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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客戶朋友您好： 

感謝您長期以來對本公司的愛護與支持，在此致上十二萬分的

謝意！ 

本公司為體恤同仁們一年的辛勞，特別安排 106 年度國外員工

旅遊，計畫將於 09 月 28 日(四)至 10 月 02 日(一)舉辦旅遊，

這段期間，如有任何需要本公司服務之處，煩請通知我們以便

本公司提早安排處理，或是於 10 月 3 日(二)上班日再與我們

聯繫。  

以上之安排，如有任何造成不便之處，望請多多見諒！ 

 

 

 

祝 商祈 

 

 

                   恆力國際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總經理 張素幸 暨全體員工  敬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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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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真正的愛心，是照顧好自己的這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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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生最大的成就，是從失敗中站立起來。  

§ 唯其尊重自己的人，才更勇於縮小自己。                              二姐              

                                                               

§ 有智慧才能分辨善惡邪正；有謙虛才能建立美滿人生。 

§ 米粒愈飽滿，垂得愈低。                                             張

姐 

                                                               

§ 待人退一步，愛人寬一步，在人生的道路中就會活的很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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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學習懂得取捨，別讓不開心的事停下了腳步，就怕你不說不做，別讓遺憾繼續一 

切都來得及。    

§ 人生是一趟單程旅行，老天不會給我們回程車票。                      金瑛                                      

                                                               

§ 生命太過短暫 今天放棄了明天不一定能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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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齡只是一種心態 只有你投降放棄時 才會真的變老。  

§ 偉大的事情絕非偶然，而是堅定意志的成果。                       勇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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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件不對的事,儘管大家都做,仍然是不對的事。                        宏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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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勝於我，要效法，不可忌妒，我勝於人，要謙卑，不可驕傲。 

§ 每天無所事事，是人生的消費者，積極有用，才是人生的創造者。        巧柔                   

                                                                

§ 熱愛你做的事、熱真工作、專心於ㄧ件事，而不是每件事。 

§ 想說服人,不是靠理性,而是感性。                                     愷

悌                                                                                                               

                                                                 

§ 一個人的快樂,不是因為他擁有得多，而是因為他計較得少。    

§ 有時候說一句話最重要不是內容而是語氣。                             琬

蒂                                                           

                                                                

§ 心態改變人生，凡事多往好處想，永遠不要失去生活的熱情，心存希望，才能創

造美好的人生，心態不同，命運也截然不同。 

§ 心中有美，才會讚美。對周遭的人事物要隨時讚美，並且心存感恩。      雅琳 

                                                                

§“悲觀的人看見問題，樂觀的人看見機會， 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路，不需羨慕

別人所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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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                  

                                                                
§ 時間未規劃好，漫無目的地走，其實是在原地踏步。 

§ 懂得欣賞別人的好，才能讓自己成為更優秀的人。                   莎莎                                                                               

                                                                
§ 凡事替人想一步,來日必能得人助,對事人存善念,他日必能好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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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 

                                                                

§ 沒有人陪你走一輩子,所以自己一定要樂在其中,沒有人會幫你一輩子所以自己一 

  定要努力充實自己。 

§ 好事要提得起，是非要放得下，成就別人即是成就自己。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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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 我們的心思就是一個戰場，心也是生命的泉，當我們的心對了，就有感恩的眼光

也 

會發出生命的態度。    

§ 對社會與其擔心，不如化作信心，更要付出一份愛心。                   莉

媚                                                                                                                                                                             

 

 

                                                                

§ 我們都有權利去選擇想要過的生活，讓努力的汗水回饋到自己身上，而不是像無

頭 

  蒼蠅渾噩度日。 

§「學習」的美好之處，是沒有人可以把它從你身上拿走。                  妍

臻   

                                                               

§ 做人要有踏實感，不要只有成就感，踏實的人，心中多舒服。    

§ 不要把陰影覆心裡，要散發光和熱，生命才有意義。                   佳

玲          

                                                                 

§ 想這麼多，不如去做。華麗的跌倒，勝過無謂的徘徊。 

§ 堅持就是被消磨到想放棄，卻還是咬著牙繼續。                         葦

薰                                                        

                                                                
§ 人，無法確定生命長度，但能選擇生活態度。 

§ 努力不一定成功，但放棄一定失敗。                                   治

升 

                                                                

§ 抱最大的希望，為最大的努力，做最壞的打算。        

§ 生氣是拿別人做錯的事來懲罰自己。                                  毓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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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勵志小語感謝恆力各位同仁溫馨分享~☆ 

 

 

 

 
 
106 年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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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7,983 254,515 145,214 60,678 197,575 1 

農、林、漁、牧業(船員) 11,740 7,893 1,832 19 1,996 0 

製 造 業 395,596 57,920 112,183 57,290 168,202 1 

食品及飼品 23,489 4,297 3,565 2,737 12,890 0 

飲  料 767 145 120 128 374 0 

紡  織 25,958 5,036 4,643 5,882 10,397 0 

成衣及服飾品 4,576 351 541 473 3,211 0 

皮革、毛皮及其製 品 2,270 394 115 558 1,203 0 

木竹製品 2,613 813 248 164 1,388 0 

紙漿、紙及紙製品 6,149 1,530 909 849 2,861 0 

印刷及資料儲存媒 體複製 3,767 528 402 487 2,350 0 

石油及煤製品 26 12 1 2 11 0 

化學原材料、肥料、氮化合物、塑橡膠原料及人造纖維 4,372 468 1,517 812 1,575 0 

其他化學製品 3,108 846 694 335 1,233 0 

藥品及醫用化學製品 943 208 353 35 34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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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膠製品 10,339 1,619 884 2,064 5,772 0 

塑膠製品 27,392 4,801 3,455 4,523 14,613 0 

非金屬礦物製品 11,639 2,242 2,023 2,771 4,603 0 

基本金屬 18,639 4,162 2,427 6,239 5,810 1 

金屬製品 87,191 15,646 11,805 13,716 46,024 0 

電子零組件 71,376 1,351 56,034 3,959 10,032 0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 13,313 106 9,502 184 3,521 0 

電力設備及配備 7,960 1,308 1,483 1,301 3,868 0 

機械設備 34,962 4,941 5,508 4,614 19,899 0 

汽車及其零件 12,696 2,521 2,366 2,102 5,707 0 

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 8,639 1,610 894 2,176 3,959 0 

家  具 4,385 1,118 529 451 2,287 0 

其  他 9,027 1,867 2,165 728 4,267 0 

營 建 工 程 業 5,635 1,206 18 2,828 1,583 0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其他服務業 245,012 187,496 31,181 541 25,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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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部提醒，從事同一性質工作時，不可有本勞放無薪假、外

