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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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能低頭的人，是因為一再回顧過去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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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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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事的艱難與琢磨，就是一種考驗。                                   二姐              

                                                               

§ 是非當教育，讚美作警惕，嫌棄當反省，錯誤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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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如不知足，就永遠都在煩惱中。 

§ 大錯誤容易反省，小習氣不易除掉。                                   嘉文                                                              

                                                               

§ 不要過份苛求，不要有太多的奢望，做好能做的每一件事，珍惜身邊的每一個人。 

§ 我們每天做什麼，就會成為什麼樣的人，,因此，卓越不是一種行為，而是一種習 

  慣。                                                               金瑛                                      

                                                               

§ 生氣是把別人的過錯拿來懲罰自己。   

§ 多做多得，少做多失。                                               筱甯                                            

                                                                                                     

§ 困境不只讓你看清自己，還讓你明白哪些人始終相信著你。  

§ 徑想要掌控人生就要掌控自己，自律才是通往夢想的捷徑。               勇衡                                                              

                                                               
§ 在任何情況下，遭受的痛苦越深，隨之而來的喜悅也就越大。           

§ 先假設別人是誠意的，在來解釋對方的刑未。先對別人表現出誠意，對方就會以誠    

  相報。                                                             宏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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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勇氣並不表示恐懼不存在，而是敢面對恐懼、克服恐懼。 

§ 思想如鑽子，必須集中在一點鑽下去才有力量。                         巧柔                   

                                                                

§ 失敗很正常，如果沒有経歷失敗，表示你還不夠創新。 

§ 一個人從未犯錯,是因為他不曾試過新的事物。                         愷悌                                                                                                               

                                                                 

§ 話多不如話少，話少不如話好，多一分付出，就能多一分成就，捨得，拾得，能捨 

  才能得，人要克服難，不要被難克服。   

§ 一生財氣，二生運氣，三生福氣，生活有了朋友，才值得回憶，生命有了緣份，才 

  懂得珍惜。。                                                       琬蒂                                                           

                                                                

§ 不要吝嗇你的善良；往往一些看似很小的關心，卻能在對方心裡留下最大的溫暖。 

§ 幸福，就是用生活的苦澀，釀造人生的甜酒。                           雅琳 

                                                                

§ 個人的力量有限，團隊的力量卻無窮。 

§ 口說一句好話，如口出蓮花；口說一句壞話，如口出毒蛇。               阿河                  

                                                                
§ 很多事情，我們覺得難，是因為以前沒有經歷，當你試著挑戰它，才會發現原來它  

  如此簡單。 

§「持續」看似只是每天重複的做一些事，累積的速度雖然一開始很慢，但往往到最後

都會產生非常大的能量。                                     莎莎                                                                               

                                                                
§ 一個人不怕錯，就怕不改過；改過並不難。 

§ 閒人無樂趣，忙人無是非。                                           妙儒 

                                                                

§ ㄧ個人的快樂， 不是因為他擁有的多，而是因為他計較得少。 

§ 人的眼睛長在前面，只看到別人的缺點，絲毫看不到自己的缺點。         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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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淬鍊的不是事業的經營，要淬鍊的是心性，因為 KPI 容易比較，但 DNA 很難追尋。 

§ 團隊聚在一起只是開端，保持團結才有進展，真正協力合作就能帶來成功。  

                                                                    妍臻   

                                                               

§ 人生的意義與價值，不在於存活世間的長久，而在於自己為世間付出多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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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玲          

                                                                 

§ 壓力不是有人比你努力，而是比你厲害幾倍的人，依然在努力。 

§ 處理好與人的關係，就三句話：看人長處、幫人難處、記人好處。         葦薰                                                        

                                                                
§ 幸福不在得到的多，而在計較的少。少計較一點，多開心一點。 

§ 人生是一趟單程旅行，老天不會給我們回程車票。把握每一個當下，不要迷戀過去。                                                        

                                                                    治升 

                                                                

§ 人若軟弱就是自己最大的敵人;人若勇敢就是自己最好的朋友。       

§ 人只要不失去方向，就不會失去自己 。                                毓茹       

                                                                                 

§ 每個勝力者都有一個開始。勇於開始、才能找到勝利的路。 

§ 只要全力以赴，不要管結果，最後你會發現，很多事情你會得到。        筱瑩 

                                                                

                                                                

 

 

 

~以上勵志小語感謝恆力各位同仁溫馨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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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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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3,234 256,342 146,344 61,001 199,546 1 

農、林、漁、牧業(船員) 11,825 7,988 1,843 21 1,973 0 

製 造 業 399,239 58,751 113,112 57,577 169,798 1 

食品及飼品 23,828 4,386 3,584 2,767 13,091 0 

飲  料 797 151 124 129 393 0 

紡  織 26,070 5,065 4,648 5,917 10,440 0 

成衣及服飾品 4,587 353 535 473 3,226 0 

皮革、毛皮及其製 品 2,293 402 117 558 1,216 0 

木竹製品 2,642 825 252 161 1,404 0 

紙漿、紙及紙製品 6,214 1,548 913 861 2,892 0 

印刷及資料儲存媒 體複製 3,822 533 406 507 2,376 0 

石油及煤製品 25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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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3 475 1,537 816 1,565 0 

其他化學製品 3,118 841 704 333 1,240 0 

藥品及醫用化學製品 954 219 356 36 343 0 

橡膠製品 10,402 1,641 896 2,075 5,790 0 

塑膠製品 27,535 4,820 3,483 4,544 14,688 0 

非金屬礦物製品 11,683 2,271 2,059 2,759 4,594 0 

基本金屬 18,782 4,205 2,457 6,295 5,824 1 

金屬製品  88,183 15,927 12,017 13,745 46,494 0 

電子零組件 72,066 1,381 56,465 3,994 10,226 0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 13,324 114 9,420 183 3,607 0 

電力設備及配備 8,027 1,321 1,495 1,301 3,910 0 

機械設備 35,506 5,036 5,605 4,673 20,192 0 

汽車及其零件 12,818 2,559 2,428 2,105 5,726 0 

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 8,640 1,631 895 2,174 3,940 0 

家  具 4,458 1,134 524 451 2,349 0 

其  他 9,072 1,901 2,191 718 4,262 0 

營 建 工 程 業 5,685 1,208 18 2,868 1,591 0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其他服務業 246,485 188,395 31,371 535 26,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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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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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重點整理： 

