 

電子零組件 69,477 1,237 54,582 3,787 9,871 0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 12,934 101 9,162 208 3,463 0 

電力設備及配備 7,682 1,239 1,419 1,256 3,768 0 

機械設備 33,368 4,764 5,195 4,349 19,060 0 

汽車及其零件 12,158 2,360 2,232 2,146 5,42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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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 8,601 1,610 906 2,211 3,874 0 

家  具 4,192 1,080 520 438 2,154 0 

其  他 8,612 1,762 2,102 740 4,008 0 

營 建 工 程 業 5,903 1,290 65 2,895 1,653 0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其他服務業 243,151 187,281 30,947 546 24,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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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勞動部 106 年 2 月定期查核資料，已有 3.3 萬餘家製造業

雇主接受查核，結果有 959 家雇主聘僱外勞人數超過所核配比

例、超額外勞人數有 2 千餘人，違法比率為 2.86％。勞動部提

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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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被

廢止超額之外籍勞工聘僱許可外，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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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定期查核製造業959家外勞超額 

限期改善未改善者 超額外勞廢聘並罰鍰 
 

為避免製造業雇主超額使用外勞，保障本勞就業權益，根據勞動部 106 年 2 月定

期查核資料，已有 3.3 萬餘家製造業雇主接受查核，結果有 959 家雇主聘僱外勞人數

超過所核配比例、超額外勞人數有 2 千餘人，違法比率為 2.86％。 

    勞動部提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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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被廢止超額之外籍勞工聘僱許可外，

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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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鼓勵失業勞工投入缺工行業，勞工若失業連續達30日以上或非自願離職等，

向公立就服站辦理求職登記，並推介到 3K3 班或機構照護服務業就業達 30 天以上，

就可領到就業獎勵 5,000 元；就業 7 個月起每月可領 6,000 元，第 13 個月起可增加

到 7,000 元，總共領 18 個月共可領到 10 萬 8,000 元。 

勞動部指出，缺工獎勵津貼成效，105 年推介到 3K3 班有 8,286 人、核准上工 1,301

人；推介到機構照護服務業 938 人、核准上工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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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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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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2 月底製造業定期查核已實施 37 次，累計總查核已達

66 萬 7,211 家次，不符規定比例須限期改善的雇主累計 1 萬 9,622 家次，約占查核總

家次 2.94％，累計提報廢止有 2,591 家次、廢止外勞人數 3,991 人。 

 根據資料，106 年 2 月定期查核家數有 3 萬 3,579 家，959 家雇主聘僱外勞人數

超過所核配比例、超額外勞人數有 2,159 人；另外經限期改善而未改善提報將廢止聘

僱許可家數有 99 家、廢止外勞人數 151 人，6 個月前查核完成改善比率約 8 成 9。 

另 3.3 萬餘家接受定期查核製造業，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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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7 家外勞超額需限期改善、56 家則須

提報廢止外勞配額，廢止外勞人數 8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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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5.02 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勞動部 3 日公布兩份和休息日相關函釋說明。休息日當天加班

途中，因勞工個人因素請假，加班時數與加班費應核實計算，

勞工未到時數可勞資協商解除出勤義務，其未出勤時數不計入

加班時數上限；又休息日加班後，經勞資雙方協商，勞工可選

補休，發生爭議時，雇主須負舉證責任。 

休息日加班可換補休 勞動部發函說明 

有勞資爭議時 雇主須負舉證責任 
 

針對勞工同意在休息日加班後又請假，其加班時數與加班費如何計算？以及休息

日加班是否可換補休？勞動部 3 日公布兩份和休息日相關函釋說明。休息日當天加班

途中，因勞工個人因素請假，加班時數與加班費應核實計算，勞工未到時數可勞資協

商解除出勤義務，其未出勤時數不計入加班時數上限；又休息日加班後，經勞資雙方

協商，勞工可選補休，發生爭議時，雇主須負舉證責任。 

勞工因素休息日未到工勞資協商解除出勤義務 
 

根據《勞基法》規定，其中有關「休息日」加班規定，除前 2 小時休息日加班費

每小時應發給 1 又 1/3 倍以上加班費，之後每小時應發給 1 又 2/3 倍以上加班費外，

也明訂要「做 1 給 4」，也就是休息日加班就算只工作 2 小時，雇主也應發給 4 小時

工資；工作 5 小時，也要發給 8 小時工資，以此類推；同時休息日加班時數包含在每

個月加班時數上限 46 小時之內。 

    針對雇主徵得勞工同意於休息日出勤工作，企業早就排好班，但是勞工卻臨時沒

辦法加班，或是加班當天無法做足時數，其加班費、加班時數應如何計算？ 

    勞動部 5 月 3 日發布的「勞動條 3 字第 1060130987 號」新函釋指出，如果勞工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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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同意在休息日加班，卻臨時因為個人因素自始無法到工或是到工後未能依約定時數

工作時段，應告知雇主，勞雇雙方可以協商解除休息日出勤義務，否則勞工就應該依

照勞工請假規則等相關法令規定請假，例如事假、病假、喪假等。 

    又休息日是有薪假，當天工資都已計算在月薪內，不論勞工當日出勤狀況為何，

都不影響該日工資，如果答應要加班、卻未能依約履行，當日已到工時段應先計算加

班費，請假時段再按休息日加成後工資標準扣減，例如請事假要全額扣除，請病假要

扣一半。 

    勞動部官員進一步解釋說，因勞工個人因素，無法到工或是到工後未能依約定時

數工作時數提供勞務，其加班時數依實際到工時數計算，如原先約定休息日加班 4 小

時，勞工實際僅提供勞務 1 小時，其加班費計算是僅給予給 1 小時、不須給予 4 小時，

加班時數也是計算 1 小時、非 4 小時。 

    勞動部提醒，為避免勞資爭議，建議勞工同意於休息日出勤工作，如因個人因素

未能提供勞務時處理方式，包括是否告知程序、是否須請假等，可以在團體協約、勞

動契約或是工作規則中規定。 

休息日加班換補休標準 雇主不可片面規定補休 
 

另外，一例一休上路後，休息日加班費大加碼，但以往勞工國定假日上班，部分

雇主會以一天補休假來換加班費，至於休息日可否換補休？補休標準為何？勞動部今

天也做成函釋。 

    勞動部 5 月 3 日「勞動條 2 字第 10601300937 號」函釋中說明，休息日加班後如

果以補休取代加班費，目前法律上確實未禁止，休息日加班給付加班費是雇主法定義

務，但勞雇雙方可在不損及勞工權益及不影響雇主人力因素前提下，由勞資約定補休

標準，但是雇主不可以有片面規定勞工於休息日加班後僅能選擇補休。 

勞動部官員進一步解釋說，休息日加班必須以發加班費為原則，在勞工同意下可

換補休，換休標準是一比一、一比二，由勞資約定，若勞工認為換休比例不合理，可

拒絕換休，依法雇主就要給加班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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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5.03 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立法委員鍾孔炤辦公室 5 月 4 日召開「國際移工在台灣之現況

