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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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杯子要空，才能裝水，人的心也要空，才能接納一切。 

§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楊董                                                                                                                           

                                                              

§ 用心計較般般錯，退步思量事事寬。  

§ 遊手好閒會使人心智生鏽。                                        二姐 

                                                              

§ 人總會犯錯，勇於面對，會苦一陣子；逃避退縮，會苦一輩子。 

§ 人只要不失去方向就不會失去自己。                                張姐 

                                                              

§ 每個人都是一本書，封面是父母給的不能改變所要做的就是盡力寫好裡面的內

容。 

§ 學習看淡逆境，享受當下擁有。                                    嘉文                                                               

                                                              

§ 不知道明天將會如何，不過都要把今天過到最好把握今天做出讓明天不後悔的

事。 

§ 堅持不是一個長跑，它是很多一個接一個的短跑。                    金瑛 

                                                              

§ 起步了就要繼續往往走，不怕你慢只怕你站。   

§ 美好的生命應該充滿期待 驚喜和感激。                             筱甯                                            

                                                              

§ 力量不是來自肉體的力量 而是源自於不屈不撓的意志。                                       

§ 冠軍只是當下 學習才是永遠 不斷學習才會不斷成長。               勇衡                                                              

                                                              

§ 我們不能都做偉大的事，我們可以用偉大的愛做小事。  

§ 是龍到處行雨，是蛇到處傷人。                                    宏哲 

                                                              

http://mingyan.xyzdict.com/mingyan/?id=2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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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空不會永遠是陰天，再混濁的水總有澄清的一天，事情更有解決的一天。前題

是------堅持。 

§ 人心有善福氣自來，人心有惡壞氣伴隨。                               巧

柔 

                                                                

§ 現在就替未來努力，夢想就會在明日成真。 

§ 成功的秘訣是把平凡的事做得異常的好。                              愷悌                                                                                                               

                                                                 

§ 心懷感恩知恩相報就是不忘本的人生。 

§ 聽到好話要感恩，聽到壞話要善解。。                                 琬

蒂                                      

                                                                

§ 每當想要放棄的那一刻，就想想當初為什麼堅持走到了這裡。 

§ 如果對現況總感到焦慮，唯有行動才是解決的方法。                     雅

琳 

                                                                

§ 感恩別人，相信自己，尊敬師長也尊敬大自然。 

§ 經驗是由痛苦中粹取出來的。                                         阿

河 

                                                                
§ 一堆沙子是鬆散的，可是它和水泥、石頭、水混合後，比花崗岩還堅韌。 

§ 原諒別人，就是給自己心中留下空間，以便迴旋。                    莎

莎                                                                               

                                                                
§ 與其在意別人的背棄和指責,不如發揮自己的善意和感恩。 

§ 人生是一段大冒險, 有時前進，有時暫退ㄧ步。                        妙儒 

                                                                

§ 坦然了該是讓自己笑起來輕鬆些,面對了該走的也許我們就別強留。 

§ 人生不會因為“想”而有所改變，但會因為“做”二有所不同。          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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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 人生，要適度的留白，為他人留餘地，給自己留空間。    

§ 大喜，就是時時刻刻起歡喜心。                                      瓊瑤                                               

                                                                                                        

§ 持之以恆的念力是最為困難的突破，卻也是鞭策自己往前進步的原動力。 

§ 總有糟糕的事會發生。如何反應，決定自己的品格與生活。              妍臻                                                                

§ 師長的責任只是教導，實踐的道路必須自己去走。                 

§ 努力去愛一個原本怨恨的人，是善待自己。                        佳玲 

                                                                 

§ 信任就像一張白紙，皺了，及時撫平，也恢復不了原樣！ 

§ 無論多苦多累多難，出門時都別忘了帶上你的微笑。                    葦薰                                                        

                                                                
§ 每個人生命價值，取決你是如何評價自己，創造自己給自己鼓勵。 

§ 自己能做的事，不麻煩別人；自己該做的事，不讓人操心。               治

升 

                                                                

§ 人生，要適度的留白，為他人留餘地，給自己留空間。 

§ 要用心、細心，不要操心、煩心。                                     毓

茹 

                                                                                 

 

 

 

 

 

 

 

 

☆~以上勵志小語感謝恆力各位同仁溫馨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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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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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3,804 252,997 144,439 60,669 195,698 1 

農、林、漁、牧業(船員) 11,597 7,733 1,841 19 2,004 0 

製 造 業 392,714 57,224 111,427 57,296 166,766 1 

食品及飼品 23,211 4,200 3,515 2,695 12,801 0 

飲  料 758 144 116 127 371 0 

紡  織 25,938 5,024 4,622 5,901 10,391 0 

成衣及服飾品 4,569 348 540 479 3,202 0 

皮革、毛皮及其製 品 2,286 389 117 574 1,206 0 

木竹製品 2,582 794 250 163 1,375 0 

紙漿、紙及紙製品 6,120 1,511 909 849 2,851 0 

印刷及資料儲存媒 體複製 3,755 525 397 491 2,342 0 

石油及煤製品 23 10 1 2 10 0 

化學原材料、肥料、氮化合物、塑橡膠原料及人造纖維 4,351 463 1,496 804 1,588 0 

其他化學製品 3,102 844 692 343 1,223 0 

藥品及醫用化學製品 925 197 349 34 345 0 

橡膠製品 10,274 1,601 885 2,069 5,719 0 

塑膠製品 27,261 4,738 3,422 4,531 14,570 0 

非金屬礦物製品 11,596 2,237 2,014 2,754 4,591 0 

基本金屬 18,575 4,134 2,419 6,250 5,771 1 

金屬製品 86,485 15,499 11,651 13,723 45,612 0 

電子零組件 70,934 1,318 55,706 3,964 9,946 0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 13,273 101 9,552 195 3,425 0 

電力設備及配備 7,897 1,296 1,474 1,310 3,81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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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設備 34,448 4,870 5,399 4,558 19,621 0 

汽車及其零件 12,532 2,475 2,306 2,085 5,666 0 

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 8,651 1,607 907 2,204 3,933 0 

家  具 4,336 1,101 536 457 2,242 0 

其  他 8,832 1,798 2,152 734 4,148 0 

營 建 工 程 業 5,689 1,214 33 2,817 1,625 0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其他服務業 243,804 186,826 31,138 537 25,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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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基準法修法自今年 7 月起進入第三階段，勞動部日前和各