印方自 7 月底開始，先暫停核發事業類印勞識別證號，後續互

貿認證、勞動契約及出國講習等也隨之停辦，導致很多已辦妥

國外程序的印勞無法來台。對此，駐台北印尼經濟代表處公告

「無向移工收額外之工作應徵費用切結書」，台、印兩方仲介

公司需承諾在互貿合作上，願意遵守印尼勞工部招募及引進印

尼勞工的相關規定。公告中還提到，自 2017 年 8 月 7 日起，

為調整印尼移工至台灣就業的品質，除台灣資方願意負擔移工

來台工作費用外，印辦處將暫停受理製造業及營造業的互貿認

證；換言之，只要雇主願意負擔該筆費用，仍可照常引進。 

印辦處公布無向移工額外收費切結書 

仲介不得向雇主收履歷表費 違者處分 
 

    為整頓印尼廠工收費問題，印方自 7月底開始，先暫停核發事業類印勞識別

證號，後續互貿認證、勞動契約及出國講習等也隨之停辦，導致很多已辦妥國外

程序的印勞無法來台。對此，駐台北印尼經濟代表處公告「無向移工收額外之工

作應徵費用切結書」，台、印兩方仲介公司需承諾在互貿合作上，願意遵守印尼

勞工部招募及引進印尼勞工的相關規定，避免買賣工作成本加重印勞費用負擔。 

切結書內容共有三點，包括：一、兩方仲介引進製造業、營造業、漁工及養

護機構等業別時，在安置印尼勞工過程中，不會向印尼移工收取額外工作應徵費

用。二、沒有向雇主收取購買外勞履歷表的費用。三、如發現有台灣仲介公司向

印尼移工收取額外工作應徵費用，印辦處將停止提供認證服務作為處分。 

公告中還提到，自 2017年 8月 7日起，為調整印尼移工至台灣就業的品質，

除台灣資方願意負擔移工來台工作費用外，印辦處將暫停受理製造業及營造業的

互貿認證；換言之，只要雇主願意負擔該筆費用，仍可照常引進。但諸如蘋果、

惠普、戴爾等全球大廠的下游供應商，基於 EICC 規範，已不再向外勞收取額外費用，

現階段也因程序的不完備而無法引進。 

 台南市就業服務公會理事呂錫安分析，印方公告中提到，由雇主支付來台費用即不

受限制，但切結書又明定仲介不可向雇主收取履歷表費用，意即除此以外的費用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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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但事實上，仲介只有向雇主依法收取登記介紹費及服務費，也是就服法的規定。他

認為印方在玩「文字遊戲」，兩者存有明顯的矛盾。 

 呂錫安並提到，雙方仲介不得向移工收取額外的工作應徵費用，也就是所有收費項

目，均應遵照來華工資切結書，而據他所了解，印尼海外勞工安置保護局持續研議調降

印勞海外工作費用，一旦套用在工資切結書上，金額又降到印尼仲介都無法經營時，勢

必會影響事業類印勞的輸出。 

 由於印勞供需失衡，加上鄰近國家都有引進印傭的需求，台灣雇主引進印尼籍家庭

看護工，都需要額外負擔履歷表費，但工廠、營造工並沒有這個問題，這次印方卻在切

結書中明文禁止，也令仲介感到疑惑，後續印方是否順勢推廣至家庭類，值得再觀察。 

 

 

 

 

 

 

 

 

 

 

 

 

 

 

 

 

 

 

106.09.01 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桃園市勞檢處統計，今年 2 月到 7 月勞檢處授權範圍內受理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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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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報製造業職災案件共計有 77 件，其中外勞罹災佔 4 成多，且多

數未接受相關安全衛生教育訓練，顯示教育訓練與工作安全息

息相關。對此勞檢處今年特別針對僱用外勞人數在 30 人以上的

事業單位進行抽查，由較具規模的工廠帶頭做起，除一般安全

衛生的整廠檢查外，也著重於雇主是否落實外勞職前教育訓

練、有無準備外勞母語的教材和訓練紀錄等，過程中也搭配外

語安全衛生教育，提升對工作場所各項危害因子的辨識。 

桃園市職災通報個案 外勞約佔四成 

專案勞檢管理疏失 教育訓練30%最多 

 

鑒於今年外勞職災比例偏高，可能因語言隔閡或雇主未落實教育訓練，以致

外勞對工作安全的觀念較為不足，對此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今年首度辦理外勞

專案檢查，已在 7月底前全數完成。勞檢處表示，此次檢查事業單位所發現的疏

失，以有害作業危害事項所占比例最高，而事業單位自主管理疏失，以教育訓練

居多，已依法通知限期改善，另有 1 家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針對該工作場所要

求部分停工。 

外勞從事製造業工作，作業性質以容易發生職災的 3K 工作居多。桃園市勞

檢處統計，今年 2月到 7月勞檢處授權範圍內受理通報製造業職災案件共計有 77

件，其中外勞罹災佔 4成多，且多數未接受相關安全衛生教育訓練，顯示教育訓

練與工作安全息息相關。 

    對此勞檢處今年特別針對僱用外勞人數在 30 人以上的事業單位進行抽查，

由較具規模的工廠帶頭做起，除一般安全衛生的整廠檢查外，也著重於雇主是否

落實外勞職前教育訓練、有無準備外勞母語的教材和訓練紀錄等，過程中也搭配

外語安全衛生教育，提升對工作場所各項危害因子的辨識。 

   此次專案檢查結果違規屬現場設施防災檢查重點違規項次計 37項，分為有害

作業危害、墜落危害、機械捲夾危害及感電危害共 4類，以有害作業危害事項所

占之比例最高，占 54％，其次分別為機械捲夾危害 22％、感電危害 11％。自主

管理違規項次計 80 項，以教育訓練事項所占之比例最高，占 30％，其次為健康

管理事項 26.25％。勞檢處後續將列為複查重點項目，如發現事業單位未依限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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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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善，將依法裁處 3萬元以上 30萬元以下罰鍰，直到改善為止。 

    勞檢處呼籲，事業單位應善盡雇主責任，在安全衛生管理的落實上，應針對

動力機械及危害性化學品潛藏的危害，設置必要的安全設備及採取安全措施，外

勞的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應以其母語進行，透過反覆實務訓練提升安全作業意識，

避免因語言問題誤操作或不慎接觸有害物質，才能降低發生災害的風險。 

 

 

 
 

 
 

 
 

 
 

 
 

 
 

 
 

 
 

 
 

 
 

 
 

 

106.09.05 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於 8 月 18 日召開，經過勞資 7 小時角力，

最後敲定調漲月薪 4.72%，時薪調漲 5.26%，由勞動部發文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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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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政院建議調漲。由於行政院長林全將在 7 日正式辭職，外界擔