檢討與改革建議」，Agustin Subiantoro 表示，將考慮透過加強

訓練提升勞工的專業能力，增加輸出到工廠、醫院、長照中心、

農業，甚至服務業的人數，目前家庭看護工薪資為 17,000 元，

希望比照工廠適用基本工資，或隨基本工資比例調整，按前次

幅度計算，至少要達到 17,850 元。印方也正規畫，印勞在國外

費用由雇主負擔，另建議境外漁工比照適用勞基法，拉近與近

海漁工的差距。 

印尼官員赴台 希提高家事印勞薪資 

提高工作專業能力 費用擬由雇主支出 
 

立法委員鍾孔炤辦公室 5月 4日召開「國際移工在台灣之現況檢討與改革建議」，

Agustin Subiantoro 表示，將考慮透過加強訓練提升勞工的專業能力，增加輸出到工

廠、醫院、長照中心、農業，甚至服務業的人數，目前家庭看護工薪資為 17,000 元，

希望比照工廠適用基本工資，或隨基本工資比例調整，按前次幅度計算，至少要達到

17,850 元。印方也正規畫，印勞在國外費用由雇主負擔，另建議境外漁工比照適用

勞基法，拉近與近海漁工的差距。 

立委鍾孔炤辦移工論壇 移工薪資雙邊會議討論 
 

對於印方關注的勞動條件問題，勞動部次長郭國文回應，印尼家事移工薪資在

2015 年 9 月起已由原先的 15,840 元調整到 17,000 元，無論是隨基本工資調整或其他

方式，都可在台印雙邊會議中討論。他也表示，事業類外勞雖適用基本工資保障，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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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按月扣膳宿費，這些都要一起考量。至於印方建議境外漁工也納入勞基法保障，他

個人認為受限於勞檢實務較難達成，建議可透過特別立法解決。 

國內家庭看護工以印尼佔大宗，但印方近年來多次宣稱不再輸出印勞，引發國內

雇主關切。此次論壇重點，主要是就移工輸出、輸入國現行措施，討論如何改善移工

待遇，以及隨著各國經濟持續成長，在人口老化、勞動力短缺之下，台灣的移工政策

應如何調整，吸引更多優秀人力，並就提高家事移工薪資、工時規範，以及推動雇主

負擔的制度，聽取各方意見。 

對於國外費用由雇主負擔，Agustin Subiantoro 進一步說明，目前印勞只要中學

畢業就可以出國工作，若要提升勞工的專業，就需要更長時間的訓練，提供雇主更好

的服務品質是主要的考量。目前家事移工薪資由勞雇雙方協議，雖然基本起薪為

17,000 元，但續聘還是維持一樣的水準，印方希望台灣參考其他國家，建立調整的

機制。 

印勞費用轉由雇主負擔 已有業者開始推行試辦 
 

勞發署組長薛鑑忠表示，印勞應負擔的費用，在國外包含訓練費、健檢、簽證費、

國外仲介費及繳給母國的規費，來台後如有委託台灣仲介服務，仲介可向其收取服務

費，依規定仲介有服務才能收費，如外勞認為沒有服務需求，並未強制一定要仲介服

務。至於費用要轉由雇主負擔，必須思考合理性。他說，勞動市場是流動的，很難做

統一規範，無論是 17,000 元或 21,009 元都只是薪資「下限」，若雇主願意提高，勞

動部也樂觀其成。 

    近年來因市場供需失衡，印勞招募不僅人選不足，引進時間也拉長。此次受邀的

仲介代表許家畯認為，可以思考調整費用結構方式，讓雇主多負擔一些，拉進供需之

間的差距。他分享自己公司從去年開始推動，前兩年每月雇主約須多付 3 千元，薪資

約 19,000 元，僱用較有護理專業的印勞，也有些雇主願意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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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5.04 外勞通訊社 

立委提案仲介及其從業人員不得從事行為 

增列不可留置勞工證件 性侵等應通報 
 

民進黨立委吳玉琴提案修正《就業服務法》部分條文，針對增列私立就業服務機

構及其從業人員從事就業服務業務不得從事之行為，包括不可留置勞工身分證件、不

可對外國人做出觸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人口販運防制法、刑法重傷害罪之行為，以

及外國人遭受性侵害、人口販運及重大人身傷害，應 24 小時內通報，不可隱匿案情

以致外國人持續遭受危害，勞動部表示無意見，支持委員修法內容。 

    立法院衛環委員會 8 日安排審查《就業服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今天僅作

答詢，並未逐條審查。 

拒勞檢或發生職災雇主 立委提修法不可聘外勞 

 

立委吳玉琴提案修正《就業服務法》第 40 條、第 54 條、第 56 條、第 57 條、第

65 條、第 66 條、第 67 條、第 70 條、第 72 條修正草案。針對上述修法內容，勞動

部對於第 40 條、第 65 條、第 66 條、第 67 條及第 70 條部分無意見。 

重點整理： 

民進黨立委吳玉琴提案修正《就業服務法》部分條文，針對增

列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及其從業人員從事就業服務業務不得從事

之行為，包括不可留置勞工身分證件、不可對外國人做出觸犯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人口販運防制法、刑法重傷害罪之行為，

以及外國人遭受性侵害、人口販運及重大人身傷害，應 24 小時

內通報，不可隱匿案情以致外國人持續遭受危害，勞動部表示

無意見，支持委員修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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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玉琴質詢說明，雇主拒絕勞動檢查及外國人發生職業災害等應屬重大違例事由，