勞正常工作的情況發生，否則將有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42 條規

定，聘僱外國人不得影響本勞工作機會，依法將處 6 萬元至

30 萬元罰鍰；另將管制雇主申請外勞案件。 

實施無薪假企業19家 影響外勞320人 

企業實施無薪假 不能本勞放外勞上班 
 

    動部公布最新無薪假數據，截至 106 年 7 月 31 日止，總計有 19 家企業、

1,333 人實施無薪假，其中聘僱外勞企業有 5 家、影響外勞人數有 320 人；勞

動部提醒，從事「同一性質工作」時，不可有本勞放無薪假、外勞正常工作，

否則依法將處 6萬元至 30萬元罰鍰；另將管制雇主申請外勞案件。 

    勞動部強調，所謂的「無薪休假」並非雇主得以恣意實施之權利，而係事

業單位受景氣影響必須減產、停工甚至關廠，為避免大量解僱勞工，使勞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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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受到重大影響，所勉強允許勞雇雙方在經由協議的前提下，減少工時並比例

減少工資的一種措施。 

    為強化監督事業單位，遏止「無薪休假」之濫用，特訂定「因應景氣影響

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應行注意事項」，明定實施「無薪休假」以不超過 3 個

月為原則，對於按月計酬勞工，每月工資仍不得低於基本工資，以保障勞工權

益。 

    勞動部說明，本期（106 年 7 月 31 日）實施無薪假企業有 19 家，實施人

數 1,333人，較上期（106年 7月 15 日）家數增加 5家，實施人數增加 1,006

人。上期事業單位中，目前已有 1 家停止實施「無薪休假」，另新增 6 家，累

計增加 5家。 

勞動部指出，本期人數增加較多之主因為位在新竹縣的金屬機電工業事業

單位，受到景氣影響訂單減少，該單位有 866人。勞動部已責成當地主管機關

持續追蹤，務求保障勞工權益。 

    廠商因應訂單減少而縮減人力，衝擊本勞就業外，外勞也是受影響；本期

實施無薪假企業中有 5 家聘有外勞，較上期增加 3 家，影響外勞人數由 20 人

增加至 320人。 

    勞動部指出，曾有企業實施無薪假卻又向勞動部申請招募聘僱外國人工作，

為保障本國勞工就業權益，勞動部對於實施無薪休假雇主所提出外國人初次招

募、重新招募、遞補招募、入國引進，都會予以管制。 

    勞動部提醒，從事同一性質工作時，不可有本勞放無薪假、外勞正常工作

的情況發生，否則將有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42 條規定，聘僱外國人不得影響本

勞工作機會，依法將處 6 萬元至 30 萬元罰鍰；另對於雇主所生違反本勞人數

與其得申請外勞許可之人數，採 1：1 之比例，不予許可及中止引進，管制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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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8.01 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為培養事業單位對傳染病的警覺，防堵境外移入，高雄市政府

衛生局已公告自 106 年 7 月 1 日起，針對超過 300 人事業單位，

以及轄內有外籍學生、留學生及交換學生等公私立大專院校等

兩類對象，執行「邊境防疫-外籍新生/勞工主動通報」相關防疫

措施。人數 300 人以上事業單位, 外派至疫區返台工作的勞工，

或是從疫區返台工作的外勞，所屬事業單位應於員工入境或返

回職場 5 日內造冊通報衛生局，違者將處罰新台幣 3 千元至上

1 萬 5 千元罰鍰。 

阻絕登革熱境外移入 高市推防疫措施 

300人以上企業 外勞入境5日須通報 

 

外勞在台人數持續增加，而目前四個主要外勞輸出國中，均被列為登革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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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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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警示地區。為培養事業單位對傳染病的警覺，防堵境外移入，高雄市政府

衛生局已公告自 106年 7月 1日起，針對高雄市轄內員工人數超過 300 人事業

單位，以及轄內有外籍學生、留學生及交換學生等公私立大專院校等兩類對象，

執行「邊境防疫-外籍新生/勞工主動通報」相關防疫措施至 107年 12月 31日

止，並公布通報流程及表單供各單位下載。 

依據該計畫，員工人數 300人以上事業單位，經公司外派至疫區返台工作

的勞工，或是從疫區返台工作的外勞，所屬事業單位應於員工入境或返回職場

5 日內造冊通報衛生局，並副知勞工局，衛生局也將依列管清冊進行訪談，並

提供衛教等相關檢疫措施。 

    至於公私立大專院校部分，應由校方將首次自疫區來台之外籍學生造冊，

於新生入學體檢前一週內送備查。 

事業單位或大專院校違反前述規定，將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70 條第 3 款規

定，處新台幣 3千元至上 1 萬 5千元罰鍰。 

    事業單位或大專院校違反前述規定，將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70 條第 3 款規

定，處新台幣 3千元至上 1 萬 5千元罰鍰。 

    另為鼓勵事業單位、學校以及各檢驗所主動通知，符合條件的外籍、外派

員工進行登革熱、茲卡健康採檢，可領取 250元禮券，且經境外確診者，可領

2,500 元主動通報獎金。此外，新住民、外籍勞工須在入境 5 日內進行採檢，

外籍新生則不限入境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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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8.01 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勞動部指出，7 月 31 日預告「增列勞工保險職業病種類項目」

草案，預告期 60 天，預估最快 10 月上旬實施；今年經學者專

家會議討論，將不再增列項目，而是將原有的項目擴大解釋，

包括將長期跪姿可能引發關節炎並與現行項目 3.3「長期以蹲

跪姿勢工作引起之膝關節半月狀軟骨病變」整合列入職業病

中，可能受惠勞工為裝潢業鋪地磚勞工、從事水電勞工與採礦

勞工。 

蹲跪引起膝關節骨病變擬納入職業病 

確診職業病 勞工就醫、復健費用全免 
 

    為保障勞工，勞動部將針對長期蹲跪姿勢工作引起的「膝關節骨病變」、處理或

製造木材加工暴露於木粉環境導致的「鼻腔癌」等，都將視為職業病，預計 10 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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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生效，目前已有 10 大職業傷病診治中心與 74 家網絡醫院可提供協助，若能確診

屬職業引起的疾病，勞工就醫、復健費用全免。 

    勞動部說明，職業病種類表係將相關疾病與執行職務之因果關係已於流行病學普

遍被明確認可者納入表列，勞動部每 2 年會定期通盤檢視勞保職業病種類項目，現行

勞工保險職業病種類表及核准增列之職業病項目，合計已達 170 項。 

    勞動部指出，7 月 31 日預告「增列勞工保險職業病種類項目」草案，預告期 60

天，預估最快 10 月上旬實施；今年經學者專家會議討論，將不再增列項目，而是將

原有的項目擴大解釋，包括將長期跪姿可能引發關節炎並與現行項目 3.3「長期以蹲

跪姿勢工作引起之膝關節半月狀軟骨病變」整合列入職業病中，可能受惠勞工為裝潢

業鋪地磚勞工、從事水電勞工與採礦勞工。 

    另外，過去只有將橡樹、山毛樟加工粉塵引起的鼻腺癌、鼻竇腺癌認為職業病，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醫療相關資料中，專家學者說，木粉已經被視為致癌物質，又室

