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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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懂得知足，是最大的富足；懂得放心，就能事事安心。   

§ 路是人走出來的，千里之遙，都是從第一步開始。                      楊董                                                                                                                          

                                                              
§ 一件大事，一人分擔，困難重重；一件大事，團結合作，易如反掌。 

§ 活在當下，心存感激，開心地去走我們當下的每一步。                  二姐       

                                                               

§ 不要太在意他人的言語，要知道嘴巴是別人的，人生才是自己的。 

§ 人生最大的成就，就是從失敗中站起來。                              張姐 

                                                               

§ 常保自我警惕的心，懂得如何做對的事，人生就不會後悔。 

§ 所謂「難過」，並非時間漫長難度，而是心念卡住過不去。               嘉文                                                                                            

                                                               

§ 雞蛋，從外打破是食物，從內打破是生命。人生亦是，從外打破是壓力，從內打 

破是成長。 

§ 我們無法讓壞事不發生，但能努力讓它不影響我們。                   金瑛 

                                                               
§ 有兩件事不能慢，第一是孝順，第二是為善。   

§ 好事我們要響應，壞事及時叫停。                                    筱甯                                   

                                                                                                     
§ 有些人讓你感到溫暖  是因為他打從心底用自己想被對待的方式對待你。 

§ 溝通有時候很困難  因為你必須說服自己去理解一些你不以為然的事。    勇衡                                                       

                                                               
§ 一絲一毫關乎節操，一件小事、一次不經意的失信，可能會毀了我們一生的名譽。 

§ 害怕時，把心思放在必須做的事情上，如果曾經徹底準備，便不會害怕。  宏哲  

                                                               
§ 勇氣是進步的搖籃，願力是成功的溫床;弱者坐待機會，勇者創造機會。 

§ 做好事總是要騰出時間，這是人生的目的，也是人生的義務。            巧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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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固然短暫，但漫不經心地浪費，將使生命更為短暫。 

§ 不要努力看起來很強,而是努力變得很強 。                            愷悌                                                                                                 

                                                                 

§ 微笑多一點，紛爭就不見，微笑多一點距離就不見，微笑多一點人人都變美。 

§ 用智慧處理事,以資慈悲關壞人,用祝福結善緣,以歡喜造福田。           琬蒂                                                           

                                                                

§ 人生沒有什麼是“理所當然”的，凡事若能心存感恩，生命自然更快樂滿足。 

§ 即使輸掉了一切，也不要輸掉微笑。                                  雅琳 

                                                                

§ 今天的成功是因為昨天的累積，明天的成功則依賴今天的努力，每天用心努力多

一些，離目標的距離也少一些。 

§ 能夠堅持到最後的人，往往能從失敗中發現成功;從絕望中發現希望，轉換角度，

就能發現轉機。                                                    阿河                  

                                                                
§ 積極的態度會帶來積極的結果，因為態度是具有感染力的。 

§ 知識要用心體會，才能成為自己的智慧。                          莎莎                                                                                                               

                                                                
§ 雜亂的土地長不出優良的作物，紛亂的心田，開不出智慧的花朵。 

§ 想過去是雜念，想未來是忘想，最好把握當下的時刻。                  海平                                                                                                                 

                                                                  

§ 當你相信自己的理想是正確的，那就要有勇氣守住這個立場。 

§ 我們跌倒的地方，是我們人生旅途上的墊腳石。                        妍臻 

                                                               

§ 一般人常說要爭一口氣，其實真正有工夫的人，是把這口氣嚥下去。      佳玲   
§ 跨出的腳步大小不重要，方向正確才重要。                            筱瑩 

                                                                 

§ 世界只有想不通的人，沒有走不通的路，任何的限制，都是從自己的內心開始的。 

§ 別為了那些不屬於你的觀眾，去表演不擅長的人生。                    葦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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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隨著糟糕的心情而起伏加些愉快的感覺，加點傻傻的笑臉轉念之間，開心就在

身邊。 

§ 我們無法讓壞事不發生，但能努力讓它不音響我們。                    治升 

                                                                