縣市政府商議相關具體作法及勞檢原則，採「持續輔導」、「分

級檢查」策略進行。台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 7 月 4 日進行今

年第一場外勞法令宣導，超過 60 家養護機構代表參與，勞動

局表示，7 月開始仍會執行勞動檢查，違規部分也將依法開罰，

但對於 30 人以下的微型企業，如查到有違反法令的情形，將

優先輔導給予改善的機會，相關方案目前正在規劃階段。 

一例一休 七月起將採輔導、檢查並行 

30人以下企業 台北市擬優先輔導改善 
 

勞動基準法修法自今年 7 月起進入第三階段，勞動部日前和各縣市政府商議相關

具體作法及勞檢原則，採「持續輔導」、「分級檢查」策略進行。台北市勞動力重建

運用處 7 月 4 日進行今年第一場外勞法令宣導，超過 60 家養護機構代表參與，勞動局

表示，7 月開始仍會執行勞動檢查，違規部分也將依法開罰，但對於 30 人以下的微型

企業，如查到有違反法令的情形，將優先輔導給予改善的機會，相關方案目前正在規

劃階段。 

    勞基法修正內容是今年的重點課題，重建處邀請勞動局勞動基準科股長葉思延說

明相關規定。他認為，目前已經過至少半年的宣導及輔導階段，雇主這段時間如有配

合新法逐步調整，影響應該有限。 

排班首先確定起始時間 例假、休息日依序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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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例一休實施後，應如何排定班表才不違反七休一的原則？葉思延建議，雇主與

勞工協商排班，先約定排班週期，先安排「例假日」，再安排「休息日」，最後排定

「國定假日」，同時書面班表建議做不同的註記，並請勞工確認，避免日後產生爭議。

排班時，國定假日即使勞工未出勤，仍應計入正常工時，且部分工時者亦有國定假日

適用，當天如有使勞工出勤需要而需調移至其他天，必須是和其他工作日對調，否則

會有國定假日被吃掉的問題。「社會福利服務業」適用四週變形工時，排班原則為將

四週內正常工作時數，分配於其他工作日，每日分配於其他日時數不得超過 2 小時，

當日正常工時達 10 小時，延長工作時間不得超過 2 小時，即 1 天總工時以 12 小時為

上限。二週內至少應有 2 日休息，作為例假，另外四週內應排定 4 日休息日。女性除

懷孕或哺乳外，不受不得於夜間 22 時至翌日凌晨 6 時工作限制，但雇主應提供必要安

全衛生設施。 

勞工有特休優先主動權 符申請條件有告知義務 
 

葉思延表示，特休假是另一個修法重點，除新進員工滿半年即有 3 天特別休假外，

過去可由勞資協商，但現在勞工具有休假的主動權，勞工符合申請特休條件時，雇主

有主動告知的義務；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未休天數部分雇主應發給工資，雇主如認

為勞工特休權利不存在，需負舉證義務，但不包含雇主已提醒勞工申請特休而勞工仍

未休，因此雇主不可據此不發給應休未休的工資。特休的申請紀錄，則建議保存 5 年，

以免勞工離職後發生爭議。 

    勞動局已在首頁建置「新修正勞動基準法」專區，提供相關法規，以及工資清冊、

出勤紀錄、自主檢核表等範本供下載，勞動部近期也提供「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

參考範例，讓事業單位參考使用，於該局網站亦開放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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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7.04 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職安署呼籲，夏季室外作業多，且受氣候炎熱，人員容易疲累、

流汗等影響，若工地安全設施又不完善，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機

率將提高，為有效防止災害，提醒事業單位雇主、現場主管、

監工應督促勞工確實依安全作業程序（SOP）進行作業，並落

實施工安全衛生管理，避免職業災害的發生。 

營造業職災類型 以墜落、感電最多 

7月為高峰期 職安署籲落實安全管理 
 

依據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歷年重大職業災害統計，臺灣於每年夏季 6 月至 8

月份，是營造業職業災害最易發生的季節，其中 7 月又較全年每月平均高約 34%，災

害類型以「墜落」最高，「感電」次之，為營造業職災高峰期。 

職安署呼籲，夏季室外作業多，且受氣候炎熱，人員容易疲累、流汗等影響，若

工地安全設施又不完善，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機率將提高，為有效防止災害，提醒事業

單位雇主、現場主管、監工應督促勞工確實依安全作業程序（SOP）進行作業，並落

實施工安全衛生管理，避免職業災害的發生。 

職安署呼籲從事中小型工程及建築新建工程的施工廠商，勿因「施工時間短暫」

或「以前這樣做安全都沒問題」而心存僥倖，忽略勞工生命安全。另為防止前述災害，

將於夏季職災高峰期加強營造工地安全衛生檢查及訪視輔導，督促事業單位落實施工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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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近年營造業職災案例，「墜落」職業災害案件發生以開口、屋頂及施工架等

媒介物最多，主要原因為勞工從事高處作業，雇主未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或使勞

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等防墜設備因而罹災。「感電」職業災害案件發生則以輸

配電路線為主，主要媒介係營造工地之電動機具、臨時用電設備或輸配電線路因未設

置防漏電設施或未有防護等。 

職安署重申，雇主指派勞工從事高處作業，應事先設置防墜設備，電氣作業應確

認將主電源關閉，使用的電動機具應確認無漏電之虞，以避免感電。尤其在夏季高溫

期間更應注意作業勞工身體狀況，並給予必要之休息與飲用水之補充，以防止職業災

害的發生。                                           106.07.04 外勞通訊社 

一例一休調查報告 4成5民眾認薪水減少 

企業人資長指出勤記錄僵化致勞資對立 
 

勞基法一例一休 7 月進入檢查期，《今周刊》與 1111 人力銀行於 5 日舉辦調查

記者會，針對 1 千多名的上班族做問卷，同時也與國內 17 家市值超過千億的知名企

業人資長做問卷，其中 45%民眾認為一例一休減少薪水收入，58%擔憂削弱台灣競爭

力；至於台灣員工超過 5 千人以上的 17 家知名大企業人資長則表示，一例一休的出

勤記錄規定過於僵化，導致勞資關係更對立。 

    出席記者會的台大國發所副教授辛炳隆指出，工時規範很難一體適用，若要修法，

應給企業更大工時彈性，並提高勞動者福祉，他建議，把加班工時上限從每月 46 小

時增加到 54 小時，每季總加班總工時仍以每月 46 小時為基準，上限定為 138 小時，

修法將正常工時兩週 84 小時變成每週 40 小時所多出來的 8 小時，移到加班工時，勞

動者工時上限不會增加，但可增加加班收入。 

重點整理： 

台大國發所副教授辛炳隆指出，工時規範很難一體適用，若要

修法，應給企業更大工時彈性，並提高勞動者福祉，他建議，

把加班工時上限從每月 46 小時增加到 54 小時，每季總加班總

工時仍以每月 46 小時為基準，上限定為 138 小時，修法將正常

工時兩週 84 小時變成每週 40 小時所多出來的 8 小時，移到加

班工時，勞動者工時上限不會增加，但可增加加班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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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今周刊》社長梁永煌表示，「一例一休」政策原是希望降低勞工年總工時，落