心基本工資調漲會有變動？對此，勞動部表示，行政院已核定

基本工資月薪將由 2 萬 1,009 元提高到 2 萬 2 千元，時薪由 133

元調高至 140 元，將在 9 月 6 日正式公告，指定明年元旦實施，

估約有 205 萬人受惠。 

總統宣布新任行政院長賴清德接任 

林全卸任前定案 基本工資明年調至22K 
 

總統蔡英文 5 日上午主持總統府記者會，宣布行政院林全院長於昨日請辭獲准，新

任行政院長將由台南市長賴清德接任。至於勞動部 8 月 18 日完成的基本工資審議案，

依法得由行政院核定，時值院長交接是否會有變數？對此，勞動部表示，行政院已經核

定基本工資數額，107 年元旦起，基本工資月薪將調至 2 萬 2 千元，時薪則調為 140 元。 

蔡英文致詞，感謝林全擔任她任內首位行政院長，推動五加二產業計畫、能源改革、

年金改革、前瞻計畫、司法改革等政策；蔡英文也交付新任閣揆賴清德七項任務，包括：

一，加速執行產業結構轉型；二，有效執行前瞻基礎建設機會帶動投資；三，持續強化

勞工安全以及轉型中人力和彈性；四，確保供電穩定；五，完成稅改工作以及啟動的改

革工程；六，強化長照托育計畫；七，強化政府發展整體規劃，減少浪費。 

蔡英文強調，7 項任務林全院長已打下基礎，接下來要借重賴院長的魄力來加速改

革建設國家。 

時值內閣改組之際，勞動部 5 日下午 2 點舉辦中元普渡，部長林美珠因為參加台菲

勞工部長會議無法出席，被傳出是台南市長人選之一的政務次長郭國文也出差，由勞動

部政務次長廖蕙芳代為主持。 

勞動部政務次長廖蕙芳表示，她會照例跟著內閣總辭，媒體詢問如果被慰留要不要

留任？她表示不回答假設性問題。 

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於 8 月 18 日召開，經過勞資 7 小時角力，最後敲定調漲月薪

4.72%，時薪調漲 5.26%，由勞動部發文向行政院建議調漲。 

由於行政院長林全將在 7 日正式辭職，外界擔心基本工資調漲會有變動？對此，勞

動部表示，行政院已核定基本工資月薪將由 2 萬 1,009 元提高到 2 萬 2 千元，時薪由 133

元調高至 140 元，將在 9 月 6 日正式公告，指定明年元旦實施，估約有 205 萬人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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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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106.09.05 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在面對時代力量黨團時，賴清德強調，有關金融改革，金管會

將興利與除弊並重，面對國際資本市場競爭。對於勞工最低工

資、媒體壟斷以及年金後序改革等議題，行政院將擇期與時代

力量進一步說明。另外，原住民的人權與照顧部分，政府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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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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賴揆首日工作拜會立院 政院外勞團抗議 

勞團要求檢視移工政策、還勞工7天假 
 

今天（11 日）是行政院長賴清德到任第一個上班日，為加強行政立法溝通，上午即

赴立法院拜會立法院長蘇嘉全、副院長蔡其昌，以及包括國民黨、親民黨、時代力量及

民進黨在內的 4 個立院黨團；同時在行政院外，有 2 批勞團陳情表達訴求，先是移工團

體要求重新檢視台灣的移工制度與政策，另一是工鬥團體要求還勞工 7 天假、一例一休

修法須維護勞工權益、勞保年金要基本保障等。 

賴清德拜會蘇嘉全時表示，未來他率領的行政院團隊，將謙卑面對立法院監督，他

並提出三項期許，盼為台灣開創新局。 

拜會立院黨團加強溝通 關切一例一休年金改革 
 

國民黨團立委提出能源政策、一例一休、兩岸問題、經濟發展、留才攬才，以及食

品安全等議題；親民黨團立委則提出一例一休、食安、掃毒，以及兩岸等議題，賴清德

表示，行政院都會務實面對，後續行政院將多與立法院溝通，希望未來政策不分黨派一

起解決，以符合社會及人民的期待。 

在面對時代力量黨團時，賴清德強調，有關金融改革，金管會將興利與除弊並重，

面對國際資本市場競爭。對於勞工最低工資、媒體壟斷以及年金後序改革等議題，行政

院將擇期與時代力量進一步說明。另外，原住民的人權與照顧部分，政府也會持續進行。 

至於在拜會民進黨團時，他表示是以回娘家的心情來到黨團，將與黨籍立委共同承

擔、共同面對問題及希望行政院與立法院共同開創台灣新局。 

在賴清德拜會立法院時，先有台灣移工聯盟在行政院外陳情，針對日前新竹縣發生

一起警察追緝越南逃逸外勞發生衝突，警方開 9 槍導致移工流血過多致死一案，移團指

出，此案件不該被當成單純的「刑事案件」，整個案件背後的結構性因素，應該跨部會

透過此案重新檢視台灣的移工制度與政策。 

再來是桃園市產業總工會、台北市產業總工會、新竹縣產業總工會等多個勞工團體

組成工鬥在行政院大門口陳情，工鬥團體指出在受台南議會質詢時表示，賴清德曾表示：

一例一休對台灣是太強的藥，應該要更改處方，又去年 11 月賴清德甚至說「勞檢會造

持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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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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成民怨」，被民眾批判立場傾資；甚至過去因為半天颱風假的議題，以「城市會越來越

沒競爭力」作為回應。工團團體認為，新任院長上任，還有許多前任院長未決之待決議

題，應朝向降低工時、提高工資、協助老年生活安全的方向推行，切勿罔顧勞工聲音。 

應提政院版國定假日法 網路平台連署要求回應 
 

工鬥團體並要求賴清德盡速面對多個待解決的勞工問題，包括：（一）工時要縮減、

還我 7 天假，政院應盡速提案國定假日法（二）一例一休修法必須維護勞工權益，切勿

硬幹傾資（三）年金要基本保障、勞保年金切勿修惡，建立稅收制基礎年金優先保障年

金弱勢（四）長期照護政府切勿退位（五）國道收費員案盡速履行協議。 

針對工時縮減，工鬥團體要求賴清德盡速提出行政院版本之國定假日法，還全台人

民 7 天假，切勿再以全國不一致作為取消 7 天國定假日的藉口；工鬥團體將於本周五（15

日）開啟國發會《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之網路連署，邀請行政院正式對於國定假日

法的提案做出正面回應。 

針對一例一休以來，變形工時開放、加班換補休規避加班費的問題，工鬥團體要求

政院做出具體回應，以解決勞工並未真正因一例一休受惠，被砍 7 天假反而換來複雜又

相對彈性的勞動條件的問題。 

 

 

 

 

 

 

106.09.11 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勞動部目前正著手修正《就業服務法》部分條文，針對非法容

留或聘僱外國人，將由每案處 15 萬元至 75 萬元罰鍰，改為按

人數處罰，未來修法通過後，將按非法容留或聘僱外國人之人

數，每人處 15 萬元至 75 萬元罰鍰。還有草案中考量雇主未依

規定安排外國人接受健康檢查或將檢查結果函報衛生主管機關

實屬輕微，現行是處 6 萬元至 30 萬元罰鍰，未來修法通過後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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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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106年第2季 雇主違法罰鍰近1,900件 