應剝奪聘僱之資格，因此修法增訂第 54 條第 1 項第 15、16 款規定，以排除拒絕勞動

檢查與危險作業環境雇主之聘僱資格，為何勞動部不同意？ 

    勞動部長林美珠表示，現行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職業安全衛生法已訂有雇主應

負之義務等相關規定，本法第 54 條係雇主不得申請外國人之相關規定，為免有違反

不當連結禁止原則，不宜再納入勞動檢查及職業災害等與申請事項無直接關聯之規定，

可以再討論。 

    吳玉琴指出，現行發生外勞行蹤不明，雇主通報沒有要求提出證據也沒有查察，

若是被雇主謊報，外勞也沒有申訴管道，因此要求修法增加雇主應於 3 日內以書面並

檢附相關事證通知地方主管機關、入出國管理機關及警察機關。 

    林美珠答覆指出，雇主謊報已有罰則，將以觸犯刑法第 214 條，使公務員登載不

實罪應移送司法機關審理；另依本法第 65 條規定，提供不實資料處新臺幣 30 萬元以

上 150 萬元以下罰鍰。但是要雇主負舉證責任可能有困難，因為人不見是客觀事實難

以舉證。 

    另針對第 57 條、第 72 條修法新增雇主、事業單位具管理職務人員、被照顧者、

被照顧者之家屬，對外國人施予觸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人口販運防制法、刑法三年

以上有期徒刑傷害罪之行為，經檢察機關起訴、緩起訴或司法機關一審判決有罪者，

永久不予核發招募許可、聘僱許可或展延聘僱許可之規定，對此，林美珠表示，目前

是以無罪推定原則，若日後加害人受無罪判決確定，受到的傷害與損失將無法回復原

狀，因此建議不修正。 

就業歧視擬修增命理等 立委提罰則降至 3 萬元 
 

此外，國民黨立委陳宜民提就服法第 5 條條文修正草案，增列星座、命理、血

型之就業歧視禁止項目；又民進黨立委邱志偉則提案修正就業服務法第 5 條及第 65

條條文修正草案，增訂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歧視行為之認定標準，及降低就業歧視

禁止之罰鍰下限為新臺幣 30萬元以上降為 3萬元以上。勞動部都希望維持現行條文。 

    邱志偉強調，有些家族企業或是小吃店等若是違法，繳不起罰款就只能關店，希

望能有比例原則，降低罰鍰。 

    對於雇主求才條件，立委提案建議必須載明薪資條件及增列罰則部分，勞動部表

示需再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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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5.08 外勞通訊社 

預防捲夾危害 桃市辦理外勞職災宣導 

各國籍安排一場 搭配翻譯1小時講習 
 

為提升外籍勞工對機械設備危害的意識，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首度規劃外勞職

災預防宣導會，今年為第一年試辦。其中執行的方式，各國籍預定各辦理一場，後續

視執行的成效再調整，以勞檢處搭配雙語翻譯的方式，解說動力衝剪設備的職災預防。

目前越南籍勞工部分已經結束，其餘國籍包括菲律賓籍、印尼籍及越南籍場次的時間，

將會和轄內聘僱外勞人數較多的工廠溝通並敲定，也會開放其他事業單位報名。 

    截至3月底止，全台外勞總人數已攀升至63萬9千多人，其中工作地在桃園市有10

萬3,701人，位居各縣市之冠，其中在製造業服務者達8萬3千多人，所佔比例超過八

成。 

    勞檢處科長蘇志翔表示，由近期因職災致殘或重殘的個案中觀察，發現外籍勞工

所佔比率很高，特別是很多外勞從事的是工廠的3K工作，發生危險的風險也會增加，

考慮到工廠人力的安排，每場宣導約為1小時，因此希望透過勞檢員搭配外勞雙語翻

譯的方式，讓外勞對動力衝剪機械設備的職災預防有更進一步的了解，以提升對危害

辨識的能力。 

    蘇志翔指出，依規定工廠對於內部從業人員應實施教育訓練，而今年課程規劃，

則會聚焦在動力衝剪機械設備造成的切割捲夾危害，這也是最常見的職災成因之一，

過程中也會增加與外勞之間的互動，幫助外勞了解。 

重點整理： 

為提升外籍勞工對機械設備危害的意識，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

處首度規劃外勞職災預防宣導會，今年為第一年試辦。其中執

行的方式，各國籍預定各辦理一場，後續視執行的成效再調整，

以勞檢處搭配雙語翻譯的方式，解說動力衝剪設備的職災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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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場越南籍勞工場已在4月底於觀音工業區，有超過60名越勞及相關人員參與，

下一場則暫定在中壢工業區進行，但國籍未定。勞檢處目前正在與轄內聘僱外勞人數

較多的工廠洽談時間，後續將會公告，並開放報名參加。         

 

106.05.08外勞通訊社 

外勞定期健檢 疾管署提供查詢平台 

辦法過渡期間未接受檢查 緩衝至7/4 

 

「受聘僱外國人健康檢查管理辦法」於 106 年 5 月 7 日生效。衛生福利部疾病管

制署表示，為讓雇主及仲介業者更清楚知道外勞健康檢查的時間，已提供外籍勞工定

期健檢日期查詢，民眾可至疾管署網站(http://www.cdc.gov.tw)，進入「國際旅遊

與健康/外國人健檢/受聘僱外國人健檢」項下的「外籍勞工定期健康檢查日期查詢」，

輸入外勞定期健檢起計日，即可查詢應辦健檢的起訖日期。 

其中外勞定期健檢起計日分為三種狀況，工作起始日為 2016 年 11 月 4 日（含）

以前者，健檢起計日為「入境日」；工作起始日為 2016 年 11 月 4 日（含）以前者，

且其「聘僱許可之終止日」超過入境日 3 年者，健檢起計日則為聘僱許可生效日（即

工作起始日）；工作起始日為 2016 年 11 月 5 日（含）以後者，健檢起計日為聘僱許

可生效日（即工作起始日）。 

配合去年 11 月 5 日的就業服務法修正，以及接續聘僱之雇主聘僱許可期間最長

為 3 年等政策調整，衛福部修正外國人健檢管理辦法，於今年 5 月 7 日實施，相關規

重點整理： 

「受聘僱外國人健康檢查管理辦法」於 106 年 5 月 7 日生效。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表示，為讓雇主及仲介業者更清楚知道