§ 要克服生活的焦慮和沮喪，得先學會做自己的主人。  

§ 有心就有福，有願就有力，自造福田，自得福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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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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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820 256,592 147,383 61,473 201,371 1 

農、林、漁、牧業(船員) 11,932 8,106 1,846 23 1,957 0 

製 造 業 402,054 58,509 114,088 58,098 171,358 1 

食品及飼品 23,965 4,367 3,626 2,770 13,202 0 

飲  料 810 149 122 133 406 0 

紡  織 26,019 5,015 4,643 5,879 10,482 0 

成衣及服飾品 4,580 349 542 475 3,214 0 

皮革、毛皮及其製 品 2,306 406 115 556 1,229 0 

木竹製品 2,662 826 249 161 1,426 0 

紙漿、紙及紙製品 6,229 1,531 909 876 2,913 0 

印刷及資料儲存媒 體複製 3,864 527 398 525 2,414 0 

石油及煤製品 30 12 1 2 15 0 

化學原材料、肥料、氮化合物、塑橡膠原料及人造纖維 4,407 476 1,557 817 1,557 0 

其他化學製品 3,087 829 699 335 1,224 0 

藥品及醫用化學製品 944 220 352 35 337 0 

橡膠製品 10,412 1,636 901 2,065 5,810 0 

塑膠製品 27,674 4,786 3,525 4,571 14,792 0 

非金屬礦物製品 11,759 2,252 2,094 2,784 4,629 0 

基本金屬 18,890 4,185 2,474 6,382 5,848 1 

金屬製品  88,860 15,891 12,108 13,905 46,956 0 

電子零組件 72,951 1,370 57,179 4,113 10,289 0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 13,411 114 9,440 187 3,670 0 

電力設備及配備 8,073 1,325 1,491 1,306 3,951 0 

機械設備 35,812 5,041 5,611 4,703 20,457 0 

汽車及其零件 12,968 2,570 2,460 2,131 5,807 0 

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 8,749 1,610 896 2,221 4,022 0 

家  具 4,495 1,153 524 446 2,372 0 

其  他 9,097 1,869 2,172 720 4,336 0 

營 建 工 程 業 5,568 1,192 14 2,811 1,551 0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其他服務業 247,266 188,785 31,435 541 26,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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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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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106 年 10 月 3 日駐台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邀請台、印雙方仲

介業者與官員進行三方對話。由於印尼辦事處自去年 2 月起全

面暫停受理遞補案件，僅認證 3 年的勞動契約，全聯會秘書長

張志維表示，就業服務法修正後，已取消返國一日等規定，印

尼勞工期滿已可直接在台續聘，希望印尼辦事處可恢復受理遞

補案件認證，印尼官員原則上同意，將再回國後立即研究。 

印方召開三方論壇 邀台、印仲介對談 

全聯會提恢復遞補等訴求 部分有共識 
駐台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 10 月 3 日邀請台、印雙方仲介業者與官員進行三邊