聘僱非法外勞居首 勞動部籲依法聘用 
 

根據106年第二季統計資料，全國各地查獲雇主違反就業服務法件數有1,895件，較

去年同期件數約增加12％，雇主違法行為前三名分別是「聘僱未經許可或許可失效外勞」、

「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及「指派外勞從事許可以外工作」。 

勞動部指出，雇主應依法聘用外勞，外勞如有遭受雇主不法對待情形，均可撥打24

小時免付費電話1955申訴或諮詢；對於民眾檢舉非法雇主而查獲的案件，依查獲人數或

案件態樣將核發獎勵金最高7萬元。 

另外，勞動部目前正著手修正《就業服務法》部分條文，針對非法容留或聘僱外國

人，將由每案處15萬元至75萬元罰鍰，改為按人數處罰，未來修法通過後，將按非法容

留或聘僱外國人之人數，每人處15萬元至75萬元罰鍰。還有草案中考量雇主未依規定安

排外國人接受健康檢查或將檢查結果函報衛生主管機關實屬輕微，現行是處6萬元至30

萬元罰鍰，未來修法通過後將改處3萬元至15萬元罰鍰。 

根據資料，106年1月至6月，全國各地查獲雇主違反就業服務法件數共有1,895件，

較去年同期1,690件、增加205件，另廢止聘僱84件較去年同期70件增加14件。 

雇主違法行為仍以「聘僱未經許可或許可失效外勞」居首，勞動部說明，106年第二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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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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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件。 

其次是雇主違反就服法第44條「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者有189件，處新臺幣

15萬元至75萬元罰鍰，廢止許可有12件。 

再者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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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件，廢止許可有17件；其中指派許可以外工作較多

有181件，將處以新臺幣3萬元至15萬元罰鍰，並由主管機關限期改善，若是仍而未改善

者，廢止許可件數有4件。 

改處 3 萬元至 15 萬元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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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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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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件，將處新臺幣6萬元至30萬元罰鍰；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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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件違反就服法第56條規定「所聘僱外國人有連續曠職3日失去聯繫或是聘僱關係終

止之情事未通報當地主管機關或警察機關」，將處以新臺幣3萬元至15萬元罰鍰；還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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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9.12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就業服務法》修正第 52 條規定，外籍勞工聘僱期滿免出國

即可續留台工作，申辦期間仍有雇主因欠缺申辦應備文件，導

致延長期滿續聘辦理時程，勞動部提醒，雇主應取得「招募許

可函(產業類取得入國引進許可函)」及簽署「勞雇雙方合意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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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勞期滿續聘免出國 已累計近8萬件 

退件常見是未辦妥招募或是入簽許可函 
 

去年《就業服務法》修正第 52 條規定，外籍勞工聘僱期滿免出國即可續留台工作，

目前已累計近 8 萬件申辦期滿續聘案件數，申辦期間仍有雇主因欠缺申辦應備文件，導

致延長期滿續聘辦理時程，勞動部提醒，雇主應取得「招募許可函(產業類取得入國引

進許可函)」及簽署「勞雇雙方合意續聘證明書」辦理期滿聘僱作業，以免延誤申辦時

程。 

勞動部統計，自 105 年 11 月《就服法》修正通過外籍勞工聘僱期滿免出國規定，

至 106 年 8 月底止，雇主申辦期滿續聘案件已達 7 萬 8,917 件，占整體聘僱案件 33%。 

勞動部指出，期滿續聘免出國，外勞除可以減輕聘僱期滿後出境再返台工作支付國

外作業費用外，企業雇主亦可因應廠內訂單彈性調整人力，家庭類雇主則可以視被看護

者需求減少用人空窗期，有效共創勞雇雙贏。 

勞動部說明，續聘外勞需注意 2 步驟，首先是雇主於外籍勞工聘僱期滿前 4 個月完

成招募許可函(產業類雇主並取得入國簽證許可函)後，再於聘僱期滿前 2 至 4 個月辦理

期滿續聘，勞工即可續留台工作。 

不過在受理申辦期滿續聘案件時，勞動部發現雇主申辦期滿續聘作業遭退件常見原

因為「雇主漏未辦理招募許可函(含入國簽證許可函)」及「忘記簽署雙方同意期滿續聘

證明書」的情形，其中「未辦妥招募或入國簽證許可函」占退件數 49.95%，「未簽署合

意證明」亦占退件數 22.53%。 

勞動部指出，為使申請作業順行，請雇主多加留意辦理時程及應備文件，並於送件

前再次確認申請書表資料欄位是否完善，避免影響申辦期滿續聘時效。 

  106.09.14外勞通訊社 

聘證明書」辦理期滿聘僱作業，以免延誤申辦時程。 

重點整理： 

行政院及民進黨立法院黨團召開行政立法協調會報，與民進黨

立委討論下會期優先法案，會中達成共識，共計列出 72 項優先

法案，除了攸關軍公教調薪、擴大內需的總預算案、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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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賴揆：面對一例一休問題 政院會有態度 

72項優先法案 一例一休列第4順位 

 

     行政院長賴清德 18 日出席第一屆登革防疫國際論壇時指出，面對一例一休這樣的

重大法案，行政院一定要有態度，詳細情形我們會在立法院總質詢後做決定，同時跟社

會報告；行政院發言人徐國勇下午進一步表示，下會期的優先法案共有 72 項，其中「一

例一休」的《勞基法》修正草案列為第 4 順位，院長將在總質詢聆聽立委意見後，提出

行政院版的勞動基準法修法版本。 

    對於院長說會在總質詢期間聽取意見，總質詢後一定會有態度，勞動部主秘兼代理

發言人陳明仁表示，目前勞動部仍然持續蒐集各界意見並審慎研議。 

    由於立法院將於 9 月 22 日開議，行政院及民進黨立法院黨團今天中午召開行政立

法協調會報，與民進黨立委討論下會期優先法案，會中達成共識，共計列出 72 項優先

法案，除了攸關軍公教調薪、擴大內需的總預算案、中央政府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特別預

算案之外，一例一休與稅改分別列為第 4、5 的優先法案，勞保年金改革與軍人年金改

革則是排在第 38 與 39 順位。 

     徐國勇會後轉述，在今天行政立法政策協調會報中，經過立委的要求之下，攸關

一例一休修法的勞基法修正案，行政院將會提出相對應的版本，並列入立法院新會期民

進黨團的重大優先法案。 

     徐國勇說明，去年通過的勞基法版本是民進黨立法院黨團提出的版本，行政院至

今沒有真正提出過修法版本，今天會中立委要求，行政院應基於主管機關的立場提出相

對應版本，讓法案更周全。 

    他表示，賴清德曾任 3 屆立委，認為行政院提出版本也是不錯的想法，因此總質詢

後將提出行政院的修法版本；由於立委已經提出兩個版本，屆時委員提案版本與行政院

版本都會列入本會期優先法案。 

    徐國勇說，包括外界關心的工時帳戶、特休假、加班費計算方式等，將以開放的態

度，聆聽各界意見後，再提出修法版本。 

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特別預算案之外，一例一休與稅改分別列為

第 4、5 的優先法案，勞保年金改革與軍人年金改革則是排在第

38 與 39 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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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9.18 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勞動基準法》第 56 條第 2 項規定，雇主應於每年年底檢視次

一年度成就退休條件勞工所需之退休金，並於次年 3 月底前補

足退休準備金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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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未按月提繳勞退舊制遭裁罰有20件 

61件未足額提撥 將處9萬元以上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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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71％；另未足額提撥今年已開罰 61 件，其中有 13 件是第 2 次裁罰。 