外勞健康檢查的時間，已提供外籍勞工定期健檢日期查詢，民

眾可至疾管署網站(http://www.cdc.gov.tw)，進入「國際旅遊與健

康/外國人健檢/受聘僱外國人健檢」項下的「外籍勞工定期健

康檢查日期查詢」，輸入外勞定期健檢起計日，即可查詢應辦

健檢的起訖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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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並回溯至去年 11 月 5 日以後所核發的聘可函。辦法修正後，外勞聘僱許可生效日

於 105 年 11 月 5 日(含)以後者，均以「工作起始日」為定期健檢起計日，也就是說，

雇主只要檢視聘僱許可函上聘僱許可期間首日，即可安排外勞工作滿 6 個月、18 個

月及 30 個月定期健檢。但在就服法修正前生效之初次聘僱或短於三年聘期案件，仍

以「入國日」為定期健檢起計日。 

部分外勞在辦法修正過渡期間未能於法定期限內辦理定期健檢者，衛福部也提供

緩衝措施，雇主在今年 7 月 4 日前安排外勞接受定期健檢即可。 

此外，針對因轉換雇主或工作等因素，超過 1 年未接受健檢的外勞，雇主應自外

勞聘僱許可生效日之次日起 7 日內，安排其至指定醫院接受『補充健檢』；而聘僱許

可生效日起滿 6 個月之日與最近一次健檢日間隔未滿 5 個月者，則免辦該次定期健

檢。 

雇主及仲介公司對外籍勞工健檢規定如有疑問，可撥打免付費防疫專線 1922 或

0800-001922 洽詢。疾管署也和各縣市衛生局溝通，透過內部系統找出在辦法修正前

後的過渡期間應辦定期健檢的雇主，加強宣導及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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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5.09 外勞通訊社 

適用勞基法外勞 雇主未全額給付工資 

將處6萬元至100萬元罰鍰並廢聘 
 

針對在適用勞基法場所工作的外勞，如雇主未依法全額給付外勞工資時，到底是

依違反勞動基準法處罰還是依就業服務法裁罰？勞動部日前發函通知各地勞工主管

機關指出，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按行政罰法規定，依法定罰鍰額最高之規定裁處，

另裁處額度不得低於各規定罰鍰最低金額；也就是適用勞基法的外勞，雇主未全額給

付工資，將處以 6 萬元至 100 萬元罰鍰，同時將廢止雇主聘僱許可並管制 2 年。 

    勞動部 106 年 5 月 4 日發函說明有關雇主如未依法全額給付外籍勞工工資，涉同

時違反勞動基準法及就業服務法之裁罰規定適用原則。 

    依勞基法第 22 條第 2 項規定：「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

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同法第 79 條規定：「有違反第 22 條規定者，處

新臺幣 2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 

    又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43 條第 4 項規定：「第 1 項工資，除外國

人應負擔之項目及金額外，雇主應全額以現金直接給付第 2 類外國人。但以其他方式

給付者，應提供相關證明文件，交予外國人收存，並自行保存 1 份。」就業服務法第

57 條第 9 款規定，「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所發布之命令。」暨同法第 67 條第 1 項規

定：「違反...第 57 條第 9 款規定，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 

重點整理： 
勞動部表示，雇主未全額給付適用勞基法之外勞工資，法規有
競合情形，因勞基法第 79 條規定罰鍰最高額 100 萬元，較就服
法第 67 條第 1 項規定罰鍰最高額 30 萬元高，則上開違法情事
應按勞基法規定裁處；另因就服法第 67 條第 1 項規定罰鍰最低
額 6 萬元，較勞基法第 79 條規定罰鍰最低額 2 萬元高，則裁處
時，其罰鍰額度不得低於 6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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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雇主未全額給付適用勞基法之外勞（製造業、營造業、海洋漁撈業、機構看

護等業別）工資，係同時違反雇聘辦法第 43 條第 4 項規定、就服法第 57 條第 9 款及

勞基法第 22 條第 2 項規定，屬單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均處以罰鍰。 

    根據行政罰法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

罰鍰者，依法定罰鍰額最高之規定裁處。但裁處之額度，不得低於各該規定之罰鍰最

低額。」 

    勞動部表示，雇主未全額給付適用勞基法之外勞工資，法規有競合情形，因勞基

法第 79 條規定罰鍰最高額 100 萬元，較就服法第 67 條第 1 項規定罰鍰最高額 30 萬

元高，則上開違法情事應按勞基法規定裁處；另因就服法第 67 條第 1 項規定罰鍰最

低額 6 萬元，較勞基法第 79 條規定罰鍰最低額 2 萬元高，則裁處時，其罰鍰額度不

得低於 6 萬元。 

    至於雇主未全額給付非適用勞基法之外勞（家庭看護工、家庭幫傭）工資，則以

違反雇聘辦法第 43 條第 4 項及就服法第 57 條第 9 款規定，按就服法第 67 條第 1 項

規定，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至 30 萬元以下罰鍰。 

    勞動部強調，雇主未依法全額給付外勞工資，除依法處以罰鍰外，應同時依就服

法第 72 條規定，廢止雇主有效許可外國人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並依就服法第 54

條規定，後續申請案將予以管制 2 年不予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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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5.09 外勞通訊社 

北市性平自主檢核 生理假等申請偏低 

育嬰留停大型企業最多 提供專案關懷 

 
台北市政府勞動局今年針對「學前教育業」進行性別工作平等自主檢核及專案輔導，

調查 110 家事業單位性平措施發現，從業人員人數雖達到 2,346 人，但僅有 60 人申

請生理假，產檢假也僅有 65 人申請，平均每人申請 3.18 次，可見申請比例、次數都

嚴重偏低。家庭照護假以及育嬰留職停薪部分，也以女性申請者居多。 

    台北市就業服務處 105 年 7 月起，針對由勞工保險局轉介而來的育嬰留停期滿願

意接受關懷的名單，對此進行電話關懷，總服務人數 4,820 人，其中女性有 4,270 人，

比例高達 88.6%，所屬事業單位行業別前三名，依序為批發零售業、金融保險業及製

造業，事業規模以 501 人以上最多，其次為 6-30 人企業，以及 51-250 人企業。值得

注意的是，251-500 人企業反而排在後段，是否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也是未來要觀