對話。中華民國就業服務全國聯合會表示，台灣仲介方面提出六點訴求，包括續聘印

勞無經印尼仲介公司服務的後續處理、取消台灣對印尼仲介的互貿家數限制、盡速開

放仲介業者識別證、恢復受理遞補案件、縮短文件系統核發帳號及密碼的核發時程，

以及增設中南部地區的分支辦事處等。 

除台、印仲介代表外，印方由海外勞工安置保護局副局長 Agusdin Subiantoro

率相關單位出席。 

全聯會表示，部分提案如加速帳號及密碼申請程序，以及開放新一波識別證等問

題，當天會議中反映，已獲得印方正面回應，特別是在識別證部分，可望近期就會公

布新一波的受理，但仍須以印辦處最終公告為主。部分議題因牽涉到印尼政策，官員

承諾將仲介建議帶回，做更充分的討論。 

就業服務法修正後，取消外勞每工作三年須出境一日的規定，後續印辦處在今年

2 月 17 日針對三年期滿續聘認證勞動契約案件，新增規定印勞本人須檢附切結書在

續聘期間有任何風險，印尼仲介概不負責。業內人士分析，印勞在第一個三年透過印

尼仲介引進與服務，但三年期滿後雖然印勞省下了國外費用，但印尼仲介已無提供服

務的義務，如在台期間發生意外、死亡或其他需要聯繫海外家屬時，將無從協助。 

全聯會秘書長張志維表示，雖然台灣設有 1955 免費專線，外勞入境時也有機場

服務站台提供諮詢，但事實上這些單位只能協助「通報」，與印方認知可能有落差，

而續聘印勞在台因疾病、事故或死亡所衍生的高額費用，多半只能仰賴台灣仲介以及

其他民間力量，印方代表也承諾會將問題帶回國討論，找出更周全的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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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辦處去年 2 月起全面暫停受理遞補案件，僅認證 3 年的勞動契約，為目前規定

最嚴格的外勞輸出國。張志維指出，在取消返國一日後，印勞期滿已可直接在台續聘，

在仲介說明後，印尼官員原則上同意，將在回國後立即研究。 

部分仲介反映，印辦處的文件帳號、密碼往往需要二至三個月時間才能核發，這

段期間引進作業完全停擺。對此印辦處回應，現已縮短審核，台灣仲介應可在一週內

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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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跨國勞動力管理組長薛鑑忠表示，為保障

外籍勞工權益，勞動部日前已預告將預告就業服務法修正草

案。就業服務法修正草案將會劃分三個區塊，一是仲介管理、

二是雇主管理、三則是行政簡化。草案內容將明確規定仲介跟

雇主禁止留置、保管求職人或外國人身分證明文件，如有違背

規定，仲介及雇主可處新台幣 6 萬元至 30 萬元罰鍰，雇主還

會被廢止招募及聘僱許可，並且管制兩年內不得申請外籍勞

工。就業服務法修正草案於 106 年 10 月底收集各界意見後，

預計明年送立法院審查。 

就服法擬修禁雇主仲介保管外勞護照 
 

為了要保障外籍勞工權益，勞動部日前預告就業服務法修正草案，修正內容包含

雇主與仲介禁止保管外勞的護照、居留證等文件外，也加重對雇主或仲介侵害外勞人

身權益的罰則。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跨國勞動力管理組長薛鑑忠說，就業服務法修正草案預計

10 月底收集完各界意見後，希望明年可以送進立法院審查。 

薛鑑忠表示，就服法修正草案可以分為 3 個區塊來說，一是仲介管理、二是雇主

管理、三則是行政簡化。 

薛鑑忠說，草案內容明確規定仲介跟雇主禁止留置、保管求職人或外國人身分證

明文件（如居留證、護照等），但有正當事由暫予留置（如為辦理居留證、健康檢查

等），不在此限。 

依據草案，若仲介違此規定可處新台幣 6 萬元至 30 萬元罰鍰。違反 4 次以上者，

處 1 年以下停業處分；與其他違法事由併計，1 年內受罰鍰處分 4 次以上者，亦處 1

年以下停業處分。若雇主違法則可處 6 萬元至 30 萬元罰鍰；如對所聘僱外國人違反

者，並管制 2 年申請，且廢止招募、聘僱許可。 

薛鑑忠指出，草案也強調仲介跟雇主不得對外勞有性侵害、性騷擾、人口販運、

妨害自由、重傷害、殺人等人身侵害行為。若仲介違反並且經第一審法官判決有罪，

則處 30 萬元至 150 萬元罰鍰，並廢止設立許可。 

若是雇主違反並經檢察機關起訴或緩起訴，將管制2年申請，加上廢止聘僱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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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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經第一審法官判決有罪，則管制年限提高為 5 年並廢止聘僱許可；當遭到判決有罪