內裝潢、建築業、家具製造業等勞工接觸木粉，通常是參雜各種木材，難以認定是哪

一種樹木，又木粉易影響整個鼻腔病變，不只是鼻腺癌、鼻腔腺癌，因此就修訂木粉

引發的鼻腔癌、鼻腺癌都可納為職業病。 

     還有現行項目 3.4「壓迫神經造成之神經麻痺：包括職業性腕道症候群等」，

泛指神經壓迫性疾病，非僅限腕道症候群，惟為避免實務上適用疑義，增加列舉相關

疾病。同時將現行項目 5.20 之「游離結晶 二氧化矽粉塵」修正為「結晶型游離二

氧化矽（Crystalline free silica）粉塵」，並配合本類別之體例。 

    勞動部表示，列為職業病種類後，在傷病給付方面將更有保障，普通事故是給付

月投保薪資的 50%；如果是職業病項目的話，第一年會給到 7 成，第 2 年給 5 成，最

長可領 2 年。若造成殘廢，重殘是給 40 個月，職業病要增加 50%，就 1.5 倍。 

    勞動部提醒，勞工如有疑似因工作造成身體不適等相關職業醫學問題，可就近到

各區職業傷病防治中心及診治網絡醫院尋求協助，相關諮詢可撥全國職業傷病服務專

線電話(02)3366-8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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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8.02 外勞通訊社 

5千餘名家庭看護工年限延至14年 

年資不滿1年雇主出具切結 即符合資格 
 

    自 104 年 10 月起，外籍家庭看護工如經專業訓練或自力學習而有特殊表現者，

其在台累計工作年限可由 12 年延長至 14 年；根據資料，累計至 106 年 6 月底，已有

5 千餘名外籍家庭看護工完成申請。 

    據統計，家庭看護工在台年限 12 年延長至 14 年，目前已累計有 5,308 人，分別

重點整理： 

《就業服務法》第 52 條在 104 年 10 月 9 日修正公布增列外籍

家庭看護工經專業訓練或自立學習，有特殊表現，符合主管機

關所定資格，在台工作年限可延至 14 年。配合該法，同年勞動

部 11 月 11 日公告「外籍家庭看護工之工作期間累計至 14 年之

評點表」與相關申請書表，為達簡政便民，雇主只需在申請書

表上的選項「勾選」並親自簽名切結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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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104年 10月至 12月底有 686人申請、105年 3,174人申請、106年 1至 6月底 1,448

人申請。 

   「外籍家庭看護工工作期間累計至 14 年之評點表」分為「專業訓練」及「自力學

習」兩大評點項目，其中「自力學習」項又細分為「語言能力」、「工作能力」及「服

務表現」等 3 個小項目，同一評點項目具備 2 項以上資格條件者，擇較高點數者計點，

加總各項目得分 60 點以上者為合格。 

    5 千餘名家庭看護工年限獲得延長至 14 年，根據資料分析，「工作能力」是關

鍵因素，由勞動部查核外籍家庭看護工為申請的雇主服務期間，依服務期間達 1 年以

上或是未滿 1 年經申請之雇主出具能力證明或切結，堪任其被看護者基本照顧工作、

3 年以上未滿 6 年、6 年以上未滿 9 年及 9 年以上，可分別得到 10 點、15 點、20 點

及 25 點。其餘專業訓練或是語言能力證明文件，很難獲取，申請資料中多數是由雇

主自行切結表示該名外勞有特殊工作表現可獲得 20 點，及具備華語、閩南語、客語、

其他漢語或原住民族語基本聽說能力獲得 30 點，再加上工作能力的年限點數，至少

就有 60 點，就可符合延長年限至 14 年資格。 

   《就業服務法》第 52 條在 104 年 10 月 9 日修正公布增列外籍家庭看護工經專業

訓練或自立學習，有特殊表現，符合主管機關所定資格，在台工作年限可延至 14 年。

配合該法，同年勞動部 11 月 11 日公告「外籍家庭看護工之工作期間累計至 14 年之

評點表」與相關申請書表，為達簡政便民，雇主只需在申請書表上的選項「勾選」並

親自簽名切結即可。 

    當時有民眾反映，有外籍家庭看護工工作能力很好，其工作年限滿 12 年或即將

滿 12 年，由親友轉介紹聘僱，或部分工作年限已滿 12 年的外籍家庭看護工仍有意願

來台工作，但不是由舊雇主聘僱，無法獲得點數，因此勞動部在 105 年 3 月公告放寬

工作 1 年以上的限制，只要「未滿 1 年」的雇主願意出具切結或是出具能力證明，表

示該名外籍家庭看護工符合聘僱需求，就可獲得 10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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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8.03 外勞通訊社 

印方宣布 8/7起暫停核發廠工識別號 

張添勇：決策倉促 短期雇主難以因應 
 

    為解決廠工及營造工的費用問題，印尼海外勞工安置保護局宣布，將從2017年8

月7日起暫停核發識別證號，但未明確告知何時恢復申請，外界預估，近期內駐台北

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也將一併暫停受理製造業及營造業的文件驗證，意即後續雇主引

重點整理： 

為解決廠工及營造工的費用問題，印尼海外勞工安置保護局宣

布，將從 2017 年 8 月 7 日起暫停核發識別證號，但未明確告知

何時恢復申請，外界預估，近期內駐台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

也將一併暫停受理製造業及營造業的文件驗證，意即後續雇主

引進將受到影響。此外，自 2017 年 8 月 17 日起，印尼安保局也

將嚴格要求台、印兩邊仲介公司嚴格遵守相關規定，一旦經發

現有買賣單行為，將據此暫停仲介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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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將受到影響。此外，自2017年8月17日起，印尼安保局也將嚴格要求台、印兩邊仲