察的部分。 

    此次學前教育業輔導調查對象，以投保員工人數 14 人以上，共計 110 家為對象，

調查發現「有薪產檢假」，法律規定 5 天，而健保給付的產檢次數為 10 次，但該行

業別懷孕受僱者平均每人僅申請 3.18 次的有薪產檢假，低於一般次數。而由近 3 年

申訴案件統計發現，懷孕歧視申訴案件量仍佔多數。 

重點整理： 

就業安全科長劉家鴻進一步說明，性別工作平等法包含有安胎

假、產假產檢、陪產假、生理假等七大假，藉由輔導方案也建

議事業單位在工作規則或管理規章中明確列出各項假別，讓勞

工知道可以提出申請，今年度也規劃 5 場次性平宣導會，邀請

學前教育業受訪對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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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局長賴香伶表示，今年專案並非以直接勞檢、處分事業單位的方式來督促雇

主守法，而是以調查、檢核的角度，讓企業了解法規的目的，並全盤檢視自己哪些是

可以做，哪些則是企業刻意迴避，在此之前已針對銀行業、住宿服務業執行，未來將

持續以政策工具慢慢引導。 

    另方面她也提到，在育嬰留停後回復原職部分，因已推動多年，且社會有高度共

識，勞動局立場會較嚴格的來執行。 

    就業安全科長劉家鴻進一步說明，性別工作平等法包含有安胎假、產假產檢、陪

產假、生理假等七大假，藉由輔導方案也建議事業單位在工作規則或管理規章中明確

列出各項假別，讓勞工知道可以提出申請，今年度也規劃 5 場次性平宣導會，邀請學

前教育業受訪對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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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5.10 外勞通訊社 

未核實申報薪資 勞保局查獲近2萬家 

下月分批通知 企業欲更正函到30日辦理 
 

為保障勞工權益，勞動部勞保局持續辦理「加保維新」專案，今年依 105 年財稅

資料臨時所得檔資料比對勞保投保薪資，查到近 2 萬家企業疑似高薪低報，勞保局將

於 6 月及 7 月分批發函通知雇主如實申報，勞工逕調後之金額如與目前每月薪資總額

不符，事業單位可於收到逕調通知函 30 日內，檢具薪資佐證資料（如薪資明細等）

寄送勞保局辦理更正。 

    勞保局呼籲，投保單位千萬不要心存僥倖，而未依規定申報員工投保薪資，未依

規定申報員工投保薪資，經勞保局查證屬實，將依規定核處 4 倍罰鍰，如果員工發生

事故，雇主還須負起給付短少的賠償責任，嚴重者甚至必須負起刑事責任。 

    勞保局自 100 年度首度推動「安薪加保」專案，鎖定「員工平均投保薪資低於同

業別平均投保薪資」以及「連續經勞保局逕調投保薪資」，且「低報投保薪資差距較

大的投保單位」加強查核輔導。101 年度持續推動「加保維薪」專案，將「申報員工

投保薪資為基本工資比例偏高」的單位納入查核對象。為擴大保障勞工權益，勞保局

重點整理： 

      勞動部勞保局依 105 年財稅資料所得檔資料比對勞保投保薪

資，查到近 2 萬家企業疑似高薪低報，將於 6 月及 7 月分批發

函通知雇主如實申報，勞工逕調後之金額如與目前每月薪資總

額不符，事業單位可於收到逕調通知函 30 日內，檢具薪資佐

證資料（如薪資明細等）寄送勞保局辦理更正。如經勞保局查

證屬實未依規定申報員工投保薪資，將核處 4 倍罰鍰，如果員

工發生事故，雇主還須負起給付短少的賠償責任，嚴重者甚至

必須負起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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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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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表示，102 年持續辦理「加強輔導投保單位覈實申報投保薪資」查核專案，除將原「安

薪加保」及「加保維薪」專案的查核對象納入外，另外「依投保單位的業別及規模別

篩選」查核對象，加強輔導查核，督促雇主覈實申報投保薪資。 

    勞保局長羅五湖說明，上述專案查核每年都持續辦理，只是會依人力與不同條件

去篩選要查核的對象，又 105 年財稅資料臨時所得檔在今年 4 月已提供勞保局查核，

更能貼近勞工逕調時之實際薪資，惟因仍有時差，故勞工逕調後之金額如與目前每月

薪資總額不符，事業單位可於收到逕調通知函 30 日內，檢具薪資佐證資料（如薪資

明細等）寄送勞保局辦理更正。 

    勞保局納保組長劉金娃表示，每年都會根據財稅資料比對勞保投保薪資，去年因

為未核實申報薪資被罰 8,700 多萬元；今年查核分成兩部分，一部份是連續 3 年高薪

低報遭逕調投保薪資，逕調後雇主又調低共有 7,397 家；另一部份是公司平均投保薪

資和同縣市同業別平均落差太大，約有 1.2 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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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您對資訊內容有任何疑問，敬請來電洽詢，將有專業人員為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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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106.05.11 外勞通訊社 

彰化縣看護補充訓練 傳授照護技巧 

另有50個到宅指導名額 開放電話申請 

 