時，管制將提高成再犯且為累犯者，並永久禁止聘僱。 

此外，薛鑑忠說，仲介也被賦予通報責任，若仲介發現外勞遭雇主或雇主團體性

侵害、性騷擾、人口販運、妨害自由、重傷害、殺害等，需在 24 小時內通報主管機

關、入出國管理機關、警察機關或其他司法機關。 

否則，仲介可被處 6 萬元至 30 萬元罰鍰。違反 4 次以上者，處 1 年以下停業處

分；與其他違法事由併計，1 年內受罰鍰處分 4 次以上者，亦處 1 年以下停業處分。 

薛鑑忠表示，為了杜絕仲介非法媒介，相關罰則也從 10 萬元至 50 萬元，提高為

按媒介人數，每人處 30 萬元至 150 萬元罰鍰。若是 5 年內再違反者，由 1 年以下有

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60 萬元以下罰金，修正提高為 5 年以下、240

萬元罰金。 

意圖營利者，也從現行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120 萬元以下罰金，

修正提高為 5 年以下、240 萬元罰金。 

另外，為了遏止雇主聘雇逃逸外勞，薛鑑忠指出，罰鍰也提高為按非法容留或聘

僱人數，每人處 15 萬元至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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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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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重點整理： 

新北市勞工局 10 月 11 日公布違法名單，其中違反勞動基準法

有 289 家、職業安全衛生法 36 家，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有 5

家，共計有 330 家。違反勞動基準法之企業，以未依法給付加

班費最為嚴重，另外還有超時工作及未給予勞工例假。另外勞

工局指出，至佳電子要求勞工請生理假時要提出佐證，依據性

別工作平等法施行細則規定，為使生理假的設置符合維護女性

受僱者身體健康意旨，雇主不得要求提出相關證明文件。因此

該企業已明顯違反規定，決議處罰最低罰額 2 萬元的 5 倍，加

重裁罰 10 萬元。 

新北公布第五波違法名單 共330家 

員工申請生理假 雇主不得要求佐證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 10月 11日公布今年第 5波違法名單，共計有 330家業者上榜，

其中違反勞動基準法有 289 家、職業安全衛生法 36 家，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此次

有 5 家遭裁處。勞工局表示，雇主對於請生理假的員工，不得要求提出相關證明文件，

而此次處分企業中，至佳電子要求女性員工請生理假須驗試紙，經新北市就業歧視評

議委員會認定違反性平法，並且加重裁罰至 10 萬元。 

此波違反勞基法企業共計 289 家，行業別包括傳統產業、科技業、營造及醫療院

所以及服務業等，違規情形以未依法給付加班費最為嚴重，計有 111 家；其次為使勞

工超時工作，計有 81 家；至於未給與勞工例假者，則有 68 家。未足額提撥勞工退休

準備金者，有 4 家違反，處以 9 萬元至 12 萬元不等的罰鍰。 

醫療院所長年實施「負時數」等違反勞基法的制度，勞動檢查處隨即發動專案檢

查，此次亞東醫院違反 4 項勞基法規定，包括工資未全額給付、延長工時未加給工資、

延長工時超過法令規定，以及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等，且因重複違反同一條文，罰

鍰共計 100 萬元為總金額最高。 

性平法部分則有 5 家，雇主違反對於性騷擾未採取立即有效糾正及補救措施有 2

家，拒絕受僱者提出安胎休養請求、勞工提出生理假請求遭受不利處分，以及對受僱

者退休、資遣、離職及解僱，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各有 1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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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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離職員工投訴至佳電子要求女性員工請生理假須驗試紙，並有 2 名在職員工指

證公司要求未驗試紙的員工須改請特休或事假，雖然公司方面解釋，工作規則明定請

生理假不需附證明文件，但申訴員工提出佐證，證明主管明確要求請生理假員工當天

仍需到公司，以確認是否身體不適到無法工作程度，違法樣態前所未見，評議委員會

據此認定違法，決議處罰最低罰額 2 萬元的 5 倍，加重裁罰 10 萬元。 

勞工局說明，性工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修正時，明確指出「經期不適症狀難以用

客觀判斷或儀器檢查，縱使就醫，醫師也是根據病人描述生理症狀而診斷，而每個人

對疼痛的忍耐程度不同，也難以區分忍耐程度，因此在認定上十分困難。為使生理假

的設置符合維護女性受僱者身體健康意旨，雇主不得要求提出相關證明文件。」至佳

電子要求女性員工請生理假須驗試紙，已明顯違反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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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如您對資訊內容有任何疑問，敬請來電洽詢，將有專業人員為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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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外勞自行安排返鄉增加 雇主仍有責任 