介公司嚴格遵守相關規定，一旦經發現有買賣單行為，將據此暫停仲介送件。 

    該份公告係於2017年7月31日發出，當局重申，相關辦件費用須遵照來華工資切

結書規範，另外自8月7日起，將暫停核發廠工ID直至系統改善為止；不過8月6日前已

取得ID的印勞，在8月16日前仍可依照正常程序出境，不受影響。 

    中華民國就業服務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張添勇認為，7月下旬開始市場上即有

傳言，但正式公告近期才發出，表面上印尼政府有給予一些準備時間，但事實上台灣

仲介、雇主接獲消息後已經接近暫停核發的期限，根本無從因應。 

    他並指出，工廠引進外勞，大約在半年前就要做好人力規劃，因此已備妥所有申

請文件送到國外，如今印方以一紙公文就暫停，即使雇主要改引進其他國籍，也來不

及做準備。 

    張添勇認為，印方要改善勞工出國工作費用的目標雖然正確，但他建議，若有案

件違反規定，印方大可針對該案處理即可，或是討論出一個完整的解決方案後再來執

行，而非片面以暫停受理的手段，讓其他依照規定辦理的案件都一併受牽連。 

106.08.04外勞通訊社 

勞動部修正颱風天外勤安全指引 

增列勞工遇危險時可行使退避權 
 

勞動部為保護颱風天從事外勤作業勞工之安全，強化工作場所有立即發生危險之

虞時，雇主應停止作業及勞工自行退避，因此修正颱風天外勤安全指引，增列勞工於

地方政府已宣布停止上班之颱風天從事外勤作業，現場遇惡劣天氣，發現有立即發生

重點整理： 

勞動部 106 年 7 月 28 日發函修正「颱風天外勤安全指引」,訂

定颱風天外勤安全指引供事業單位參考,指引內容依職安法第

18 條規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及安全衛生工作守則應訂有

「外勤人員受指派出勤前發現現場存有風險，使生命遭受威

脅，應以生命安全為重，不要冒險前往，如未達成外勤任務者，

雇主不會予以不利處分」、「外勤人員執行職務發現有立即發

生危險之虞時，得依規定自行停止作業及退避至安全場所，雇

主不會予以不利處分」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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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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險之虞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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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立即向直屬主管報告。 

勞動部 106 年 7 月 28 日發函修正「颱風天外勤安全指引」，將《職業安全衛生

法》當中規定的「退避權」放到指引當中，讓雇主跟外勤勞工更瞭解自身相關權益。 

    勞動部表示，為協助雇主對颱風天外勤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因此訂定

颱風天外勤安全指引，供事業單位參考，該指引為行政指導，雇主應依本身實際需要

及相關法規要求，適度修正及調整；雇主對於颱風天外勤作業，得參考該指引訂定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颱風天執行外勤任務，因道路、風雨、地區受損程度等環境差異甚大，不確定性

甚高，除雇主對颱風天從事外勤作業勞工之安全防護設施應妥為規劃外，另勞工於執

行外勤職務發 現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時，得依規定停止作業及退避至安全場所。 

    根據該指引內容，依職安法第 18 條規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及安全衛生工

作守則應訂有「外勤人員受指派出勤前發現現場存有風險，使生命遭受威脅，應以生

命安全為重，不要冒險前往，如未達成外勤任務者，雇主不會予以不利處分」、「外

勤人員執行職務發現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時，得依規定自行停止作業及退避至安全場

所，雇主不會予以不利處分」等內容。 

    勞動部指出，勞工於地方政府已宣布停止上班之颱風天從事外勤作業，現場遇惡

劣天氣，發現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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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立即向直屬主管報告；雇主不得對前款勞工予以解僱、調

職、不給付停止作業期間工資或其他不利之處分，違法者將依《職安法》處新台幣 3

萬元至 15 萬元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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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8.07外勞通訊社 

台北市違反性工法企業 8月共計4家 

不得僅以懷孕期間績效 予以差別待遇 

 

    台北市政府勞動局公布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事業單位，分別為郵船通運公司、台

灣愛生雅公司、德恩食品機械公司以及歐鼎企業等四家，其中 2 家違反性別工作平等

法第 21 條第 2 項「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不利處分」，違反第 11 條第 1 項「雇主對受僱

者之退休、資遣、離職及解僱，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以及第 13 條第 2 項

「雇主未盡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義務」各有 1 家，違法名單已上傳至勞動局首頁右上

角公布專區。 

    勞動局表示，事業單位不得拒絕員工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也不應該於員工育嬰留

重點整理： 

勞動局表示，事業單位不得拒絕員工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也不

應該於員工育嬰留職停薪復職後，未顧及員工育兒需求，而隨

意變更工作地點或長期指派員工外地出差或其他不利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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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停薪復職後，未顧及員工育兒需求，而隨意變更工作地點或長期指派員工外地出差

或其他不利處分。 

    基於性工法母性保護原則，對於妊娠期間的在職婦女，勞動局強調，懷孕期間因

體能狀態改變致工作表現不理想，為短期暫時狀態，雇主不能僅以懷孕期間績效表現

衡量適用與否，對員工予以差別特遇。此外，事業單位不得因受僱者提出性別工作平

等法的申訴或協助他人申訴，而予以解僱、調職或其他不利之處分，違者將面臨行政

裁罰並得公布事業單位名稱、負責人姓名等資料。 

    性工法第 13 條規定，受僱者 30 人以上者，雇主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

懲戒辦法，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且在知悉有性騷擾情形時，應採取立即有效糾正

及補救措施。勞動局表示，不論事業單位經營規模大小，皆有防治職場性騷擾的義務，

本於審慎的立場並即時處理，既便事後認定非屬性騷擾行為，也能加強員工教育，促

進性別友善職場的觀念。 

    勞動局已製作符合性工法規範的事業單位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

定準則、宣導海報等文件範本，供事業單位參考，可至勞動局首頁

(http://bola.gov.taipei/)，進入業務服務/勞動服務/就業歧視及性別工作平等/性

別工作平等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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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8.07 外勞通訊社 

3.3萬名勞工未請領勞退新制個人帳戶 

平均帳戶約6萬元 勞保局將主動通知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表示，每年都會清查年滿 60 歲疑似退休、已達勞退新制請領

門檻卻沒來請領的勞工，今年約有 3.3 萬人年齡已滿 65 歲，且停繳退休金 1 年以上，

卻仍未請領退休金，總金額達 20 億元，研判勞工應該已經退休、沒有從事工作，勞

保局近期陸續主動發函通知。 

    勞保局指出，依規定，雇主應為適用勞基法之勞工(含本國籍、外籍配偶及陸港

澳地區配偶)，按月提繳不低於其每月工資 6%之退休金，儲存至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

重點整理： 

勞保局指出，依規定，雇主應為適用勞基法之勞工(含本國籍、

外籍配偶及陸港澳地區配偶)，按月提繳不低於其每月工資 6%

之退休金，儲存至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勞工年

滿 60 歲即可請領。由於勞保局同時辦理勞退新制及勞工保險業

務，有部分勞工把退休時申請的勞保老年給付，誤認為是勞工

退休金，因此而未申請勞工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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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金個人專戶，勞工年滿 60 歲即可請領。由於勞保局同時辦理勞退新制及勞工保險