實週休二日、減少勞工超時過勞的悲劇，但如今卻造成民怨高漲。調查報告直指，不

僅有 78%上班族認為此法讓勞資雙方更為對立緊張，在全國 17 家市值超過千億的知

名企業人資長們的調查，更是立場完全一致，認為一例一休是新創產業絆腳石，未來

台灣競爭力堪慮。梁永煌認為，這數字相當具有參考價值，攸關國家未來競爭力，勢

必盡速修法以改善目前窘境。 

    1111 人力銀行副總經理李大華指出，台灣產業逐朝向多元化發展，勞基法相關

規範難以一體適用於全產業，建議政府現階段能持續放寬磨合期，並針對各產業的各

別需求予以詳細說明輔導，以降低企業及勞工的磨合成本，才能達到勞資和諧的理想

境界。 

   《今周刊》主編謝富旭則說明，此次【上班族與人資長的調查報告】顯示民眾對

新法毫無信心，許多上進員工更限於死板的勞基法規竟變成老闆頭痛員工。例如自告

奮勇照顧急症的好心看護員被罰 4 萬，利用週末熟悉新業務的課長被罰 2 萬。面對綁

手綁腳的勞動法令，勞資竟然得面對檢查員的處處地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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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7.05 外勞通訊社 

局限空間作業防災精進措施 即日啟動 

電子業與染整業等作業期程應事先通報 
 

為加強督促事業單位落實局限空間作業安全衛生設施及管理，勞動部職安署即日

起啟動局限空間作業防災精進措施，要求從事建築工程、電子業、肥料製造業、食品

加工業、染整業、石化工業等事業單位，應事先通報作業期程，以利掌握局限空間作

業動態，避免中毒及缺氧職災。 

    職安署長鄒子廉表示，由於局限空間無法以自然通風來維持清淨空間，作業場所

如未採取通風、換氣及有害氣體濃度測定等安全作業程序，當發生缺氧或中毒災害時，

搶救人員於未使用安全防護設備之狀況下，貿然進入搶救，將導致工作者及搶救人員

同時傷亡的重大職災。 

    職安署說明，為確實要求雇主採取危害預防之必要設備及措施，提升勞工防災意

識，已發函要求各勞動檢查機構，除原已執行之勞動檢查任務外，並啟動防災精進措

重點整理： 

勞動部職安署即日起啟動局限空間作業防災精進措施,從事建築

工程、電子業等事業單位，應事先通報作業期程，以利掌握局

限空間作業動態，避免中毒及缺氧職災。因為局限空間無法以

自然通風來維持清淨空間，當發生缺氧或中毒災害時，搶救人

員於未使用安全防護設備之狀況下，貿然進入搶救，將導致工

作者及搶救人員同時傷亡的重大職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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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職安署進一步說明，針對從事下水道作業、管道工程或建築工程、電子業、肥料

製造業、食品加工業、溫泉業、水電燃氣業、染整業、石化工業等事業單位，要求應

事先通報局限空間作業期程，以利掌握局限空間作業動態，強化監督檢查成效；同時

會商廢水處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針對具污水槽或局限空間作業之事業單位全面列

管。 

    職安署說，將建立局限空間作業通報及勞動檢查作業流程，齊一檢查作業標準，

將局限空間作業列為勞動檢查機構重點檢查項目，於廠場或工地執行檢查時，一併督

導業者全面清查局限空間作業，及採取必要之危害預防措施，擴大監督檢查層面；另

將透過推動中之「工業區職業安全衛生促進計畫」、「中小企業工作環境輔導改善計

畫」、「締結安全伙伴計畫」等輔導資源與合作機制，加強辦理局限空間作業危害預

防宣導及輔導。 

    職安署指出，局限空間作業常因臨時性、短暫性及移動性等特性，雇主容易輕忽

災害風險而釀災，加上局限空間作業往往因出入口受限，增加搶救困難，導致災害後

果加重，因此，職安署呼籲雇主，對於各局限空間場所應先辨識可能危害、擬訂危害

防止計畫，在入口處公告注意事項，於從事作業前應先實施通風換氣、測定氧氣及危

害物質濃度，並管制進入勞工及置備必要救援器材，避免勞工發生職業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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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7.10外勞通訊社 

雇主家中設置監視器 應顧及外勞隱私 

與病患同一起居空間 建議做出區隔 

 

日前有雇主在臉書社團中公布家中監視器畫面，卻引發侵犯隱私的批評。台北市

勞動力重建運用處說明，雇主設置監視器需同時顧及外勞隱私，只有在開放區域才能

裝設監視器，另外很多雇主因家中空間有限，無法提供外勞獨立房間，則建議採裝設

門簾方式，區隔工作與外勞休息區域，監視器只能朝被看護人的方向拍攝，外勞休息

時間為其隱私時間。 

為了在外也能隨時掌握被照顧人以及外勞工作的狀況，雇主在家中裝設監視器的

情況並不算少見，但也因此引發侵犯外勞隱私的爭議。重建處說明，例如客廳、餐廳

等公共區域，雇主裝設監視器較無爭議，但浴室、廁所等均為隱私場域，不可裝設監

視器。 

許多聘僱家庭看護工的雇主因家中空間有限，無法提供外勞獨立房間，而和被照

重點整理： 

台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說明，雇主設置監視器需同時顧及外

勞隱私，只有在開放區域才能裝設監視器，另外很多雇主因家

中空間有限，無法提供外勞獨立房間，則建議採裝設門簾方

式，區隔工作與外勞休息區域，監視器只能朝被看護人的方向

拍攝，外勞休息時間為其隱私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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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人共同生活時，重建處指出，雇主雖然可以在被看護人臥室裝設監視器，但仍須保

障外勞休息時間隱私，因此拍攝的角度只能對向病患的床鋪，建議採用拉門的方式，

將外勞工作與休息的區域區隔。 

外國人入國或轉換雇主，依規定雇主須至當地勞工局處辦理入國通報或接續聘僱

通報，並在 3 個月內實施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訪視，一般監視器設置位置也是檢視的

重點項目之一。 

有提供外勞宿舍的事業單位，如基於控管進出的原因設有監控設備，監視器設置

地點以宿舍大門外部空間為限；如基於管理考量必須在宿舍內部架設，也只能架設在

大廳、走廊等公共空間。過去曾發生女性外勞洗澡後僅著內衣褲在公開休息區的案例，

地方政府則建議，雇主應充分揭露監視器設置地點與拍攝範圍，並讓外勞簽署書面文

件佐證，減少後續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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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7.10 外勞通訊社 