出境當日應即時確認 違者罰6-30萬元 
 

過往外勞返鄉度假，都是由仲介協助訂購機票等事宜，但近期有越來越多外勞自

己上網訂機票，在出境前自行安排其他行程，一旦未在期滿前出境，就會連帶雇主受

罰。日前台中市就業服務公會發函，勞僱雙方若已約定由外勞自行處理聘僱屆滿時的

返鄉作業，後續若因外勞個人因素未如期出境，雇主是否仍要承擔責任，由勞動部做

更明確的解釋。 

有仲介公司說，隨著網路的發達，越來越多外勞自行訂好機票出境，但因法令上

雇主及受委任的仲介須負相對的外勞管理責任，一旦工人在外發生意外，仍須由仲介

協助處理後續，因此仍傾向由仲介代訂接送機、訂機票及相關文件處理，控管風險。

然而，雇主須尊重外勞的人身自由，無權強制外勞出境，是法令與現實間的矛盾之處。 

勞動力發展署說明，外勞聘僱許可屆滿前，勞僱雙方議定期滿不續聘且外勞亦不

辦理期滿轉換，應依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46 條第 1 項規定，安排外勞

出國手續並使其出國。如外國人欲自行購買機票搭機出國，並且告知出國日期及班機

時間，雇主應親自或委託他人確認出國文件手續是否完備，以及機票時間是否無誤，

且應在出國當日「即時確認」外國人是否完成登機手續並搭機離境，若未確認以致發

生未依限離境的情事，即使無故意，仍屬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57 條第 9 款規定，認定

雇主有過失而應受罰。 

但若雇主確認外國人已購買返國機票且日期無誤，出國當日卻發生外國人未依約

重點整理： 

隨著網路資訊越來越發達，許多外籍勞工在聘僱期滿時，會自

行上網訂購返鄉機票。勞動力發展署表示，依雇主聘僱外國人

管理辦法第 46 條第 1 項規定，雇主應於外勞聘僱許可屆滿前，

為其辦理手續並使其出國，如外籍勞工欲自行訂票離境，雇主

也應親自或委託他人確認出國文件手續是否完備，以及機票時

間是否無誤，且應在出國當日「即時確認」外國人是否完成登

機手續並搭機離境，否則將依就服法第 67 條第 1 項規定，處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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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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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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定時間至機場搭機離境、拒絕離境或因故無法立即離境，如生病受傷、護照遺失、提

出申訴等不可歸責雇主的情事，雇主應立即檢具相關具體事證，向當地主管機關及勞

動部提出說明，經個案認定確屬不可歸責雇主事由，始得據以主張免除違法責任。 

雇聘辦法第 46 條第 1 項規定，雇主應於外勞聘僱許可屆滿前，為其辦理手續並

使其出國，違反者，依就服法第 67 條第 1 項規定，處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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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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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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逾3.4萬家製造業 千家外勞比例超標 

1.3萬家有附加外勞 63家未改善廢聘 
根據勞動部 106 年 8 月定期查核資料，已逾 3.4 萬家製造業雇主接受查核，結果

有 1,075 家雇主聘僱外勞人數超過所核配比例，違法比率為 3.10％；其中 1.3 萬家製

造業雇主有申請外加就安費引進外勞配額滿 3 個月接受查核，其中有 615 家外勞超額

需限期改善、63 家則須提報廢止外勞配額，廢止外勞人數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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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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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底製造業定期查核已實施 38 次，累計總查核突破