業務，有部分勞工把退休時申請的勞保老年給付，誤認為是勞工退休金，因此而未申

請勞工退休金。 

    勞保局表示，以往每年都會提醒符合請領資格勞工請領退休金，並設定條件為

60 歲以上、停繳退休金 1 年以上勞工，不過，部分勞工向勞保局反映，雖然本身已

符合請領退休金資格，又停繳退休金 1 年以上，但是仍有工作意願，因此想等待退休

時，才領取退休金，於是，勞保局今年就將年齡提高至 65 歲，設定條件為停繳退休

金 1 年以上勞工。 

    勞保局說，近期將陸續發函通知3.3萬名勞工，其勞退新制帳戶還有餘額未請領，

平均每個帳戶餘額約有 6 萬元，其中有一帳戶餘額高達 300 萬元尚未請領，另有 400

多人帳戶餘額有 100 萬元以上。 

    為提醒勞工請領退休金，勞工請領勞保老年給付時，如已年滿 60 歲且其勞工退

休金專戶有餘額者，勞保局已主動在老年給付核定函加註說明，提醒勞工記得申請勞

工退休金；不過，勞工若沒來領，帳戶中的錢還是會繼續參與基金投資並分配盈虧；

若勞工不幸過世，也可由遺屬領回；但遺屬請求權時效為 5 年，逾期後不能再申請。 

    勞保局提醒，「勞工退休金」與「勞保老年給付」是勞工退休後兩項經濟生活保

障，勞工朋友退休時除符合老年給付請領規定，可領取勞保老年給付外，如果有參加

勞退新制，年滿 60 歲就可以請領新制的勞退個人專戶退休金，可同時享受勞保、勞

退的雙重保障。 

    勞保局說，有關勞工退休金之請領規定的相關資訊可至勞保局全球資訊網查閱，

或撥打勞保局(02)2396-1266 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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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8.09 外勞通訊社 

新法通過已半年 境外漁工待遇未改善 

漁業署召開修法會議 勞團拒絕背書 
 

    遠洋漁業條例及相關子法已於今年 1 月實施，對境外僱用漁工勞動條件以及仲介

機構管理予以明訂規範，但勞團認為，近半年來空有法規卻缺乏執行，沒有勞檢也沒

有申訴管道。包含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宜蘭縣漁工職業工會在內的多個勞團 8 月 14

日赴農委會漁業署台北辦公室抗議，並提出三點訴求，包括廢除境外聘僱、明訂漁工

重點整理： 

      遠洋漁業條例及相關子法已於今年 1 月實施，對境外僱用漁工

勞動條件以及仲介機構管理予以明訂規範，但勞團認為，近半

年來空有法規卻缺乏執行，沒有勞檢也沒有申訴管道。新法實

施半年來，漁業署根本沒有執行勞檢的人力與能力，在過渡期

間應明定漁工相關權益與爭議處理權責單位，並定期公布執行

狀況，但長期則應該要讓境內、境外聘僱漁工待遇趨於一致，

同樣適用勞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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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基本權益，以及請漁業署對遠洋漁業條例實施後的執行成果做報告與說明。 

    當天勞團也提出一份台灣鮪延繩釣協會與漁業署的陳情紀錄，3 項涉及勞動權益

部分，包括取消最低基本薪資規定、1 天休息 10 小時、1 個月 4 天休假等，漁業署雖

未同意，但會議記錄卻提到可以用但書方式，將基本薪資不包含船上非基本生活所需

物品寫明，並以調整獎金制度、分紅制、技術加給制度因應，工時部分則可在合約中

寫明跑水路、沒作業以及在港時間可以彈性調移，遭批為資方解套。 

    漁業署副署長黃鴻燕回應，法規、仲介管理規範以及僱用定型化契約都是現在正

執行的內容，如雇主違反契約，船員可向地方政府及駐外單位提出申訴。至於勞檢未

落實，黃鴻燕則說，希望未來可透過勞動部來協助。但勞團認為，漁業署根本提不出

近半年申訴件數，地方政府也認為不歸他們管，這樣的申訴管道根本是假的。 

    另外黃鴻燕則澄清，該份會議紀錄是協會自己做的，漁業署沒有同意，且最低工

資標準及工時規範都是基本普世價值，不會改變。 

    漁業署 8 月 14 日上午召開「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許可及管理辦法」北高兩地

視訊會議，漁業署官員說，主要目的是聽取各方對法令執行面的建議，但未預設立場。

勞團痛批，現在的法規還沒看到執行的成效就要啟動修法，痛批漁業署製造血汗漁工，

拒絕出席會議為會議背書，並且呼籲勞動權益保障應完全回歸勞動部，讓境外漁工的

勞檢能被落實。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研究員莊舒晴說，新法實施半年來，漁業署根本沒有執行勞檢

的人力與能力，在過渡期間應明定漁工相關權益與爭議處理權責單位，並定期公布執

行狀況，但長期則應該要讓境內、境外聘僱漁工待遇趨於一致，同樣適用勞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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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8.14 外勞通訊社 

桃市機械業專案勞檢 17家違反規定 

危害預防措施占六成 複查未改善將開罰 
 

    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公布機械設備製造修配業專案勞檢結果，日前針對轄內

30 家從事機械設備製造、修配的事業單位進行抽查，結果發現作業現場有安全危害

缺失有 17 家，勞檢處除已通知事業單位限期改善外，另針對 2 家作業現場有立即危

害部分也已作停工處分，後續將擇期進行複查。 

    勞檢處長周賢平表示，機械設備製造修配業經常使用的生產機具，包括CNC車床、

重點整理： 

勞檢處長周賢平表示，機械設備製造修配業經常使用的生產機

具，包括 CNC 車床、銑床、鑽床、線割機、研磨機、砂輪機、

固定式起重機、堆高機及衝剪機械等設備，主要危害特性為切

割、捲夾、碰撞等潛在危害，勞工一旦在作業中發生被捲夾或

切壓的事故，將造成發生傷殘甚至死亡之虞，透過專案勞檢實

施，督促事業單位提供符合安全規範的機具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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銑床、鑽床、線割機、研磨機、砂輪機、固定式起重機、堆高機及衝剪機械等設備，

主要危害特性為切割、捲夾、碰撞等潛在危害，勞工一旦在作業中發生被捲夾或切壓

的事故，將造成發生傷殘甚至死亡之虞，透過專案勞檢實施，督促事業單位提供符合

安全規範的機具設備。 

    此次專案檢查對象為授權工業區內的事業單位，缺失項目以未做好機械器具危害

防止措施最為普遍，占 60.3％，其次未做好化學品管理，占 20.6%，及感電防止措施，

占 10.3%。複查時將列為重點查核項目，如發現事業單位未依限改善，將依法裁處新

台幣 3 到 30 萬元罰鍰，並可連續處分至改善為止。 

    勞檢處呼籲，雇主對於有發生捲夾危害的操作點，應提供安全設備或採取安全措

施，可設置護罩及護圍，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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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部分，設置安全裝置、連鎖裝置，例如衝剪機械的感應式