新北勞僱安心計畫 今年服務180人次 

移動、翻身等日常照護 指導頻率最高 

為提升家庭看護工的照護技巧，減少因外勞專業能力欠缺產生的勞資糾紛，新北

市政府勞工局今年首度辦理「外籍家庭看護工勞僱安心支援服務計畫」，經過個案評

估後，將指派專業的本國籍照顧指導員，搭配外語通譯人員現場指導外勞正確的照護

技巧，截至目前為止，已服務近 30 人次。 

    勞工局表示，該計畫預計年底前服務 180 人次，每次指導時間約 4 小時，凡新北

市轄內的家庭看護工雇主均可申請，之後會由承辦單位評估個案情況，了解外勞哪些

工作技能需要加強，提醒符合資格的雇主把握機會。 

    截至 5 月底止，新北市外勞人數已達 9 萬 1 千多人，其中家庭看護工有 3 萬 6,523

人。承辦該計畫的廣恩老人養護中心表示，指導項目包括移動照護、飲食照護、排泄

照護、潔身照護等項目，外勞如移動病患的姿勢不正確，包括自己及被照顧人都容易

受傷，因此正確的移動、翻身動作，以及日常照護的拍背、沐浴等，都是目前最常見

的指導項目。 

    這項計畫不分外籍看護工國籍均可申請，不過因東南亞通譯人力有限，廣恩受理

重點整理： 

提升家庭看護工的照護技巧，減少因外勞專業能力欠缺產生的

勞資糾紛，新北市政府勞工局今年首度辦理「外籍家庭看護工

勞僱安心支援服務計畫」，指導項目包括移動照護、飲食照護、

排泄照護、潔身照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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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申請後，如無法找到適合的通譯人員提供協助，會請案家聯繫委託的仲介公司，協調

在當天指派雙語人員翻譯，或可等待其他通譯人員到宅指導。 

    新北市「外籍家庭看護工勞僱安心支援服務計畫」，雇主申請可電洽：

(02)8285-4356、8285-2096 施怡如、丁慈杏。 

    「外國人從事家庭看護工作補充訓練辦法」6 月 3 日公布，訓練方式可分為「集

中式」或是「到宅訓練」兩類，外籍看護工可由雇主自費替外勞申請補充訓練，不過

新北市所提計畫則是提供雇主免費使用。據了解，台中市政府勞工局近期也已訂出相

關辦法，在下半年提供雇主申請，家庭看護工比例最高的台北市也有意推出類似的計

畫，但詳細的方案目前還不明確。   

106.07.13 外勞通訊社 

勞動部放寬孕婦診所安胎可申請勞保給付 

溯及既往 5年內個案都可提出申請 
 

勞工住院第 4 天起可領勞保傷病給付，但有孕婦於婦科診所住院安胎數十天，卻

因住診所非醫院，無法申請給付，提起訴願，勞動部檢討後放寬懷孕婦女因安胎在婦

產科診所住院診療者，也可請領傷病給付，並溯及既往在診所安胎個案若在 5 年請求

權期限內都可適用新規定。 

    勞動部 106 年 6 月 14 日函釋，放寬勞保被保險人因安胎在婦產科診所住院診療

者，得依《勞工保險條例》規定請領傷病給付。 

    據悉，此案源自去年 8 月某懷孕婦女於婦科診所安胎 55 天，事後向勞保局申請

勞保傷病給付，被勞保局以診所非醫院駁回，當事人不服向勞動部提請爭議審議，決

議撤銷原處分，要求勞保局另為處分。勞保局函請勞動部解釋於婦科診所安胎可否視

為住院。勞保普通傷病給付主要目的，是要補償勞工在住院醫療期間因無法從事工作

所致經濟損失。依法在醫院住院第 4 天起，可依投保薪資領取 50％日薪。 

重點整理： 

      勞工住院第 4 天起可領勞保傷病給付，但有孕婦於婦科診所住

院安胎數十天，卻因住診所非醫院，無法申請給付，提起訴願，

勞動部檢討後放寬懷孕婦女因安胎在婦產科診所住院診療

者，也可請領傷病給付，並溯及既往在診所安胎個案若在 5 年

請求權期限內都可適用新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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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部勞動保險司長石發基表示，考量孕婦因安胎需求，有時候在婦產科診所留

置、安胎；加上依《醫療法》第 12 條規定，婦產科診所可以依醫療業務需要設置 10

張以下產科病床，依其照顧孕婦或是分娩產婦等醫療業務需求，留置住院進行必要之

照護，有關婦產科診所安胎住院醫療行為適法性並無疑義。 

    石發基說明，經過討論評估後認為可以提供懷孕婦女合理生育風險保障，因此放

寬孕婦若因安胎需求在婦產科診所安胎住院診療，可比照勞保普通事故傷病給付相關

規定，住院第 4 天起可請領傷病給付。因勞保請求權追溯期為 5 年，5 年內若曾發生

相同情事未曾申請過給付者，或曾申請遭拒絕、仍在行政救濟或訴訟階段者，都可提

出申請。                                             106.07.14 外勞通訊社 

中小企業工作環境輔導改善 勞動部推動 

墜落、感電等設施改善 補助最高20萬元 
 

為保障中小企業勞工的安全衛生，協助雇主做好廠場安全衛生，勞動部於 106 年

與 19 縣市地方政府聯手推動「中小企業工作環境輔導改善計畫」，提供 100 人以下

事業單位免費臨場訪視輔導、宣導，同時提供每家企業最高額度 20 萬元的設施改善

經費補助，提高雇主改善工作環境之意願；該計畫 105 年有 137 家申請補助，補助金

額共 850 萬元，平均每家獲補助金額約 6 萬元。 

    勞動部職安署說明，考量職業安全衛生法已擴大適用至各業之工作者，並於 104

年 1 月 1 日全面施行，為有效協助中小企業改善工作環境，保護所有工作者之安全與

健康，職安署爰整併前開「勞工安全衛生在地扎根計畫」，自 105 年起擴大補助各直

轄市及縣市政府參與推動「中小企業工作環境輔導改善計畫」，除金門、馬祖外 19

重點整理： 

為保障中小企業勞工的安全衛生，協助雇主做好廠場安全衛

生，勞動部於 106 年與 19 縣市地方政府聯手推動「中小企業工

作環境輔導改善計畫」，提供 100 人以下事業單位免費臨場訪視

輔導、宣導，同時提供每家企業最高額度 20 萬元的設施改善經

費補助，提高雇主改善工作環境之意願；該計畫 105 年有 137

家申請補助，補助金額共 850 萬元，平均每家獲補助金額約 6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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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都有參加，該計畫經費由就業保險基金支出，106 年設施改善經費補助額度有