73 萬家次、達 73 萬 5,900 家次，不符規定比例的雇主累計 2 萬 1,621 家次，約占查

核總家次 2.94％。 

勞動部表示，部分製造業雇主雖沒有引進特定製程 5 級制外勞，或是其外勞屬於

未重新招募一般製造業與重大投資案，原先是無需參加定期查核，但是只要雇主有申

請並取得外加就安費附加外勞配額引進滿 3 個月後，就需接受定期查核，採二階段查

內框與外框，檢視外勞配額有無超標。 

勞動部說，『雙框查核』係指已以外加案引進外國人之雇主之定期查核方式；『單

重點整理： 

為保障本國勞工權益，勞動部每年二、五、八、十一月，都會

對聘用外籍勞工的製造業雇主進行定期查核。依據 106 年 8 月定

期查核資料，有 1,075 家雇主聘用外國人數超過所核配比例，其

中有 615 家超額須限期改善、63 家需提報廢止外勞配額。勞動

部提醒，有部分製造業雇主雖沒有引進特定製程五級制外勞，

或是外勞屬於未重新招募一般製造業與重大投資案，原先是不

需參加定期查核，但若雇主取得外加就業安定費外勞配額引進

後滿三個月，就必須接受定期查核。如製造業雇主接獲定超額

須限期改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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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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框查核』則係指尚未以外加案引進外國人之雇主之定期查核方式。 

根據 106 年 8 月份統計，共查核 3 萬 4,671 家雇主，其中 1,075 家雇主聘僱外勞

人數超過規定比例，占查核總家數的 3.10％，已發函通知限期改善；另外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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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人。 

勞動部指出，針對被通知改善的雇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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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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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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勞動部公告增列職業病種類項目 

蹲跪致膝關節骨病變新增為職業病 
 

    為保障勞工，勞動部修正規定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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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納入勞工保險職業病

種類項目；勞動部說明，列為職業病種類後，在傷病給付方面更有保障，普通事故是

給付月投保薪資的 50%；若是職業病項目，第一年會給到 7 成，第 2 年給 5 成，最長

可領 2 年。 

    勞動部 106 年 10 月 20 日公告修正「增列勞工保險職業病種類項目」，並自即日

生效。 

勞動部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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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部說明，今年經學者專家會議討論，職業病種類表將不再增列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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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惠勞工為裝潢業鋪

地磚勞工、從事水電勞工與採礦勞工。 

重點整理： 

為保障勞工，勞動部 106 年 10 月 20 日公告修正「增列勞工保

險職業病種類項目」，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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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納入勞工保險職業病種類項目，並自即日生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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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學者專

家會議討論，職業病種類表今年將不再增列項目。勞動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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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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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另外，根據國際勞工組織、醫療相關資料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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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ystallinefreesilic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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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部指出，已委託成立北、中、南、東區 10 家職業傷病防治中心，包括台大、

榮總、成大、高醫、彰化基督教醫院、台大雲林分院、中山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國

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林口長庚、花蓮慈濟醫院等，並連結 79 家網絡醫院，提供勞工

職業傷病因果關係診斷、諮詢及轉介等服務，並進行職業疾病之通報。 

    勞動部提醒，如有職業醫學問題可就近到各區職病防治中心及診治網絡醫院詢問，

或撥全國職病服務專線電話(02)3366-8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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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主假業務緊縮 影響外勞延長轉換權 