    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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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罰有 20 件，另還剩 16 家事業單位不願為勞退舊制開戶，將會被

處 2 萬元至 30 萬元罰鍰。 

   《勞動基準法》第 56 條第 2 項規定，雇主應於每年年底檢視次一年度成就退休條件

勞工所需之退休金，並於次年 3 月底前補足退休準備金差額。 

    勞動部勞動福祉司長孫碧霞指出，106 年係第二年執行上述規定，截至 8 月底止，

已符合足額提撥規定之事業單位家數達 10 萬 7 千餘家，佔全部舊制家數的 95.71%，提

撥準備金計 870 億元。較前一年約提早半年即達成 9 成足額提撥比例，並於 8 月達到足

額提撥比率 95%以上，提前達成年度績效指標。 

    孫碧霞進一步說明，提撥準備金差額依規定須每年辦理，105 年第一年執行時，該

年底足額提撥比率達 93.22%。第二年執行時，地方主管機關查核已更有經驗，新一年度

事業單位仍有新增差額需提撥，地方主管機關就全部舊制事業單位逐一檢視及輔導，從

1 月的宣導、發文通知，4 月起的陳述意見及查核等，採個案輔導方式，提前在 8 月達

成年度 95%績效指標。 

    她指出 106 年度累計已裁罰 61 件未足額提撥案件，依法將處 9 萬元至 45 萬元，通

常第 1次地方政府多是裁罰 9萬元，其中 13件係第 2次裁罰，這 13件分別是由台北市、

新北市、竹科、新竹縣與嘉義市開罰，裁罰金額 9 萬元至 18 萬元不等，由地方主管機

關衡酌違法情節予以加重處罰。 

    根據資料，去年裁罰 46 件、423 萬元，今年已開罰 61 件，本項規定實施後合計已

裁罰 107 件，裁罰金額累計達 1,059 萬元，事業單位尚未補足差額者，亦由地方主管機

關逐案列管。   

黑寶寶身分問題  內政部：已積極處理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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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新生兒出生通報篩濾結果，自 96 年 1 月至 106 年 8 月底，國內有 543 人生母為

行方不明外籍勞工或使用假身分，屬非我國籍的無依兒少，內政部表示，政府已積極

介入處理，解決其收出養、就學、就醫及國籍歸化等各項問題。 

為落實兒童權利公約保障非本國無依兒少權益，內政部將這些兒少分成「生母為

外國人，生父為國人」、「生母為外國人，生父為外國人或不詳」、「生母及生父均無可

考」及「兒少之生父不詳，生母為外國人，已出境或遭遣返回國、行方不明」等 4 大

類，已建立相關處理機制。上述 543 人將陸續比對確認他們的身分，以作最妥適處理。 

內政部指出，針對兒少之生父不詳，生母為外國人，已出境或遭遣返回國、行方

不明者，已於今年 1 月 9 日訂定「在臺出生非本國籍兒童少年申請認定為無國籍人一

覽表及流程」，經請外交部及內政部移民署協尋生母行蹤，或洽其生母原屬國政府確認

該兒少未具有該國國籍，或逾 3 個月無回應者，內政部即認定其為無國籍人，並由縣

（市）政府社政機關處理後續收出養事宜，目前已依流程認定 14 位無國籍人。 

另內政部今年 6 月 15 日訂定「辦理非本國籍無依兒少外僑居留證核發標準作業流

程」，被認定為無國籍人後即可核發無國籍外僑居留證，就可接受安置就養，健保就醫

及就學等。 

 

 

 

 

 

 

 

 

 

106.09.19 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公布今年度化學品管理專案檢查結

果，日前針對轄內 50 家從事化學製品和材料製造業之事業單

位實施抽查，結果發現 40 家事業單位有違規事項，其中有高

達一半以上未做好化學危害預防為違規的最大宗。勞檢處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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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市化學品勞檢 危害預防為缺失大宗 

工廠應落實管理及標示 未改善將處分 
 

    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公布今年度化學品管理專案檢查結果，日前針對轄內 50 家

從事化學製品和材料製造業之事業單位實施抽查，結果發現 40家事業單位有違規事項，

其中有高達一半以上未做好化學危害預防為違規的最大宗。勞檢處後續將針對事業單位

缺失項目進行複查，如發現未依限期改善，將依法裁處新台幣 3 萬元以上 30 萬元罰鍰，

直到改善為止。 

  此次專案勞檢在於檢視工廠是否落實化學品管理，重點在「化學危害」部分。勞檢處

處長周賢平表示，化學危害缺失主要在於未實施化學品分級措施，及未提供或定期更新

安全資料表，因本專案檢查對象為化學製品及材料製造業，多數都有使用具有危害性的

化學品，如未做好化學品管理或危害性標示，極易對作業勞工的健康造成影響，更可能

因接觸或暴露化學危害的作業環境造成傷亡。 

  分析這次缺失類型，以未做好化學危害預防之比例最高占 54％，自主管理違規占 29

％，現場設施機械危害則占 16％。前述化學危害類型，則以化學品分級管理、未落實危

害標示及通識兩項占最大宗，分別占 47％及 46％，另有 7％未依程序報備優先管理化學

品。 

 勞檢處呼籲，為避免勞工於作業場所使用化學品造成健康影響，雇主對於使用的化學

品，應有危害標示及安全資料表可供查閱，針對具有健康危害的化學品，必須評估其風

險及採取分級管理措施，對於特殊有害作業場所，應指派合格有害作業主管從事現場監

督作業，並定期監測作業場所空氣中有害物濃度，以降低化學危害風險，預防職業病的

發生。                                              

北市長照中心搬遷 看護工申審維持不變 
 

台北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公告，自 9 月 25 日(週一)起，將搬遷至捷五基地開發大

樓，地址為台北市中山區錦州街 233 號(近捷運行天宮站 4 號出口)，聯絡電話：

(02)2537-1099、傳真：(02)2537-6533，屆時將於新址，提供各項長照服務諮詢。 

將針對事業單位缺失項目進行複查，如發現未依限期改善，將

依法裁處新台幣 3 萬元以上 30 萬元罰鍰，直到改善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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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辦理各項家庭看護工申審案件則維持不變，統一至市府大樓 B1 中央區辦理。 

長照管理中心提醒，民眾電話諮詢請留意電話線路異動，東區、南區服務站(南港、內

湖、信義、大安、松山、文山)分機 200-225；中區、西區服務站(大同、中山、中正、

萬華)分機 300-312；北區服務站(士林、北投)分機 500-512。 

 

 

 

 

 

 

 

 

 

 

 

 

 

 

 

 

 

 

 

 

106.09.21 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由於一例一休上路前，勞工本來有專屬 7 天國定假日，元旦隔

日（1/2）、青年節（3/29）、教師節（9/28）、光復節（10/25）、

蔣公誕辰（10/31）、國父誕辰(11/12）以及行憲紀念日（12/25），

因國定假日需支付雙倍薪水，雇主成本約 630 億元；但是一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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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團體赴政院抗議 反對工時銀行 