安全裝置、CNC 自動化機台具有連鎖裝置性能的安全門等，避免職業災害的發生。 

 

106.08.15 外勞通訊社 

新北營造工地專案訪視 已完成40家 

避免誤聘逃逸外勞應落實進出管制 
 

有鑑於歷年在營造工地查獲的非法聘僱有增加的趨勢，新北市政府勞工局今年首

度針對營造工地實施專案宣導，上半年每個月訪視 6 家，下半年每個月排定 4 家，藉

此提醒各級包商的管理人員務必做好門禁管理，且在聘用外國人前應確實查驗其身分。

重點整理： 

鑑於歷年在營造工地查獲非法聘僱有增加的趨勢，新北市政府

勞工局針對營造工地實施專案宣導在聘用外國人前應確實查驗

其身分。外勞的薪資成本較本國籍低，有些包商為了節省成本

而僱用外勞；但即使雇主願意提高薪資，也會因工地工作辛苦

且具高危險性等原因，不容易招募到本國勞工，造成部分工地

為了趕工，鋌而走險聘僱逃逸外勞。這項專案的主要目的，在

於提升營造業相關廠商的法令觀念，務必落實門禁管理，掌握

進出作業人員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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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為止，已完成 40 處工地的訪視，參與的管理人員共計 223 人次。 

    新北市近兩年裁處雇主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57 條第 1 款「聘僱未經許可、許可失

效或他人所聘僱外國人」，以及第 44 條「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營造工地所

占比例均較往年提高。 

    相關人員分析，外勞的薪資成本較本國籍低，有些包商為了節省成本而僱用外勞；

但即使雇主願意提高薪資，也會因工地工作辛苦且具高危險性等原因，不容易招募到

本國勞工，造成部分工地為了趕工，鋌而走險聘僱逃逸外勞。相較其他行業的高薪資，

對非法外勞也是很大的誘因。基於前述原因，由警政機關及移民署發動的「祥安專案」

和民眾檢舉案，營造工地都會是處分的重點。 

    勞工局表示，這項專案的主要目的，在於提升營造業相關廠商的法令觀念，提醒

上游包商及工程的各中、下游包商，務必落實門禁管理，掌握進出作業人員的身分，

對於疑似外國人於現場作業時，應查驗其身分，否則若因疏忽而誤聘逃逸外勞，將面

臨新台幣 15 萬元以上 75 萬元以下的罰鍰。 

 

 

106.08.16 外勞通訊社 

台中市愛鄰服務座談 首場大雅啟動 

提供就近法令諮詢 其餘場次規劃中 
 

為加強雇主對聘僱法令的觀念，台中市政府勞工局將於 9 月 20 日(周四)在市府

原住民綜合服務中心 1 樓會議室，舉辦今年第一場愛鄰服務聘僱外勞座談會，邀請轄

內家庭類外勞雇主，由勞工局人員說明勞僱間較常發生的管理問題、聘僱管理法規，

以及性騷擾防治等事項。 

    外勞事務科長李美麗表示，愛鄰服務座談會主要是希望深入鄰里，讓民眾可以就

近取得所需要的法令資訊，每年都會選擇部分區域辦理，因該地區之前未曾舉行過，

重點整理： 

為加強雇主對聘僱法令的觀念，台中市政府勞工局將於 9 月 20

日(周四)在市府原住民綜合服務中心 1 樓會議室，舉辦今年第

一場愛鄰服務聘僱外勞座談會，邀請轄內家庭類外勞雇主，由

勞工局人員說明勞僱間較常發生的管理問題、聘僱管理法規，

以及性騷擾防治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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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今年選擇在大雅區週邊，針對勞僱之間相處時遇到的問題，提供雙向交流的機會。

現階段先開放報名一場，後續會再針對事業單位、仲介業者辦理。 

    家事外勞與雇主間最常發生的糾紛之一，為手機的使用。李美麗表示，有些雇主

會限制外勞不可以持有手機，或強制代外勞保管，因此會協助雙方溝通，雇主需尊重

外勞在休息時間使用手機的權利，在照顧病患的過程中，仍應以不影響工作為原則。

此外，少數雇主會讓家庭看護工，在其他親朋好友家中或自家經營的餐廳、診所打工，

以及部分在外勞薪資中代仲介收取服務費等情形，會中將說明法令規範。 

    近期勞工局也發現，部分外勞利用下班或休假時間自行外出打工「賺外快」，除

了本身違反就服法規定外，亦有可能使合法雇主的權益受到影響，勞工局後續將針對

事業類雇主規劃說明會，提醒雇主善盡管理責任。 

  本 場 預 計 開 放 40 個 名 額 ， 線 上 報 名 可 至 勞 工 局 網 站

(http://www.labor.taichung.gov.tw/)，進入左側「線上活動報名」填寫資料。 

 

 

 

106.08.17 外勞通訊社 

明年基本工資調漲 205萬勞工受惠 

勞動部估算人事總成本約增180億元 
 

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上周五（18 日）開會決議，107 年 1 月 1 日起，基本工資月

薪將由 2 萬 1,009 元調高至 2 萬 2,000 元，時薪也由 133 元調高至 140 元，估將近 205

萬勞工受惠，勞動部 21 日表示，包括勞保、健保、勞退新制、薪資與就保等，估算

人事總成本增加約 180 億元，其中資方人事成本約增加 162 億元。 

    勞動部指出，每月基本工資調升至 2 萬 2,000 元後，預估約有 166 餘萬名勞工（包

重點整理： 

基本工資月薪將由 2 萬 1,009 元調高至 2 萬 2,000 元，時薪也由

133 元調高至 140 元，根據這次調幅，雇主、勞工與政府所要負

擔的勞保費用也將隨之增加，依現行勞保條例，明年勞保普通

費率為 10.5％，雇主聘「一般勞工」、薪資以 2 萬 2,000 元計算，

其勞保費負擔為 1,617 元、每人增加 73 元，勞工自行負擔保費

為 462 元、增加 21 元，政府負擔 231 元、增加 1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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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本勞 125 萬與外勞 41 萬）受惠，預計每年人事成本增加約 122.09 億元，其中勞方