1,000 萬元。 

    職安署表示，我國中小企業占總事業單位家數 98%，但受限於財力、物力及專業

人才短缺等因素，安全衛生知識與防護設施較薄弱，為協助提升安全衛生管理，106

年補助各地方政府僱用安全衛生專責人力 31 人，並透過業界招募在地安全衛生義工

組成專業輔導員共 350 人，至中小企業廠場實施臨場訪視輔導及辦理宣導、觀摩會等

活動，去年共輔導 1 萬 2,400 場次，受惠勞工有 60 萬人，截至目前，今年輔導場次

已辦理 6,650 場次、受惠勞工 30 萬人。 

    職安署指出，針對墜落、感電、切割夾捲、衝撞、火災爆炸、缺氧中毒等常見危

害，提供每家事業單位最高申請額度 20 萬元的設施改善經費補助，提高雇主改善工

作環境之意願，去年有 137 家申請核可，其中 6 成 5 是 30 人以下企業，共補助 850

萬元，每家約補助 6.2 萬元。 

    職安署說，申請的設施改善項目前 3 名分別為防墜落的護欄設施、防穿刺的安全

鞋、防感電爆炸的配電箱及安全開關。 

    職安署指出，目前透過與地方政府合作，已邀請具完善安全衛生制度，且願意投

入工安公益的業者擔任核心企業，籌組％「安全衛生家族」，目前已有 27 個大廠共

帶領 632 個小廠，以大廠帶小廠方式協助並帶動其他中小企業改善安全衛生，例如東

和鋼鐵、森霸電力、臺灣菸酒公司即分別與桃園市政府、臺南市政府、嘉義縣政府合

作籌組安全衛生家族，帶領家族成員進行經營者座談、廠場觀摩學習、災害事故案例

檢討與分享等活動。 

    職安署強調，勞工是雇主最重要資產，確保安全健康的勞動力，才能提升企業競

爭力，中小企業有意願可向各地方政府勞政主管機關或職安署窗口洽詢（02-89956666

轉 8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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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7.18 外勞通訊社 

截至6月底 外勞在台總數破65萬人 

即日起 五國語言勞動權益資訊網上線 
 

截至 106 年 6 月底，外勞在台總數有 65 萬 3, 804 人，目前在台工作的外籍勞工

以印尼、越南、泰國及菲律賓等 4 個國家為主，為使雇主、在台工作的外籍勞工、私

立就業服務機構與一般民眾更便於瞭解外籍勞工聘僱業務、權益維護及相關法令規定

等資訊，勞動部建置具有 5 國語言(中文、英文、印尼文、越南文及泰文)「跨國勞動

力權益維護資訊網站(網址：https://fw.wda.gov.tw/)」，即日起上線。 

    根據最新統計資料，106 年 6 月底外勞總計 65 萬 3,804 人，產業外勞有 41 萬人，

其中 3K 行業專案人數最多有 29 萬 2,134 人；社福外勞有 24 萬 3,804 人，其中以家

庭看護工人數居冠有 22 萬 7,284 人。 

    根據資料，印勞在台人數居冠已達 25 萬 2,997 人，以從事家庭看護工 18 萬 2,940

人最多，其次是從事 3K 行業專案有 4 萬 5,9 03 人；越勞 19 萬 5,698 人，以從事 3K

行業 12 萬 7,725 人最多、至於從事家庭看護工僅有 1 萬 4,567 人；菲勞 14 萬 4,439

重點整理： 

勞動部指出，為使不同國籍的外籍勞工及一般民眾能即時獲悉

相關聘僱業務、權益維護與法令等資訊，建置了具有 5 國語言

之「跨國勞動力權益維護資訊網站」，針對不同國籍外勞使用，

於該網站首頁即可依照國旗圖示快速進入不同語言別之網頁。

該網站包含各項法令政策、宣導品及諮詢申訴管道資訊，各地

方政府辦理之外籍勞工相關活動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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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從事 3K 行業 7 萬 1,808 人居多、從事家庭看護工僅剩 2 萬 9,290 人；泰勞 6

萬 669 人，以從事 3K 行業 4 萬 6,698 人居多，從事營造包含政府重大工程與重大投

資營造業僅有 2, 808 人；其他國籍剩 1 人從事陶瓷等六行業。 

    勞動部指出，為使不同國籍的外籍勞工及一般民眾能即時獲悉相關聘僱業務、權

益維護與法令等資訊，勞動部建置具有 5 國語言之「跨國勞動力權益維護資訊網站」，

針對印尼、越南、泰國及菲律賓等不同國籍外勞使用，於該網站首頁即可依照國旗圖

示快速進入不同語言別之網頁，且因應資訊科技應用多元化，網頁採響應式設計，以

便利使用者運用行動載具瀏覽資訊。 

    勞動部說明，該網站除包含各項法令政策、宣導品及諮詢申訴管道資訊，並建置

地方政府專區，彙整各地方政府辦理之外籍勞工相關活動訊息，使用者可依照活動日

期、類別及發布單位等條件，快速搜尋有興趣參與之活動。 

    針對雇主亦可透過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專區，查詢自己所選擇機構的歷年評鑑成績

及是否曾有因違規被處分的情形，以保障自身權益，同時網站更整合「雇主聘前講習

資訊網站」，提供初次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或幫傭的雇主所需的聘前講習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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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7.18 外勞通訊社 

定期查核10周年 累計查核70萬家次 
5月製造業定期查核 924家外勞超標 

 

為避免製造業雇主超額使用外勞，保障本勞就業權益，截至 106 年 5 月止，勞動

部已經針對聘用外勞廠商實施 37 次定期查核，該制度實施 10 年來，累計已查核 70

萬家次；根據勞動部 106年 5月定期查核資料，有 3萬 4,018家製造業雇主接受查核，

這次查核結果有 924 家雇主聘僱外勞人數超過所核配比例，違法比率為 2.72％。 

    為保障本國勞工權益，並避免雇主超額聘用外勞，勞動部依規定於每年 2 月、5

月、8 月、11 月，每 3 個月定期查核製造業雇主聘僱外勞人數及比例。 

    製造業定期查核制度自 97 年 5 月首次實施，期間陸續公告擴大查核對象，至 106

重點整理： 

為保障本國勞工權益，避免雇主超額聘用外勞，勞動部依規定

於每年 2 月、5 月、8 月、11 月，每 3 個月定期查核製造業雇主

聘僱外勞人數及比例。針對定期查核未符合規定的事業單位，

將發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協助辦理求才登記，以及專案媒

合推介本國勞工，當雇主所僱本勞減少以致外勞人數超標，可

透過增聘本勞，或是減少外勞人數的方式，讓比例符合規定。

如屆期未改善之雇主將被廢止超額之外籍勞工聘僱許可，並管

控配額外，還需面臨就業服務法核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

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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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 月止，已實施 10 周年、定期查核共 37 次，累計已查核 70 萬 1,229 家次，逾規