一例一休拒修惡 要求先還7天國假 
 

    「青年拒砍七天假串聯」10 餘名青年 22 日上午赴行政院外抗議，他們數次呼喊口

號「親資內閣推惡法，勞動青年拆政府」要求執政黨和新上任的賴內閣，應盡速落實勞

動檢查，並檢討一例一休搭配砍 7 天假的對勞工的衝擊，還給青年勞動者應有的 7 天國

定假日，落實蔡英文選前的六大勞工政策，改善勞動環境。 

  出面接受陳情的行政院內政衛福勞動處參議吳婉慧表示，行政院會聽取各界意見，目

前尚未決定勞基法修法版本。她說，行政院會秉持「安全、彈性」的原則，也會將青年

的意見帶回參考。 

  由於一例一休上路前，勞工本來有專屬 7天國定假日，元旦隔日（1/2）、青年節（3/29）、

教師節（9/28）、光復節（10/25）、蔣公誕辰（10/31）、國父誕辰(11/12）以及行憲

紀念日（12/25），因國定假日需支付雙倍薪水，雇主成本約 630 億元；但是一例一休

施行後，政府以落實周休二日及「國定假日全國一致」為由，取消 7 天假。 

  「青年拒砍七天假串聯」共同發起團體包括國立臺灣大學工會、臺灣大學濁水溪社、

高教工會青年行動委員會、工鬥產業青年後備軍、北醫義鬥社、政治大學學生勞動權益

促進會等。 

  青年團體於 8 月 25 日發起「一例一休青年勞動調查」，調查內容包含加班費、特休

假的況以及青年勞動者對於目前勞基法修法方向的看法。調查結果顯示：青年打工族：

特休、加班費通通拿不到、8 成青年反對勞基法修惡，及 86.7%的青年覺得當前政府政

策過度傾向資方。 

  青年團體提出 2 項訴求，保障青年未來就業環境，拒絕勞基法朝向「工時銀行」、「特

休假遞延」、「取消加班做 1 算 4」、「提高加班時數上限」的方向修惡；及重視青年

勞動權益，還給全體勞工 7 天國定假日。 

休施行後，政府以落實周休二日及「國定假日全國一致」為由，

取消 7 天假。接受陳情的行政院內政衛福勞動處參議吳婉慧表

示，行政院會聽取各界意見，目前尚未決定勞基法修法版本。

她說，行政院會秉持「安全、彈性」的原則，也會將青年的意

見帶回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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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9.22 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行政院主計總處 22 日公布國內 106 年 8 月失業率為 3.89%，較

7 月 3.84 %上升 0.05 個百分點，較前一年同月則下降 0.19 個百

分點。由於自 9 月中旬蘋果新機發表會後，iPhone 8 與 iPhon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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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失業率3.89％ 較去年同期降0.19％ 

蘋果供應鏈需求大 製造勞力工缺萬餘人 
 

政院主計總處 22 日公布國內 106 年 8 月失業率為 3.89%，較 7 月 3.84 %上升 0.05

個百分點，較前一年同月則下降 0.19 個百分點。根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台灣就業

通」就業服務資料庫統計，106年 8月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新登記求才人數為 11萬 1,215

人，較上月減少 0.94%，新登記求職人數總計 6 萬 7,282 人，較上月成長 1.05%，平均

每一位求職者有 1.65 個工作機會。 

    勞動力發展署指出，自 9 月中旬蘋果新機發表會後，iPhone 8 與 iPhone 8 Plus 在

9 月下旬正式開賣，引發市場高度關注，後續還有 iPhone X 將在 11 月開賣，市場預估

明年 iPhone X 出貨量可上看 9,000 萬支，為因應此波換機潮，蘋果供應鏈相關廠商已

展開搶人大作戰，紛紛在台灣就業通網站釋出多項職缺，以補足人力趕出貨。 

    根據資料庫可看出，8 月職缺數成長幅度較高的職類為「製造勞力工」(如作業員)、

「包裝及有關機械操作人員」及「電力及電子設備組裝人員」，分別成長 8.23%、30.24%、

70.47%，其中「製造勞力工」(如作業員)8 月新登記求才人數達 1 萬 840 人。 

    受惠於蘋果推出新款手機，為因應未來的大量出貨，光學鏡頭大廠大立光急徵超過

500 位的作業員，而景碩科技、欣興電子、嘉聯益科技、台郡科技亦分別釋出超過百位

的作業員職缺，且相關供應鏈廠商如國巨、日月光、台灣穗高科技等也均在台灣就業通

網站大舉招募新血。 

    若以求供倍數來看，其他製程控制技術員與電子工程技術員也是非常熱門的職類，

求供倍數分別高達 5.7 倍與 6.24 倍，人力缺口相當大，不少廠商祭出高薪來吸引人才，

例如：欣興電子的製程技術員薪資上看 46K，並享有免費伙食供應，建議新鮮人或有意

轉職的民眾可多加把握機會投遞履歷。 

    另外，目前全台最大的蘋果經銷通路德誼數位科技正在招募手機銷售專員、電商營

Plus 在 9 月下旬正式開賣，引發市場高度關注，後續還有 iPhone 

X 將在 11 月開賣，市場預估明年 iPhone X 出貨量可上看 9,000

萬支，為因應此波換機潮，蘋果供應鏈相關廠商已展開搶人大

作戰，紛紛在台灣就業通網站釋出多項職缺，以補足人力趕出

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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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專員與 3C 產品訓練講師，其中 3C 產品訓練講師的薪資上看 40K，有興趣的民眾可多

加把握機會。 

一例一休綠委版本 交付衛環委員會討論 
 

    立法院第九屆第四會期 22 日開議，行政院長賴清德的施政方針報告下周二（9/26）

才進行。院會上午將民進黨立委何欣純、蔡易餘提案，攸關一例一休修法的《勞動基準

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交付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蔡易餘版本是休息日上班保留「做一給四」之部分，而超過 4 小時之部分，則回歸

以實際工作時間計算，另每月加班上限 46小時之下以 2至 6個月為一期總量勻支使用，

但單月不得超過 54 小時；增列勞工得請求累計特休假之依據，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契

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因年度終結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或

經勞工請求後予以累計，並以 3 年度為累計之期限。 

    何欣純版本則是休息日加班時數以及工資改為核實計算，將現行的「做一算四，做

五算八」改為核實計算，加班時數以每月加班上限 46 小時之下改為 3 個月為一期總量

勻支使用，但單月不得超過 54 小時，也就是採用歐美國家的「工時帳戶制」：若該年

沒修完的特休假，將修法規定雇主應發給工資，或延長最多 2 年。 

 

 

 

 

 

 

 

 

 

 

106.09.22 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針對雇主聘僱逃逸外勞，處罰對象應該為勞雇雙方，雙管齊下，

才能有效降低逃逸事件發生；雇主遭遇不良之外籍勞工，應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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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服法修正草案 網路平台熱議逾千則 