民團籲改革外勞轉換制度 勞動部：近期檢討 
 

    民間團體 24 日陪同越南移工與雇主到行政院陳情，指出現行外勞轉換制度有多

重陷阱，家庭看護工與幫傭可以合意轉換雇主，但是廠工、漁工等則無法合意轉換，

民團呼籲行政院應督促勞動部盡速改革外勞轉換制度，依照已國內法化的兩公約施

政。 

    對此，勞動部表示，近期已著手檢討外勞轉換制度；依據 98 年函釋，有 5 項特

殊情形的外勞其轉換雇主等待期，原轉換作業 60 日再加上期限屆滿前 14 日內，得檢

附說明書與特殊情形之證明文件向勞動部提出申請延長 60 日、1 次為限；不過，外

勞若是屬刑事訴訟案件被害人者，得不受申請次數限制，申請延長轉換作業期限不得

逾檢察機關不起訴處分或法院一審判決之日止。 

    勞動部說明，第 1 種情形雇主經中央主管機關依就服法第 72 條規定廢止招募許

重點整理： 

24 日有民間團體陪同越南移工與雇主到行政院指出現行廠

工、漁工等則無法合意轉換制度的缺陷，但家庭看護工與幫傭

可以合意轉換雇主，呼籲行政院督促勞動部盡速改革外勞轉換

制度。勞動部表示，將著手檢討外勞轉換制度；依據 98 年函釋，

有以下 5 項特殊情形：第 1 種情形雇主經中央主管機關依就服

法第 72 條規定廢止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之全部或一部；第 2

種為遭受雇主或其僱用員工、委託管理人、親屬人身侵害或主

動檢舉雇主違反就服法第 57 條第 3 款或第 4 款規定，外國人主

張終止勞動契約或僱傭契約者。第 3 種情形為外國人入國工作

未滿 1 年；第 4 種情形為雇主有關廠歇業或經地方政府認定業

務緊縮（須檢附證明文件）；第 5 種情形為其他影響外勞權益

重大，經主管機關查證屬實者。符合以上情形的外勞其轉換雇

主等待期為原轉換作業 60 日再加上期限屆滿前 14 日內，得檢

附說明書與特殊情形之證明文件向勞動部提出申請延長 60

日、1 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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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可及聘僱許可之全部或一部；第 2 種為遭受雇主或其僱用員工、委託管理人、親屬人

身侵害或主動檢舉雇主違反就服法第 57 條第 3 款或第 4 款規定，外國人主張終止勞

動契約或僱傭契約者，勞動部對此類案件，係依就服法第 73 條第 3 款後段終止聘僱

關係，而廢止外國人之聘僱許可，同意得再延長轉換作業。 

   第 3 種情形為外國人入國工作未滿 1 年；第 4 種情形為雇主有關廠歇業或經地方

政府認定業務緊縮（須檢附證明文件）；第 5 種情形為其他影響外勞權益重大，經主

管機關查證屬實者。 

    針對民團陳述個案為吳姓越南女移工在菜包店工作，卻遭雇主因「業務緊縮」原

因，要求她同意轉換雇主，轉換期 60 天已屆滿，要再申請延長轉換 60 天，即須檢附

地方政府認定業務緊縮證明文件，若是雇主是假業務緊縮，外勞就無法延長轉換期，

對外勞非常不公。 

    勞動部指出，上述個案若是發現雇主是假業務緊縮，在不影響外勞權益下，將會

以第 5 種情形為其他影響外勞權益重大，經主管機關查證屬實者，給予延長轉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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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67人以上民營企業 須有1%身障員工 

新北市成立輔導團 協助改善工作流程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公布最近一次未足額進用身心障礙者企業名單，截至 106 年 7

月，不足 4 名以上包括新日興公司、元晶太陽能、億光電子、四零四科技、華資粧業、

耕興公司及資拓宏宇等企業，最多差額人數為 7 名，勞工局已發函限期繳納差額補助

費，呼籲企業加速進用外，也將透過訪視團的入廠輔導，分析工作環境，協助企業進

用。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護法第 38 條規定，私立學校、團體及民營事業機構員工總人