定之雇主累計 2 萬 546 家次，約占查核總家次 2.93％，因為外勞超額被廢止許可廠

商累計有 2,685 家、廢止許可人數有 4,176 人。 

    根據 106 年 5 月份統計，共查核 3 萬 4,018 家雇主，其中 924 家雇主聘僱外勞人

數超過規定比例，占查核總家數的 2.72％，已發函通知限期改善。另外 94 家雇主經

要求限期改善，但複查後仍未符合規定，將廢止其招募許可與聘僱許可，而廢止許可

外勞人數有 185 人；6 個月前查核已完成改善比率達 8 成 9。 

    勞動部說明，針對定期查核未符合規定的事業單位，將發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協助辦理求才登記，以及專案媒合推介本國勞工，當雇主所僱本勞減少以致外勞人數

超標，可透過增聘本勞，或是減少外勞人數的方式，讓比例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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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部進一步說明，被通知改善的雇主必須在規定期限增聘本國勞工或是減少外

籍勞工，以符合規定；如屆期未改善之雇主將被廢止超額之外籍勞工聘僱許可，並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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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販運查緝累計千餘件 4成勞力剝削 

鑑定為加害者 處7年有期徒刑併科500萬罰金 
 

台灣致力於防止人口販運，已連續 8 年被美國國務院列為狀況最佳的第 1 級，根

據統計，自 96 年起累計至 105 年 5 月底，司法警察機關查緝人口販運案件共 1,399

件，其中勞力剝削占 4 成 4 有 612 件、性剝削占 5 成 6 有 787 件。 

    移民署每年辦理防制人口販運宣導活動，106 年 7 月起宣導主題為「打擊人口販

運  全民一起努力」，利用台鐵及公車等交通工具，選擇在國人及外籍移工容易看

到、運輸量較頻繁的區域或路線的重要交通樞紐及桃園機場進行宣導，一旦發現疑似

人口販運案件時或自覺遭受強迫勞動，民眾可立即撥打專線通報（內政部警政署 110、

勞動部勞工申訴 1955、內政部移民署 02-23883095）有關機關，讓被害人或自己及時

獲得救援。 

    移民署更在 7 月 25 日、26 日連 2 天舉辦之「2017 年防制人口販運國際工作坊」，

規劃分組討論「加重人口販運查緝偵審力量」、「家事勞動者保障制度策略」及「避

重點整理： 

台灣致力於防止人口販運，已連續 8 年被美國國務院列為狀況

最佳的第 1 級，依《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33 條規定，意圖營利，

招募、運送、交付、收受、藏匿、隱避、媒介、容留未滿 18 歲

之人，使之從事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者，將處 7 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 500 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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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漁工剝削之查緝成效及預防作為」等議題，藉由邀集國外內專家學者、官方人員及

民間團體齊聚一堂，集思廣益，精進我國的人口販運防制工作。 

    依《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33 條規定，意圖營利，招募、運送、交付、收受、藏

匿、隱避、媒介、容留未滿 18 歲之人，使之從事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者，將

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 500 萬元以下罰金。 

    根據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統計，歷年來各司法警察機關查緝人口販運案件平均

每年約 100 多件，依序 96 年有 197 件、97 年 99 件、98 年 86 件、99 年有 123 件、100

年 126 件、101 年有 148 件、102 年 166 件、103 年 138 件、104 年 141 件、105 年 134

件，106 年 5 月則有 39 件。 

    警政署查緝件數最多為 937 件、移民署查緝 268 件居次、依序為法務部調查局

110 件及海巡署 84 件。 

    「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15 條規定，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及其分

支機構申請籌設許可、設立許可或重新申請設立許可，其中第五款指出，機構負責人、

經理人、董（理）事或代表人曾犯人口販運防制法所定人口販運罪，經檢察機關起訴

或法院判決有罪者，主管機關應不予許可。 

    因此雇主或仲介如被鑑定為人口販運加害者，將面臨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台幣 500 萬元罰金，同時仲介公司因該法被起訴，若又遇上仲介許可證期

限屆滿要換證時，勞動部依上述規定，將不予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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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7.26 外勞通訊社 

新北醫療院所專案勞檢 10 家均有違規特休採曆年、  

實施「負時數」 將違反加班費或特休 
 

日前時代力量立委洪慈庸邀集醫勞盟召開記者會，批評亞東醫院濫用「負時數」

制度，變相吃掉勞工的加班費、特休假等法定權益。新北市勞動檢查處公布醫療院

所專案檢查結果，在抽查的 10 家醫院中，初步發現每家均有違規情形，以亞東醫

院、中英醫院各有 4 項違規項目最多，其中加班費未依法計給有 9 家，未依法計給

特別休假有 4 家，其他如違法扣薪、超時工作、未依法計給國定假日等各有 2 家。

此外，此次抽檢人數也是歷來之最，以亞東醫院為例，即抽檢約 400 名勞工資料，

並對 18 名勞工進行訪談。 

    勞檢處表示，此次擴大比對出勤資料，沿用「負時數」的醫院，通常會有未依

法給付加班費或特休的問題，違法事實一經確認，將依醫院經營規模、違規情形、

受僱勞工人數及違規次數決定裁罰金額。而遭立委點名的亞東醫院，初估將裁罰

100 萬元，整體裁罰金額則為 308 萬元，後續複查若仍有違法，未改善者將連續處

重點整理： 

勞檢處進一步說明，出勤時數短差，若非可歸責於勞工的原因，

勞工並無補服勞務的義務，雇主若因此主張勞工欠工時而扣發

勞工工資，即涉嫌違反勞基法第 22 條第 2 項規定；若使勞工另

行以加班時數或特休時數抵扣，致未依法給付加班費或特休

者，即涉嫌違反勞基法第 24 條及第 38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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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勞檢處長胡華泰指出，這次檢查發現濫用負時數抵銷積休或特休至少有 3 種運