建議協議轉換 雇主可立即聘新外勞 
 

《就業服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已於 8 月 30 日放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供社會

各界參閱並提供修法意見，截至 9 月 25 日，該平台已有 1,400 多則回應，其中因為增

訂仲介從業人員對外國人有性侵、性騷與暴力等經法院判決有罪時，其所屬仲介公司將

被廢止設立許可，導致很多人上網留言，應該本、外勞一視同仁保障所有的勞工，勞動

部應把全國公司法人、財團法人與政府機關一併列入適用範圍。 

 就服法草案收集意見將於 106 年 10 月 29 日截止，彙整後送至勞動部法規會討論。 

雇主遞補應刪除等待期 外勞來台應繳交保證金 
 

網路上修法意見包括，建議加列條文，外勞與雇主經協議不續聘，雇主即可立即聘

僱新勞工，不需等待外勞轉出。且因聘僱關係終止，雇主已無義務再負擔外勞食宿及逃

逸責任；外勞不管任何理由而逃逸，卻先處罰家庭類雇主 3 個月不得聘用，但逃跑理由

百百種，有時根本不是雇主的問題，這樣極不平等，踐踏雇主及受照顧長輩的尊嚴，應

讓雇主仍可先行申請聘僱其他外勞，待抓到逃逸外勞，釐清原委後，若真是雇主問題，

再行懲罰雇主；外勞在本國的工作資歷履歷應開放網路查詢。 

針對雇主聘僱逃逸外勞，處罰對象應該為勞雇雙方，雙管齊下，才能有效降低逃逸

事件發生；雇主遭遇不良之外籍勞工，應給予退場機制；遭遇惡意遺棄導致被照顧者有

生命之疑慮情形，應加重逃逸外勞之罰則，以保障被照顧者之權益。 

建議外籍勞工入境台灣時，應繳納一定金額之保證金（由政府收取），用於將來一

旦發生逃逸，未來罰款及遣返機票由此負擔，如果外籍勞工合法離境（契約終止）時，

金額可依據郵局公告之利息，連本帶利退回給外籍勞工。 

建議加重嚴懲收容、租借房屋給予逃逸外勞，致使逃逸外勞容易租屋容身，本國人

或外籍勞工之罰則應一體適用；嚴懲非法媒介之人（無論本國人或外國人），新聞報導

指出逃逸外籍勞工已有專職非法媒介工作、毒品控制、盜採林木等獨立犯罪行為，因此

處罰對象應包含本國人及外國人。 

予退場機制；遭遇惡意遺棄導致被照顧者有生命之疑慮情形，

應加重逃逸外勞之罰則，以保障被照顧者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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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只有裁罰雇主的條款，卻沒有勞工對雇主或病人施虐或暴力甚至性侵害性騷擾

的裁罰，這樣於法顯有歧視不對等的法源依據；神職身分外國人取得容易，來台從事宗

教活動應予認可，但須防藍領外國人假宗教之名，行工作之實，破壞國內就業市場與經

濟，故建議不宜排除於本法之外或增訂許可外工作之處罰辦法為宜。 

個人違法導致公司廢止 顯見嚴苛比例原則失當 
 

    《就業服務法》不是外籍勞工專法，勞動部也不是外勞部，應該本外勞一視同仁保

障所有的勞工，如果真的要増訂 40 條 18 款 19 款這種歧視性條款，就請勞動部把全國

公司法人、財團法人、政府機關一併列入，保障所有本、外國工作者的權益。 

    不過也有意見指出，修法新增第 40 條第 18 款用意甚佳，但因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從

業人員個人對外勞性侵行為，因而要廢止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之設立許可，顯失比例原則。

就業服務機構不可能對所有從業人員均能有效監督，保證其不違法，如因從業人員個人

違法行為，而廢止就業服務機構之許可，勢將造成其他從業人員均將面臨失業，已不符

合比例原則及不當連結。且此與雇主性侵外勞，僅限制其 5 年內不能再提出申請，兩相

比較，顯見對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處罰太過嚴苛，建請勞動部修正為先以罰鍰處分，情節

嚴重者再以停業或廢止許可處分。 

 

 

 

 

 

 

 

 

 

 

 

106.09.25 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依現行外籍勞工行蹤不明失去聯繫認定原則，若外籍勞工於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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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資糾紛 雇主謊報外勞行蹤不明 

勞動部：罰鍰30萬元以上並有刑責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重申，雇主如謊報外籍勞工行蹤不明，經查證屬實者，除涉嫌

違反刑法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外，將依就業服務法處新臺幣 30 萬元至 150 萬元罰鍰。 

截至 8月底，外勞在台行蹤不明人數有 5萬 2,322人，其中越勞人數居冠有 2萬 5,340

人，其次是印勞 2 萬 3,581 人，其餘依序是菲勞 2,548 人、泰勞 852 人、馬勞 1 人。 

勞動力發展署指出，曾有外籍勞工與雇主發生勞資爭議後，雇主謊報外籍勞工行蹤

不明，導致外籍勞工遭勞動部廢止聘僱許可。 

發展署說明，依據《就業服務法》第 56 條規定，受聘僱之外國人有連續曠職 3 日

失去聯繫或聘僱關係終止之情事，雇主應於 3 日內以書面通知當地主管機關、入出國管

理機關及警察機關。其立法目的是為維持社會安定，及掌握外國人動態，但基於保障外

籍勞工就業權益，雇主有依客觀事實通報的責任，不可濫用行蹤不明通報制度。 

依現行外籍勞工行蹤不明失去聯繫認定原則，若外籍勞工於連續曠職 3 日內，因勞

資爭議或雇主違法，曾撥打 1955 專線申訴或經地方勞工主管機關予以安置，不會認定

為行蹤不明失去聯繫，雇主若通報行蹤不明，亦會在查證後撤銷通報。 

發展署進一步說明，若接獲外籍勞工申訴遭雇主惡意謊報行蹤不明，會立即進行調

查，如經調查確認有惡意謊報事實，地方勞工主管機關可依法裁處新臺幣 30 萬元至 150

萬元罰鍰，勞動部並將同意外籍勞工轉換雇主或工作，以保障其就業權益。另外，雇主

如經地方勞工主管機關認定違反刑法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亦將移送檢察機關依法偵

續曠職 3 日內，因勞資爭議或雇主違法，曾撥打 1955 專線申訴

或經地方勞工主管機關予以安置，不會認定為行蹤不明失去聯

繫，雇主若通報行蹤不明，亦會在查證後撤銷通報。 

發展署進一步說明，若接獲外籍勞工申訴遭雇主惡意謊報行蹤

不明，會立即進行調查，如經調查確認有惡意謊報事實，地方

勞工主管機關可依法裁處新臺幣 30 萬元至 150 萬元罰鍰，勞動

部並將同意外籍勞工轉換雇主或工作，以保障其就業權益。另

外，雇主如經地方勞工主管機關認定違反刑法使公務員登載不

實罪，亦將移送檢察機關依法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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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發展署提醒，惡意謊報外籍勞工行蹤不明將被處以刑事罰及行政罰，雇主不可不慎，