彰化縣政府勞工處今年首度規劃「外籍家庭看護工職能補充訓練」，以提升外籍

家庭看護工對長者的行住坐臥照護技巧，勞工處表示，凡工作地點在彰化縣轄內的雇

主、外籍看護工及家屬均可報名，四場實體課程將於 5 月 25 日(周四)、6 月 16 日(周

五)、7 月 7 日(周五)、7 月 13 日(周四)進行，每場開放 50 個名額，現場除安排合格

護理師現場示範外，也會視參與外勞的國籍，安排外語翻譯，幫助外勞了解。 

    因課程時間為平日白天，考量部分雇主、家屬可能不便陪同，或所在地區較偏遠

無法參加，勞工處也開放 50 個個案的到宅指導，也從即日起開放雇主申請至全部名

額用完為止。彰化縣勞工處已於網站設置專區，可下載外籍看護職能訓練報名表，到

宅指導可以電話報名：(04)837-8009 李小姐。 

    勞工處表示，這項訓練計畫以長者的生活起居照護為指導重點，例如外籍看護經

常需要搬動病患，一旦施力點錯誤，自己跟被照顧人都會受傷，透過由護理師現場示

範、指導，讓外籍看護工了解基本照護技巧，包括移位、起身、餵藥、洗澡、輔具使

用等注意事項，讓勞僱雙方都能安心。 

彰化縣今年也持續辦理四場的「外籍家庭看護工緊急救護技能提升社區巡迴」，將在

重點整理： 

彰化縣政府勞工處首度規劃「外籍家庭看護工職能補充訓練」，

提升外籍家庭看護工對長者的行住坐臥照護技巧，凡工作地點

在彰化縣轄內的雇主、外籍看護工及家屬均可報名，因課程時

間為平日白天，考量部分雇主、家屬可能不便陪同，或所在地

區較偏遠無法參加，勞工處也開放 50 個個案的到宅指導，從即

日起開放雇主申請至全部名額用完為止。 

http://labor.chcg.gov.tw/06service/service01_con.asp?data_id=17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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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6 月至 7 月間進行，目前時間、地點都已確定。第一場 6 月 23 日(周五)，在社團法

人員榮醫院；第二場 6 月 30 日(周五)在彰化縣溪湖糖廠；第三場 7 月 14 日(周五)

在彰化縣立體育館 105 教室；第四場 7 月 21 日(周五)在社團法人道周醫院，時間均

為下午 2 時至 4 時。 

      課程內容為 CPR 心肺復甦術、哈姆立克急救法及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

(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 AED) 等技術實務操作，同樣採事前報名制，

各場預計開放 50 人。報名電話：(04)711-1987 分機 13 洪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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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106.05.19 外勞通訊社 

105年外勞健檢不合格 共計3,431人 

減少1,001人 定期健檢不合格率較高 
 

疾病管制署統計，105 年辦理受聘僱外國人健康檢查，包含初入境健檢以及入境

後定期健檢，共計 74 萬 8654 人次受檢，其中不合格人數有 3,431 人，不合格項目以

「寄生蟲」為最多，共計有 2,847 人，其次為「X 光檢查」，有 497 人，「梅毒」及

「漢生病」分別有 81 人及 2 人不合格。整體而言，不合格人數占總受檢的 0.46%。 

    基於疾病平權，自 104 年 2 月 6 日起，衛生福利部已將 HIV 抗體檢查自外勞健檢

項目中刪除，因此統計資料中已無相關數據可供參考。 

    105年外勞健檢不合格人數 3,431人，較 104年減少約 1千人，比例亦減少 0.19%，

其中初入境健檢 287 人，入境後定期健檢 3,144 人。來台後健檢的不合格比率，普遍

都比入境後首次健檢來得高，相關人員分析，這與疾病的潛伏期有關，有些在外勞初

期未檢驗到，隨著來台工作時間一長，在後續的第 6 個月、第 18 個月、第 30 個月定

期檢查中才發現。 

    不合格比率最高的項目為「寄生蟲」，共計 2,847 人，佔不合格人數的 83%，初

入境健檢及定期健檢不合格人數，分別有 153 人及 2,694 人。國籍別以印尼 1,136 人

最多，其次為越南 837 人，菲律賓 560 人，泰國 314 人。 

重點整理： 

疾病管制署統計，105 年辦理受聘僱外國人健康檢查，包含初入

境健檢以及入境後定期健檢，不合格人數有 3,431 人，以「寄生

蟲」不合格項目為最多，疾管署說明，腸道寄生蟲病普遍流行

在熱帶及亞熱帶地區，大多數的腸道寄生蟲是經由口部進入人

體，呼籲平時應避免生食，飲用水應經充分煮沸，注意個人衛

生，養成飯前便後勤洗手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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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其次為「X 光檢查」，不合格共計有 497 人，包含初入境健檢 128 人及定期健檢

369 人。國籍別以印尼 266 人最多，其次為菲律賓 119 人，越南 89 人，泰國 26 人。 

   「梅毒」項目，不合格 81 人，包含初入境健檢 6 人，以及定期健檢 75 人，以印

尼 54 人最多，泰國 10 人，菲律賓、越南分別有 9 人及 7 人。除印尼有 6 件在初入境

時檢出外，其他國別都僅有在定期健檢中檢出。至於「漢生病」2 人，印尼、菲律賓

籍各有 1 人。 

    針對不合格率最高的寄生蟲項目，疾管署說明，腸道寄生蟲病普遍流行在熱帶及

亞熱帶地區，大多數的腸道寄生蟲是經由口部進入人體，如未養成良好的飲食或衛生

習慣，如生吃、生飲、飯前便後不洗手等，將提高感染風險。呼籲平時應避免生食，

飲用水應經充分煮沸，注意個人衛生，養成飯前便後勤洗手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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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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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106.05.22 外勞通訊社 

回曆齋戒月5/26日起展開 為期30天 
重建處：籲請尊重印勞信仰 給予包容 

 

     截至 106 年 4 月底止，全台印尼籍外勞人數已達 25 萬 2,341 人，佔總人數將近

四成，其中有 72%從事家庭看護工作。台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表示，2017 年齋戒月

將於 5 月 26 日起展開，為期一個月直到 6 月 25 日止，為期 30 天，這是對所有穆斯

林非常重要的節日，呼籲所有雇主尊重外勞多元宗教信仰，給予包容與鼓勵，使勞雇

關係和諧發展。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指出，為讓雇主在引進前對外勞的宗教信仰有基本認識，去年