作型態，亞東醫院、衛福部雙和醫院均有經常性排定勞工當日出勤 8 小時，再以當

日門診僅有 4 小時或醫師提早下診、停診為由，以勞工已累積的加班時數或特休時

數抵扣剩餘未出勤時數。中英醫院則有排定勞工上班 4 小時，再以勞工該班工時未

達 8 小時為由，以加班或特休時數抵扣。新北聯合醫院、汐止國泰醫院亦有以勞工

當月排定工時未達應出勤時數為由抵扣，以這 5 家濫用負時數較為明確。 

    胡華泰認為，造成負時數的經營風險本應由醫院承擔，醫院排班時已知悉排定

工時不足應勤時數，仍要求以勞工先前所累積的加班時數或特休時數抵扣，等於是

要求勞工常態負擔雇主的經營風險，已分別違反勞基法第 24 條、第 38 條規定。 

    勞檢處進一步說明，出勤時數短差，若非可歸責於勞工的原因，勞工並無補服

勞務的義務，雇主若因此主張勞工欠工時而扣發勞工工資，即涉嫌違反勞基法第

22 條第 2 項規定；若使勞工另行以加班時數或特休時數抵扣，致未依法給付加班

費或特休者，即涉嫌違反勞基法第 24 條及第 38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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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7.26 外勞通訊社 

電子零組件、養護機構等 適用先輔導再勞檢 

輔導後一個月改善期 再進行勞動檢查 
 

勞動部指出，7 月起勞基法一例一休檢查採取「先輔導再勞檢」，首波適用「先

輔導再勞檢」的勞動派遣、養護機構等 8 個專案檢查行業、共 630 家企業，將給予

一個月改善期，一個月後將正式勞動檢查，同時為了避免進廠輔導後企業不認帳，

負責勞檢的職業安全署特別針對四種態樣如企業拒絕擬訂輔導 SOP 處理原則，確保

勞檢員已盡到輔導責任。 

    勞動部 106 年規劃 15 項共 1,400 家專案勞動檢查，7 月時還剩下 8 項專案勞檢

行業、630 家企業未執行，包括「養護機構勞檢（60 家）」、「航空及鐵道運輸業

勞檢（10 家）」、「國道客運駕駛員工工時專案檢查（30 家）」、「電子零組件

製造業勞檢（150 至 250 人普查）（200 家）」、「私立幼兒園勞檢（100 家）」、

「漁船勞工勞檢（30 家）」、「勞動派遣專案檢查（100 家）」及「金融保險業勞

檢（100 家）」，將是首波適用「先輔導再勞檢」的行業。 

    為了避免「不教而殺」，勞動部 7月起一例一休勞檢執行計畫，採「先輔導再

重點整理： 

為了避免「不教而殺」，勞動部 7 月起一例一休勞檢執行計畫，

採「先輔導再檢查」，目前勞動部針對上述 8 行業進行輔導，

輔導後給予一個月改善期，再進行勞檢，由於這些企業都已經

過輔導程序，若勞檢發現違規，將不再有改善時間，立即開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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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查」，目前勞動部針對上述 8 行業進行輔導，輔導後給予一個月改善期，再進行

勞檢，由於這些企業都已經過輔導程序，若勞檢發現違規，將不再有改善時間，立

即開罰。 

  勞動部表示，第一階段完成「專案檢查」勞檢後，年底進入第二類「分級檢查」

輔導及檢查，將鎖定對象為近 3 年高工時、高違規行業，家數也將擴大為 5 千家，

同樣由勞檢員逐一進廠輔導，一個月後勞檢。 

    為確保勞檢員進廠輔導達到輔導告知責任，勞動部職安署針對四種企業樣態訂

出 SOP，一、企業完全拒絕勞檢員進廠，則勞檢員當場留置自主管理檢視表供企業

參考，事後再發公文提醒；二、企業態度和緩，但拒提供任何公司清冊或員工出勤

紀錄等資料，則勞檢員口頭告知勞基法相關規定，並留下自主管理檢視表供參。 

    第三種是資料只給部分，勞檢員針對其他未提供資料提出改善建議；第四種最

合作的企業願意開誠佈公提供資料與勞檢員討論。 

 職安署表示，勞檢目的不在開罰，而是協助企業達到勞基法法令規定，過去很多

企業反映勞基法太複雜，不容易懂，因此這次才採先輔導再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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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7.27 外勞通訊社 

工廠、營造印勞 8 月暫停核發識別號 

約影響 2至 3 個月 急單恐有轉移效應 
 

為減輕印勞經濟負擔，印尼海外勞工安置保護局 7 月 20 日邀集部分印尼仲介開

會討論費用問題，據了解，近日印尼仲介方面已接到訊息，印方將從 8 月 1 日起暫停

核發工廠工及營造工識別證號，但目前還無法得知恢復申請的時間，國內仲介預估可

能將影響 2 至 3 個月，待印方訂出更周延的規範，降低印勞海外工作費用後才會恢復

申請，7 月 31 日前已取得識別號的印勞則不受影響。 

    印勞在台從事業別以家庭看護工居多，但因在正式部門(formal sector)的各項

勞動條件及保障都比較完善，只要適用勞基法的事業單位，無論本、外勞均受相同保

障，近年印尼政府也較鼓勵工人進入這些業別。根據勞動部 106 年 6 月底的數據，近

1 年印勞從事製造業工作人數，由 49,967 人增加到 57,224 人。製造業外勞總人數 39

萬 2,714 人，越南籍 16 萬 6,766 人最多，其次為菲律賓籍 11 萬 1,427 人。印尼、泰

重點整理： 

印尼海外勞工安置保護局 7 月 20 日邀集部分印尼仲介開會討

論費用問題，近日印尼仲介方面已接到訊息，印方將從 8 月 1

日起暫停核發工廠工及營造工識別證號，但目前還無法得知恢

復申請的時間，國內仲介預估可能將影響 2 至 3 個月，待印方

訂出更周延的規範，降低印勞海外工作費用後才會恢復申請，

7 月 31 日前已取得識別號的印勞則不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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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人數相當，都在 5 萬 7 千人左右。 

    國內業者分析，受到暫停核發識別證的影響，近期雇主如有較急迫的人力需求，

可能會改引進越南或泰國籍，電子廠則可能改引進菲勞，其他尚未取得識別證號者，

必須等印尼政府重新開放申請才能引進。 

    仲介業者也憂心，即使印勞在製造業所佔的比重不算很高，也有其他國家可以填

補缺口，但很多有意赴來台從事家庭看護工的勞工，有可能因這樣政策的不確定性，

轉往香港或其他國家工作。此外，工廠無法提供足夠加班機會與加班費，讓印勞與原

先期待產生落差，向政府申訴，直接或間接使得印尼政府關注工人出國費用的問題。 

    印尼海保局長瓦希德 7 月 20 日與經營台灣、馬來西亞輸出業務的印尼仲介開會

討論費用問題。印尼官員在會中強調，印勞不應負擔不合理的費用，讓費用盡可能降

低，是非常明確的政策目標。國際大廠要求其合作廠商符合 EICC 規範，以及非正式

部門(informal sector)工人勞工到馬來西亞工作，係由其雇主支付費用，都是未來

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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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7.27 外勞通訊社 