7.74 億元、資方 108.61 億元、政府 5.74 億元。 

  至於每小時基本工資調升至 140 元，預估約有 39 餘萬名勞工受惠，其每年人事成

本預計增加 58.19 億元，其中勞方增加 2.08 億元、資方增加 54.28 億元、政府 1.83

億元。 

    根據這次調幅，雇主、勞工與政府所要負擔的勞保費用也將隨之增加，依現行勞

保條例，明年勞保普通費率為 10.5％，雇主聘「一般勞工」、薪資以 2 萬 2,000 元

計算，其勞保費負擔為 1,617 元、每人增加 73 元，勞工自行負擔保費為 462 元、增

加 21 元，政府負擔 231 元、增加 10 元。 

    至於雇主聘一名「外勞」（無就保 1％），勞保費率為 9.5％，其勞保費為 1,463

元、增加 66 元，外勞自付保費 418 元、增加 19 元，政府負擔 209 元、增加 9 元。 

    此外，針對本次基本工資調漲 4.7%，青年團體今天發新聞稿聲明指出，應回溯

至 10 年凍漲期的第一年 86 年開始起算：基本月薪應調漲為 2 萬 8,600 元、時薪調漲

為 182 元。 

    青年團體認為，除了基本工資調整以外，更應重視台灣整體薪資成長呈現停滯甚

至倒退的窘況，根據主計總處的資料，去年受雇者的實質薪資為 4 萬 6,422 元，低於

89 年 4 萬 6,605 元，薪資倒退了 16 年，此外，薪資中位數長期以來低於平均薪資數

值，去年中位數占平均數比率更下降至 8 成，顯示勞工整體薪資愈趨往低薪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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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8.21 外勞通訊社 

雇主首聘家庭類外勞 需參加聘前講習   

網路講習不限時間地點 6 成雇主選擇 
 

為讓雇主及家庭瞭解法令規定及可運用的政府資源，協助家庭作好聘僱外國人心

理準備，勞動部在 105 年 7 月 1 日開辦「雇主聘前講習」，針對雇主首次聘僱外國人

重點整理： 

勞動部表示，家庭類雇主去年 7 月起第 1 次引進或接續聘僱家

庭看護工作或家庭幫傭，應依規定參加聘前講習，並於申請許

可時檢附已參加講習之證明文件，雇主若無法參加講習時，得

委託親屬參加講習，比照民法規定，需滿 20 歲，並應符合如被

看護人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或一親等之姻親、

祖父母與孫媳婦或祖父母與孫女婿、抑或是受雇主兼被看護者

委託處理聘僱管理事務之人如在臺無親屬之老人，委由朋友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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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從事家庭看護工作或家庭幫傭前應參加聘前講習，截至 106 年 7 月止，已有 5.9 萬名

雇主參加聘前講習，其中 6 成雇主選擇網路講習。 

勞動部表示，家庭類雇主去年 7 月起第 1 次引進或接續聘僱家庭看護工作或家庭

幫傭，應依規定參加聘前講習，並於申請許可時檢附已參加講習之證明文件，雇主若

無法參加講習時，得委託親屬參加講習，比照民法規定，需滿 20 歲，並應符合如被

看護人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或一親等之姻親、祖父母與孫媳婦或祖

父母與孫女婿、抑或是受雇主兼被看護者委託處理聘僱管理事務之人如在臺無親屬之

老人，委由朋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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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資料，105 年 7 月至 106 年 7 月止，已有 5 萬 9,344 人參加聘前講習，其中

參加臨櫃講習有 2 萬 6,390 人、團體講習 52 人、網路講習 3 萬 2,902 人。 

由於團體講習需一次講習人數達 10 人以上，並至雇主聘前講習資訊網站進行預

約，登錄個人基本資料後，選填講習單位、日期及時段後，始得於預約時間至各地方

政府指定場所進行講習，相對網路或是臨櫃講習不方便，因此實施以來人數無法成

長。 

至於網路講習是對雇主而言，最方便的，不限時間與地點，目前有 6 成雇主都選

擇網路講習；參加「網路講習」雇主或代講習人員使用自己的自然人憑證，透過網際

網路至本部勞動力發展署建置的「雇主聘前講習資訊網站」(全天 24 小時皆可進行講

習)，先登錄個人基本資料後，即可進行網路講習。 

勞動部提醒，觀看網路講習時，如因故中途離開，系統將註記影片停止時間點，

並於下次觀看時繼續播放，無須從頭觀看，但上開情形所參加講習者以同一人為限，

而完訓後可自行於網站列印完訓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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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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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8.22 外勞通訊社 

1955 專線 本勞諮詢申訴 4 千餘通 

外勞來電諮詢 10 萬餘通 9 成問契約 
 

勞動部發布「1955 專線」106 年上半年執行成效，雇主、仲介及外籍勞工來電諮

詢及申訴之進線量為 10 萬 6,466 通，與去年同期相比較，外籍勞工業務的來電諮詢

及申訴案件增加 16.7%，協助外籍勞工轉換雇主案件增加 27.8%，追回欠款增加 3.5%，

顯示外籍勞工知道透過 1955 專線尋求相關協助之成效逐年提升，有效協助雇主及外

籍勞工解決各樣問題。 

重點整理： 

勞動力發展署提醒，民眾及雇主如有聘僱外籍勞工管理規定、

勞動法令或勞資爭議等相關疑慮，可以透過手機或市話直接撥

打 1955 免付費專線尋求協助；此外 1955 專線亦提供三方通話

服務，若雇主與外籍勞工溝通有困難時，或者外籍勞工外出就

醫時，都可利用三方通話功能，即時協助通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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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表示，為便利本國勞工及民眾可透過單一號碼詢問勞動