起勞動部已要求初次聘僱的雇主參與 1 小時的聘前講習，但仍有很多勞資糾紛是因為

文化、生活習慣不同所產生。勞工局強調，尊重外勞宗教信仰，可以更穩定外勞的工

作情緒，對於勞雇雙方都有助益。 

    伊斯蘭教的宗教禮儀中，有一項非常重要的節日，就是在伊斯蘭曆 9 月份為期

30 天的齋戒月，所有穆斯林在日出之後即不能飲食，日落後才可自由吃喝。齋戒是

真主阿拉給穆斯林的一項重要生命功課，要人們去體驗飢餓的感受，同時更能惜福感

重點整理： 

台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表示，2017 年齋戒月將於 5 月 26 日起

展開，為期一個月直到 6 月 25 日止，為期 30 天，這是所有穆

斯林非常重要的節日，呼籲所有雇主尊重外勞多元宗教信仰，

給予包容與鼓勵，使勞雇關係和諧發展。外勞朋友為了生計離

鄉背井來台工作，支撐他們的往往是家庭和宗教的力量。在一

個月的齋戒期間，雖於白天禁食，但仍需繼續工作，希望雇主

給予這些穆斯林們多一些包容與關懷，使他們完成齋戒的功

修，得到精神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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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恩、戒除慾望及分享自己所有。 

台北市勞動局長賴香伶表示，轄內外勞約有 4 萬多人，其中印尼籍高達 74%，主

要信奉伊斯蘭教。外勞朋友為了生計離鄉背井來台工作，支撐他們的往往是家庭和宗

教的力量。在一個月的齋戒期間，雖於白天禁食，但仍需繼續工作，呼籲雇主基於對

不同宗教信仰的尊重，給予這些穆斯林們多一些包容與關懷，使他們完成齋戒的功修，

得到精神的慰藉。 

    此外，重建處今年與台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在開齋節當天(6 月 25 日)下午 1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於臺北行旅廣場舉辦 2017 臺北開齋節歡慶活動。新北市勞工局則

預定在印尼國慶當月，8 月 20 日於市民廣場舉行印尼文化休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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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106.05.23 外勞通訊社 

新北臨場安全衛生宣導 將安排25場 

預估參與外勞達600人 8月底前完成 
 

很多製造業外勞所從事的都是危險、辛苦的工作，容易因語言隔閡，提升職災的

風險，新北市政府勞工局今年持續辦理「外籍勞工安全衛生臨場服務計畫」，由勞檢

員搭配通譯人員進行約 1 小時的安全衛生講習，自 5 月起進行至 8 月底止，共計安排

25 場，預計受講習的外勞人數達 600 人，進一步保障外勞工作安全。 

    勞工局外勞服務科表示，近兩年職業安全衛生法規有做些許調整，因此近期已修

訂外籍勞工安全衛生「臨場服務講習」內容，有中印尼文、中泰文、中菲文、中越文

可供參考。製造業外勞雇主可上「新北勞動雲」(http://ilabor.ntpc.gov.tw)，進

入「外國人工作者」/「外籍勞工安全衛生」專區下載，可作為外勞教育訓練教材。 

    今年執行外籍勞工臨場安衛講習的對象，以轄內製造業，且過去未曾接受講習的

工廠及外勞為主，日前已通知並徵詢事業單位的意願，截至目前為止已完成 8 家。 

    雖然雇主應對從業人員實施必要的安全訓練，但中小企業常因資源有限，加上外

語人力也不一定充足，相關的職前教育未必都能落實。透過該講習計畫，由勞檢人員

搭配通譯人員，分析製造業常見的職業災害類型、各類機械設備的危害風險、有機溶

劑處理，以及進入特殊危害的工作場所時的注意事項，藉以讓外勞了解操作機械設備

時的注意事項，依規定正確使用防護具，提升危害的辨識能力。 

重點整理： 

為減少職災的風險，新北市政府勞工局今年持續辦理「外籍勞

工安全衛生臨場服務計畫」，由勞檢員搭配通譯人員進行約 1

小時的安全衛生講習，自 5 月起進行至 8 月底止，共計安排 25

場，希望透過該講習計畫，藉以讓外勞了解操作機械設備時的

注意事項，依規定正確使用防護具，提升危害的辨識能力。 

http://ilabor.ntp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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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編修的外籍勞工安全衛生「臨場服務講習」則依作業類型，分為「一般作業」、

「化學產業」、「紡織及染整產業」、「衝剪板金產業」、「橡塑膠製品產業」等五

個部分，則彙整歷年職災案例，以及設備改善前後的比較。 

 

106.05.24 外勞通訊社 

15 ％首聘雇主未完成聘前講習致退件 

未填列講習序號或未檢附親屬證明文件 
 

勞動部去年 7 月 1 日開辦「雇主聘前講習」，針對雇主首次聘僱外國人從事家庭

看護工作或家庭幫傭前應參加聘前講習，並於申請聘僱許可時應檢附證明文件；但是

近來仍有部分首次聘僱外籍看護工或家庭幫傭之雇主於申辦聘僱許可時，漏填列講習

序號或未附關係證明等文件而致退補件；勞動部提醒，家庭類雇主首次聘僱外籍勞工

前應先完成聘前講習程序並檢附應備文件，才能儘速取得聘僱許可。 

    勞動部進一步指出，目前首聘雇主約有 15％於申請外籍勞工聘僱許可時，因

尚未完成講習相關事項而致退件。其退件原因多為漏未填列講習序號、未由符合規定

關係之親屬代雇主參加講習或未填寫代參加講習切結事項及未檢附親屬關係證明文

件。這些申請文件如有缺漏情形，因需先退請雇主補件，將會影響到雇主申辦外籍勞

工聘僱許可時效。 

    勞動部表示，為便利雇主透過多元管道參加聘前講習，已提供「臨櫃講習」、

「團體講習」及「網路講習」等講習方式，講習時數為 1 小時，民眾可自行選擇參加。 

在講習對象部分，除雇主本人外，雇主如因故無法參加講習時，可由與被看護者或被

照顧者間具有相關親屬關係，且共同居住或代表雇主對外籍勞工行使管理監督地位的

親屬參加。 

重點整理： 

近來仍有部分首次聘僱外籍看護工或家庭幫傭之雇主於申辦聘

僱許可時，漏填列講習序號或未附關係證明等文件而致退補

件，民眾如欲更清楚了解聘前講習的相關資訊，可至勞動部勞

動力發展署的「雇主聘前講習資訊網」(http://etraining.wda.gov.tw)