勞動部函釋休息日出勤遇天災處理原則 

休息日同意加班遇颱風 勞工可取消加班 
 

時值颱風季節，勞動部強調，遇有天然災害發生，勞工之出勤仍應依「安全」

為最重要的考量，至於工資及工時，分別適用現行《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勞動

部函釋指出，勞工若同意在休息日上班，卻遇上颱風天宣布停止上班上課時，勞工

可以不出勤，雇主不得視為曠工、遲到或強迫勞工以事假或其他假別處理，且不得

強迫勞工補行工作、扣發全勤獎金、解僱或其他不利之處分。 

    勞動部為保障勞工出勤權益，28 日發布通函針對「休息日出勤遇到天然災害

（如颱風）」，以及「雇主因為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要求勞工於休息日出勤」

重點整理： 

勞動部函釋，勞工若同意在休息日上班，遇上颱風天宣布停止

上班上課時，勞工可以不出勤，雇主不得視為曠工、遲到或強

迫勞工以事假或其他假別處理，且不得強迫勞工補行工作、扣

發全勤獎金、解僱或其他不利之處分。至於勞工已出勤工作

者，勞雇任一方如基於安全考量，停止繼續工作，已出勤時段

之工資及工時，仍應依《勞動基準法》規定休息日加班「做 1

給 4、做 5 給 8、做 9 給 12」計算，休息日因天災事變出勤，

待勤務結束後，雇主給予勞工適當休息，是指離勞工下一次出

勤工作應間隔 1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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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令之適用，做出補充性解釋。 

休息日加班遇天災停班加班費與時數做 1 給 4 
 

勞動部說明，依據前已訂定之「天然災害發生事業單位勞工出勤管理及工資給

付要點」，勞工原已同意於《勞動基準法》第 36 條所定休息日出勤，但遇有天然

災害發生，並經勞工工作所在地、居住地或其正常上（下）班必經地區之該管轄區

首長，依「天然災害停止辦公及上課作業辦法」規定通報停止辦公，勞工可以不出

勤，雇主不得視為曠工、遲到或強迫勞工以事假或其他假別處理，且不得強迫勞工

補行工作、扣發全勤獎金、解僱或其他不利之處分。 

    至於勞工已出勤工作者，勞雇任一方如基於安全考量，停止繼續工作，已出勤

時段之工資及工時，仍應依《勞動基準法》第 24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及第 36 條第 3

項本文規定辦理，也就是休息日加班費比照「做 1 給 4、做 5 給 8、做 9 給 12」計

算，加班工時亦比「做 1 給 4、做 5 給 8、做 9 給 12」計入每月加班工時 46 小時

上限。 

    勞動部舉例說明，A 勞工若原本答應要在休息日出勤，當天上班前，上班處所

之地方首長因颱風因素通報停止上班，勞工可以取消出勤，但為了避免雇主擔心，

應電話告知雇主。另一 B 勞工則是在休息日依約到工 3 小時後，因風雨越來越大，

地方首長通報下午停止上班，B 勞工基於安全考量停止出勤，工資仍應按休息日出

勤 4 小時加班費標準計給，並以 4 小時列計每月延長工時總時數中。 

因天災勞工休息日加班該時數不納入 46 小時 
 
勞動部指出，雇主如果是因為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例如：搶修、搶救…等

必須使勞工於休息日出勤工作，可援引《勞動基準法》第 32 條第 3 項規定，要求

勞工加班，當日若是屬休息日，出勤之工資仍應依「做 1 給 4、做 5 給 8、做 9 給

12」計算，但出勤之工作時間，依照《勞動基準法》第 36 條第 3 項但書之規定，

可不受《勞動基準法》第 32 條第 2 項「每日不得超過 12 小時」及「每月加班總時

數不得超過 46 小時」規定之限制。 

    勞動部說明，休息日因天災事變出勤，待勤務結束後，雇主給予勞工適當休息，

是指離勞工下一次出勤工作應間隔 12 小時。 

    勞動部強調，為避免雇主蓄意規避《勞動基準法》加班時數限制之規定，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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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序上，雇主如確實是因為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必須使勞工在休息日工作時，

應於工作開始後的 24 小時內通知工會；無工會組織者，應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 

 

 

 

 

 

 

106.07.28外勞通訊社 

颱風釀災 災區企業可緩繳勞、就保費 

災害復原工作 職安署籲勞工安全優先 
 

尼莎颱風及海棠颱風接連來襲造成全台多處災情，颱風過後各地展開災害復原

工作，勞動部職安署呼籲，雇主對災害復原工作，務必實施風險評估，並採取必要

之安全衛生設施，以保障勞工安全，工作場所如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時，應使勞工

退避至安全場所。 

    同時尼莎暨海棠颱風挾帶風雨，造成全國大小不一災情，為協助受災企業與民

眾，勞保局配合「災害防救法」規定，受災投保單位或提繳單位無法按期繳納保險

費或勞工退休金時，可個案申請辦理緩繳 6 個月，並免徵滯納金或利息；災區因災

害致家庭經濟有嚴重損失的勞保、就保、農保及國保被保險人，將依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所送受災名冊主動比對，給予 6 個月的保險費補助，民眾不需提出申請。 

    「災害防救法」提供勞保被保險人傷病給付，優於勞保傷病給付，於災區因天

重點整理： 

勞保局配合「災害防救法」規定，受災投保單位或提繳單位無

法按期繳納保險費或勞工退休金時，可個案申請辦理緩繳 6

個月，並免徵滯納金或利息；災區因災害致家庭經濟有嚴重損

失的勞保、就保、農保及國保被保險人，將依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所送受災名冊主動比對，給予 6 個月的保險費補助，民眾

不需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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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災害導致傷病而不能工作，且未能取得原有薪資者，自不能工作當日起即予照顧，

放寬受理核發其治療當日起之傷病給付申請，且普通傷病給付門診治療即可請領。 

    職安署指出，為保護勞工於颱風過後之災害復原工作安全，雇主於作業前應審

慎辨識及評估工作環境及作業危害，並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採取必要之防護措

施。 

    職安署提醒，勞工從事電力修復應注意防止感電及墜落，從事河川護堤及清淤

工程等鄰水作業需注意水位暴漲，道路修復工程要注意是否有岩石滾落及飛落，邊

坡擋土工程則易有崩塌及土石流掩埋災害，橋樑拆除與房屋修復更常發生墜落及倒

塌災害；至下水道清淤、地下室清理等作業要小心缺氧、中毒危害及是否因潮濕而

引發用電設備及線路漏電情形。 

    職安署強調，勞工執行前開職務時如發現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得在不危及其

他工作者安全情形下，自行停止作業及退避至安全場所；事業單位亦應明確告知勞

工，如未能達成任務，不會予以不利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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