法令等相關資訊，自 105 年 11 月 7 日起，1955 專線整合勞動部相關勞動法令專線，

專線名稱由「1955 外籍勞工諮詢保護專線」更名為「1955 勞工諮詢專線」，同時提

供本國勞工諮詢申訴服務，使得 1955 專線服務更加全面，106 年上半年，本國勞工

透過 1955 進行諮詢與申訴之進線量為 4,270 通。 

    根據資料，106 年 1 月至 6 月底止，雇主及仲介撥打 1955 專線 1,981 件，較

105 年上半年 2,096 件減少 115 件，其中來電以詢問法規為主；外籍勞工撥打 1955

專線 10 萬 4,485 件，較 105 年上半年 9 萬 2,809 件增加 1 萬 1,676 件，其中外籍勞

工來電諮詢共 9 萬 1,788 件，諮詢項目以契約事項為主，來電申訴共 1 萬 2,697 件，

主要申訴內容以證件事項為主。 

    另外，協助外籍勞工轉換雇主案件為 1,006 件，較 105 年上半年 787 件增加

219 件，協助外籍勞工追回欠款計新臺幣 8,356 萬 3,306 元，較 105 年上半年新臺幣

8,070 萬 7,861 元增加新臺幣 285 萬 5,445 元。 

  勞動力發展署提醒，民眾及雇主如有聘僱外籍勞工管理規定、勞動法令或勞資

爭議等相關疑慮，可以透過手機或市話直接撥打 1955免付費專線尋求協助；此外 1955

專線亦提供三方通話服務，若雇主與外籍勞工溝通有困難時，或者外籍勞工外出就醫

時，都可利用三方通話功能，即時協助通譯服務。 

就安費繳費多元化 即起新增線上活儲帳戶繳納 
 

為提供聘僱外籍勞工的雇主更多元、便捷的繳納就業安定費服務，除目前可透過

4 大超商、美廉社、全國農漁會信用部、郵局、台新銀行、授權金融帳戶自動扣繳及

以晶片金融卡至全國繳費網線上繳納等繳費管道外，勞動部自 106 年 8 月起再增加開

辦透過全國繳費網以雇主本人活期性存款帳戶繳納就業安定費，無需使用晶片金融卡，

隨時即可使用行動裝置輕鬆完成繳費事宜。 

勞動部表示，網路線上以活期性存款帳戶繳納就業安定費快速又方便，雇主只要

透過行動裝置連至全國繳費網(https:\\ebill.ba.org.tw)，選擇繳費項目（政府機

關相關費用-就業安定費）或搜尋「就業安定費」，輸入雇主銷帳編號、繳費金額，

並選擇「使用活期性存款帳戶」方式，輸入身分證號碼或統一編號及轉出帳號(須使

用雇主本人帳號)後，即可完成繳費事宜。 

勞動部提醒，依就業服務法第 55 條及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46 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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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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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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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滯納金。有疑問可電洽勞動部客服專線 02-89956000 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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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106.08.24 外勞通訊社 

印尼暫停輸出廠勞即起不受理講習 

尚未提出切結書範本業者怨無所適從 
 

印尼海外勞工安置保護局 8 月 23 日再度發出公文，重申自 2017 年 8 月 7 日起不

再核發印勞的識別證號，而已取得識別證號的工人，最晚出境日為 8 月 16 日，此外，

所有出國講習也將暫停受理。中華民國就業服務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張添勇表示，

如此一來，即便國外端已經提出申請，也會因為無法參加出國前講習，導致無法出境。 

重點整理： 

印尼海外勞工安置保護局 8月 23日再度發出公文，重申自 2017

年 8 月 7 日起不再核發印勞的識別證號，而已取得識別證號的

工人，最晚出境日為 8 月 16 日，此外，所有出國講習也將暫

停受理。中華民國就業服務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張添勇表

示，如此一來，即便國外端已經提出申請，也會因為無法參加

出國前講習，導致無法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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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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添勇認為，印尼方面雖未宣布「凍結」印尼廠勞、營造工輸出，但海外勞工安

置保護局種種行政作為，已嚴重影響國內雇主。他強調，印方用意在於整頓收費及改

善買工費的問題，只需訂出國外收費的上限，針對有違反規定的案件再作處分即可，

而非以行政措施暫停受理所有文件，且公告發布隔天，出國講習馬上就暫停，也凸顯

出印方決策過程粗糙。 

印尼安保局 7 月 20 日與多家印尼仲介開會，討論費用問題，隨即印尼駐台代表

處 8 月 7 日也宣布暫停製造業及營造業的互貿認證，以及自 8 月 17 日起，申請互貿

認證須加附「無向移工收取額外工作應徵費用切結書」。8 月 23 日公告則是宣布暫

停講習及面試，直到印方推出新的管理措施為止，才有解除管制的可能。 

而仲介業者關切的是，目前對於印方何時恢復申請並不明朗，因此雇主難以評估

需要等待多久，以及是否應轉單至其他國籍。再者，印方遲未釋出「無向移工收取額

外工作應徵費用切結書」範本，即使台、印仲介都願意配合印尼政府政策，也是無所

適從。而此次管制核發識別證的措施，對象僅有台灣一個，印勞是否會轉向其他國家

工作仍有待觀察，但確定的是，短期勢必對國內雇主及雙方的業者都造成巨大影響。 

張添勇強調，超收問題主要發生在國外端，即使簽了切結書，台灣仲介到底何德

何能可以約束印尼仲介在國外的費用，也不認為如此就能有效處理費用問題，並認為

最有效的解決方式，應是對有收費爭議的個案處理，而非影響其他遵守規定的雇主及

仲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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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8.25 外勞通訊社 

9 成 5 事業單位足額提撥勞退舊制準備金 

57 家未足額提撥 台北市裁罰 17 家最多 
 

勞動部表示，105 年底適用勞退舊制事業單位家數計 11 萬 2,527 戶，經各地方

主管機關積極輔導，截至 106 年 8 月中，已符合足額提撥規定之事業單位佔全部舊制

家數的 9 成 5；另未足額提撥今年已開罰 57 家，北市裁罰 17 家最多。 

勞動部表示，104 年 2 月 4 日修正公布《勞動基準法》第 56 條第 2 項規定，增

訂雇主應於每年年底檢視次一年度成就退休條件之勞工所需退休金，並於次年 3 月底

前補足勞工退休準備金差額，違反者，依法可處新臺幣 9 萬元至 45 萬元罰鍰。 

重點整理： 

勞動部表示，104 年 2 月 4 日修正公布《勞動基準法》第 56

條第 2 項規定，增訂雇主應於每年年底檢視次一年度成就退休

條件之勞工所需退休金，並於次年 3 月底前補足勞工退休準備

金差額，違反者，依法可處新臺幣 9 萬元至 45 萬元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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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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勞動部勞動福祉司長孫碧霞說明，105 年底適用勞退舊制事業單位家數計 11 萬

2,527 戶，經各地方主管機關積極輔導，截至 106 年 7 月底止，已符合足額提撥規定

之事業單位達 10 萬 6 千家，提撥退休準備金計 819 億元；截至 8 月中，已符合足額

提撥規定之事業單位已達今年目標，佔全部舊制家數的 9 成 5，未足額提撥家數僅剩

5,794 家。 

孫碧霞指出，雇主未補足，依法將處 9 萬元至 45 萬元，地方政府針對第一次未

補足多數企業是罰 9 萬元，第 2 次約裁罰 15 萬元。 

根據資料，去年裁罰 46 件、423 萬元，今年已開罰 57 件、600 萬元，其中 13 件

是第 2 次裁罰，裁罰金額 15 萬元。 

孫碧霞指出，今年截至 7 月止，已開罰 57 家，以北市開罰 17 家最多，新北市

14 家、新竹縣 8 家；另今年台中市、台南市、新竹市、苗栗與南投等縣市未開罰僅

強力勸導。勞退舊制除足額提撥外，依法雇主仍須每月提繳勞退舊制 2％至 15％，今

年未按月提繳勞退舊制與未開戶被開罰有 17 件，將會被處 2 萬元至 30 萬元罰鍰。另

外，還剩 25 家事業單位不願為勞退舊制開戶，孫碧霞表示，將持續輔導中。                                                 

 

 

106.08.29 外勞通訊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