以免受罰。 

 

 

 

 

 

 

 

 

 

 

 

 

 

 

 

 

 

 

 

 

 

 

   106.09.28 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納稅義務人如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個人，全月薪資給付總額不

超過行政院核定每月基本工資 1.5 倍者，應按給付額扣取 6%，

如超過該金額，則按給付額扣取 18%。今年度的基本月薪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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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工資明年提高 扣繳基準配合變動   

非居住者薪資未達 3.3 萬元 稅率 6% 
 

行政院日前核定基本工資調整案，自 107 年元月起，最低月薪將調整為 22,000 元。

財政部台北市國稅局提醒，納稅義務人如非屬中華民國境內居住者身分，全月薪資給付

總額未達基本工資 1.5 倍者，應按給付額扣取 6%。今年所適用的金額標準為 31,514 元，

明年起配合基本工資調整，將一併提高至 33,000 元。薪資給付如超過前述標準，將會

適用 18%的稅率。 

近期台北國稅局接獲事業單位詢問明年起基本工資調升後，應如何辦理薪資所得扣

繳等相關問題。國稅局說明，扣繳單位扣繳薪資所得的金額及方式，應視納稅義務人身

分別而有不同，如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個人，可由按月給付職工的薪資，依薪資所得扣

繳辦法規定辦理扣繳，或是按全月給付總額扣取 5%，兩種方式擇其一。 

納稅義務人如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個人，全月薪資給付總額不超過行政院核定每月

基本工資 1.5 倍者，應按給付額扣取 6%，如超過該金額，則按給付額扣取 18%。 

今年度的基本月薪為 21,009 元，其 1.5 倍即為 31,514 元，而在 107 年 1 月 1 日以

後，因基本工資調整為 22,000 元，判定標準也跟著提高至 33,000 元。藍領外勞當年度

居留未滿 183 天時，將以非居住者身分課稅，即須視全月給付薪資總額，決定適用的稅

率。 

國稅局提醒，薪資所得扣繳辦法以及 106 年度薪資所得扣繳稅額表，可至國稅局網

站下載，網址： http://www.ntbt.gov.tw，進入服務園地/下載專區/各稅檔案下載/綜

合所得稅項下查詢。 

國稅局補充說明，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取得薪資所得，依薪資所得扣繳辦法第

8 條規定，每月應扣繳稅額不超過新台幣 2,000 元者，免予扣繳。兼職薪資及非每月給

付薪資（如：三節獎金），扣繳義務人應按給付額扣取 5%；但每次給付金額未達薪資所

得扣繳稅額表無配偶及受扶養親屬的起扣標準者，免予扣繳，106年的起扣標準為 73,501

元。 

 

21,009 元，其 1.5 倍即為 31,514 元，而在 107 年 1 月 1 日以後，

因基本工資調整為 22,000 元，判定標準也跟著提高至 33,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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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9.29 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根據衛生局日前公布的通報辦法，轄內僱用勞工人數超過 300

人以上的事業單位為適用對象，經公司外派從疫區返台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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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人以上事業單位 高市建通報機制 

發現菲勞登革熱確診病例 衛局核發獎金 
 

目前我國四個外勞輸出國，都是登革熱疫情的警示地區，高雄市政府今年 4 月起推

動「決戰境外-安心返鄉健康關懷計畫」，鼓勵自疫區返國的新住民主動配合前往衛生

所採檢，7 月起再將外派的本籍勞工、外籍勞工及外籍學生等列入擴大執行對象，統計

至 9 月 25 日止，參與主動採血計 1,040 人，其中 1 人確診。 

高雄市衛生局近期公布第 29 例境外移入登革熱病例，為 30 歲菲律賓籍男性，任職

於岡山區某科技公司，8 月 27 日至 9 月 10 日休假返回菲律賓，入境當天出現頭痛症狀，

返台後經公司主動轉介通知轄區衛生所，後續確診登革熱。 

衛生局指出，該公司主動轉介通知轄區衛生所採檢 3 名自菲律賓返台工作的外勞，

其中 1 人判定為境外登革熱確診個案，成功攔阻病毒進入社區，衛生局 9 月 29 日頒贈

確診個案通報獎金新台幣 2,500 元以及感謝狀。高雄市今年截至目前為止，登革熱境外

確診個案累計 29 例，境外感染國家為越南 9 例、馬來西亞 5 例、菲律賓及泰國各 3 例、

緬甸 2 例，印尼、印度、新加坡、孟加拉、馬紹爾群島、柬埔寨及斯里蘭卡各 1 例，全

國 234 例境外移入個案中，亦出現 2 例死亡個案，顯示東南亞地區境外移入風險高。 

根據衛生局日前公布的通報辦法，轄內僱用勞工人數超過 300 人以上的事業單位為

適用對象，經公司外派從疫區返台工作的勞工或有自疫區返台工作的外勞，所屬事業應

於員工入境或返回職場 5 日內主動造冊通報衛生單位，並副知主管機關，為鼓勵事業單

位主動通知符合條件的外籍、外派員工進行登革熱、茲卡採檢，凡經主動採檢者由衛生

局頒贈 250 元禮券。 

僑外學生部分，則是校方進行通報。主動採血經確認感染登革熱或茲卡病毒者，可

獲得新台幣 2,500 元獎金。 

經濟部 6 場僑外生媒合 新南向佔 42% 
 

勞工或有自疫區返台工作的外勞，所屬事業應於員工入境或返

回職場 5 日內主動造冊通報衛生單位，並副知主管機關，為鼓

勵事業單位主動通知符合條件的外籍、外派員工進行登革熱、

茲卡採檢，凡經主動採檢者由衛生局頒贈 250 元禮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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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協助企業招才、攬才，而僑外生具有熟悉台灣及其母國文化的優勢，經濟部今年

4 月至 9 月間辦理六場在台僑外生媒合會，最後一場 9 月 29 日在台北進行，共吸引 106

位僑外生、50 家企業參與。投資業務處分析，就廠商布局區域來看，42%為新南向人才

需求佔最大宗，由國籍別看，則以印度佔 24.5%最高，其次為印尼佔 21.4%、馬來西亞

18.7%、越南 15.2%，為主要國家。 

目前廠商國際人才需求的產業別，金屬機電佔 35%，民生化工佔 21%，電子資訊佔

21%，其他包括金融、流通業等，則在 10%以下。 

投資處表示，透過舉辦僑外生媒合會，建立企業與國際人才媒合的平台，並且藉由

籌組海外攬才團及建構攬才網絡等方式，協助國內企業填補人才缺口，自 101 年起辦理

僑外生媒合會以來，已協助廠商聘僱在臺僑外生計 1,206 人。 

以布局新南向的產業分析，金屬機電業指標企業包括東和鋼鐵、建準電機、均豪精

密；民生化工業包括聚陽實業、寶成工業、康那香；電子資訊業則有光寶科技、微星科

技、華碩電腦，而金融服務業則有華南銀行、台新銀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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