查詢。 

http://etraining.wd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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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說明，依「雇主聘僱外國人從事家庭看護工作或家庭幫傭聘前講習實施辦

法」規定，家庭看護工之首聘雇主，可由與被看護者具有下列之一關係的親屬參加講

習：1、配偶，2、直系血親，3、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或一親等之姻親，4、祖父母與

孫媳婦或祖父母與孫女婿，5、雇主為被看護者時，受其委託處理聘僱管理事務之人。

而家庭幫傭之首聘雇主，也可由與被照顧者具有直系血親或一親等姻親關係之親屬參

加講習，雇主可多加運用。 

勞動部強調，觀看影音專區的影片不能認定為參與講習，必須進入網路講習專區，

以自然人憑證登入資料並觀看影片才算完訓。另代講習人員代替雇主參與網路講習時，

勿將代講習人員資料填至雇主欄位，請民眾代理參與講習時應多加注意。 

此外，當民眾完成網路講習後，將取得一組完訓證明序號，若遺忘該組序號，可

隨時至雇主聘前講習資訊網站的「完訓憑證查詢」專區查詢，若需將憑證印出留存，

則須備妥雇主或代講習人員的自然人憑證至查詢專區列印。 

勞動部提醒，民眾如欲更清楚了解聘前講習的相關資訊，可至勞動部勞動力發展

署的「雇主聘前講習資訊網」(http://etraining.wda.gov.tw)查詢，也可洽勞動部

勞動力發展署客服專線(電話：02-8995-6000)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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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5.24 外勞通訊社 

106 年首季 雇主違法罰鍰 1,117 件 

較去年同期成長 4 成 非法雇用居冠 
 

根據統計，106 年第一季資料，全國各地查獲雇主違反《就業服務法》件數共有

1,117 件，較去年同期成長 4 成，雇主違法行為仍以「聘僱未經許可或許可失效外勞」

最常見；勞動部重申，雇主應合法聘用外勞，不可將外籍看護工借給他人，或是帶至

營業場所工作等。 

根據資料，106 年 1 月至 3 月，全國各地查獲雇主違反就業服務法件數共 1,117

件，較去年同期 784 件、增加 333 件，另廢止聘僱 22 件較去年同期 44 件、則減少

22 件。 

勞動部說明，106 年第一季查獲雇主違法最多的，以違反就服法第 57 條第 1 款

規定，「聘僱未經許可或許可失效之外國人」遭罰鍰有件 534、較去年同期 308 件，

增加 226 件，將依就服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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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件。 

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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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件，其中指派許可以外工作較多有 158件，

重點整理： 

根據統計，106 年第一季資料，全國各地查獲雇主違反《就業

服務法》件數共有 1,117 件，勞動部說明，查獲雇主違法最多

的，以違反就服法第 57 條第 1 款規定，「聘僱未經許可或許可

失效之外國人」，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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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雇主違反就服法第 44 條「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

作」等等，勞動部重申，雇主應合法聘用外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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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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仍而未改善者，廢

止許可件數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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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件、較去年

同期 95 件、增加 63 件，處新臺幣 15 萬元至 75 萬元罰鍰，廢止許可有 5 件。 

  其餘違法行為依序是違反就服務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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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件，將處新臺幣 6 萬元至 30 萬元罰鍰；7 件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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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處新臺幣 6 萬

元至 30 萬元罰鍰。 

    還有 5 件違反就服法第 57 條第 2 款「雇主以本人名義聘僱之外國人為他人工

作」，將處以新臺幣 15 萬元至 75 萬元罰鍰；1 件違反就服法就服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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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處以新臺幣 3 萬元至 15 萬元罰鍰；至於以往常見被雇主

非法扣留或是侵占外國人之護照、居留證件或財物，則無人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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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5.24 外勞通訊社 

海外工作卡 續聘印勞不需另外換發 

於辦理勞動契約認證 系統將自動延長 
 

依照印尼政府規定，印勞赴海外工作前應申請海外工作卡，不過在台灣放寬外

勞三年期滿續聘後，因為舊卡片已超過原本的有效期限，許多印勞利用返鄉休假期

間在國外申請換發海外工作卡。駐台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說明，目前已有和印尼

做資料連線，只要申請續聘認證，海外工作證的有效期會自動延長，不用另外申請。 

    印辦處針對印尼保護局於 106 年 4 月 13 日第 B.29/KA/IV/2017 號函，發布公

告以說明印勞海外工作卡相關規定：1. 印尼保護局沒義務要求所有在台工作之印

尼勞工擁有海外工作卡，因此，並不要求勞工於海外工作時出示海外工作卡。2. 印

尼保護局責成所有在台工作之印尼勞工應註冊於勞動力計算系統(SISKOTKLN)，然

而印尼勞工完成休假返回工作崗位之工作時間，雖然沒有被記錄在 SISKOTKLN，但

只要持有效的工作簽證即可。 

相關人員說明，法令放寬外勞工作期滿續聘規定後，多數印勞實際上還是需要回國

一段時間，並利用返鄉度假期間辦理個人證件。近期印尼海外安保局受理相當多印

勞，因原本的海外工作卡已超過有效期限而申請換發新的卡片，因此印方對此提出

說明。 

重點整理： 

依印尼政府規定，印勞赴海外工作前應申請海外工作卡，因台

放寬外勞三年期滿續聘後，舊卡片已超有效期限，許多印勞利

用返鄉期間在母國申請換發海外工作卡。駐台北印尼經濟貿易

代表處說明，目前已和印尼做資料連線，只要申請續聘認證，

海外工作證的有效期會自動延長，只要保留舊卡，則不必另外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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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辦處指出，在申請期滿續聘認證勞動契約的階段，資料就會一起上傳，延長

印勞工作卡的期限，只要保留舊卡，印勞不必另外申請新卡。 

    印勞赴海外工作，須依印尼法令規範投保海外保險，做為突發事件理賠之用，

而這通常與工作證一起辦理。不過目前印方只對工作證發布公告，海外保險仍要辦

理。 

    有關海外工作卡，國內聯繫窗口為印尼駐台辦事處，電話：(02)8752-6532；

印尼保護局 Crisis Center，印尼境內撥打”Halo TKI”08001000，國外撥打+62 21 

2924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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