數在 67 人以上者，進用具有就業能力之身心障礙者人數，不得低於員工總人數 1%，

且不得少於 1 人。同法第 43 條規定，進用人數未達標準者，應繳納差額補助費；其

金額依差額人數乘以每月基本工資計算。 

    勞工局表示，有很多未足額進用的企業都認為，現有職缺因侷限於特定領域或不

適合身障者，而製造業無法足額進用，主要顧慮在於工作環境中存在較多機具設備，

且 3K 工作環境較骯髒危險，擔心因此提高職災風險。對此勞工局特別組成「企業顧

問訪視團」，透過入廠輔導、分析，協助企業以職務再設計、改善工作流程等方式，

減輕雇主疑慮，促成身障勞工的實質就業。 

    以西柏科技為例，之前未足額進用身障員工時間長達 5 年以上，透過訪視團的輔

導，先透過公立就服站錄取 3 名身障者，並依其工作能力將作業流程重新設計，簡化

工作內容，並改善為超額進用單位。 

重點整理：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護法第 38 條規定，私立學校、團體及民營事

業機構員工總人數在 67 人以上者，進用具有就業能力之身心障

礙者人數，不得低於員工總人數 1%，且不得少於 1 人。勞工局

表示，很多未足額進用的企業認為，現有職缺因侷限於特定領

域或不適合身障者，而製造業無法足額進用，因顧慮在工作環

境中較骯髒危險，擔心因此提高職災風險。對此勞工局成立輔

導團入廠輔導、分析，依其工作能力，協助企業簡化工作內容

將作業流程重新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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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今年 7 月新北市達到進用標準的義務單位總計 2,229 家，目前足額進用單位比例

為 92%；法定應進用人數 5,890 人，實際進用人數 9,696 人，進用率達 164%。 

    勞工局已製作「協助雇主進用身障者資源手冊」，日前除已寄送義務單位，電子

書已上傳至「新北勞動雲」，事業單位可輸入關鍵字查詢並下載，查詢相關政府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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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建構健康職場 北市辦亞洲職安衛論壇 

將加強查核未設置臨廠房訪視醫護人員 
 

    臺北市勞動局舉辦「2017 亞洲職安衛新趨勢論壇」，針對未來勞動者的身心健

康、媒體業勞動條件及營造施工安全等，台北市勞動局指出，未來會針對應設置臨場

訪視醫護人員卻尚未設置之事業單位加強查核，持續促進職安衛產官學之交流，並整

合行政資源及利用政府部門以外之資源，有效降災，並藉由資訊公開化，推動工安社

會責任。 

    臺北市勞動局勞動檢查處於 106 年 10 月 25 至 26 日假集思交通部國際會議中心

舉行「2017 亞洲職安衛新趨勢論壇」活動，論壇分成三大議題，分別為議題一：職

場健康管理-職場心理促進、議題二：臺日韓媒體業勞動條件趨勢變化、議題三：營

造業施工安全研討-風險評估與管理。邀請日本、韓國及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勞

動法令學者及產業工會代表等國內外專家學者專題演講及綜合研討。 

    25 日上午探討「職場健康管理-職場心理促進」議題，介紹日本過勞死、職場騷

擾及心理健康促進等相關研究及防治對策；下午探討「臺日韓媒體業勞動條件趨勢變

化」。 

    對於臺北市勞動局推動的營造工程的風險評估、勞動檢查陪同鑑定制度，曾任日

本宮城縣勞動局仙台勞動基準監督署長的伊川廣司26日上午演講時，表達支持態度，

更呼籲業者「不可只做文件、執行才是關鍵」，落實風險評估，才能降低災害發生。 

    26 日的綜合座談論壇由賴香伶主持，針對未來勞動者的身心健康、媒體業勞動

條件及營造施工安全等議題相互交流，並達成五點結論：1.促進職場心理健康方面，

未來會針對應設置臨場訪視醫護人員卻尚未設置之事業單位加強查核。2.目前我國職

重點整理： 

對於臺北市勞動局推動的營造工程的風險評估、勞動檢查陪同

鑑定制度，曾任日本宮城縣勞動局仙台勞動基準監督署長的伊

川廣司 26 日上午演講時，表達支持態度，更呼籲業者「不可只

做文件、執行才是關鍵」，落實風險評估，才能降低災害發生。 

針對未來勞動者的身心健康、媒體業勞動條件及營造施工安全

等議題相互交流，並達成五點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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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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場過勞認定僅針對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將研議借鏡日本經驗建議中央考量過

勞自殺職業災害之認定方式。 3.媒體業隨著工作型態改變面臨勞動困境，將透過地

方政府、企業工會共同與媒體業者協商對話，攜手提升勞動權益。4.針對營造安全積

極推動營造工程之風險評估工作，採漸進方式，先以實施宣導、辦理教育訓練之作為，

並從事業單位總機構是否訂定作業標準落實執行著手，再針對高風險工程（工程金額

5,000 萬元以上）或曾經發生職災之公共工程實施勞動檢查，進而推廣至所有營繕工

程，期能防制災害於事先。5.持續促進職安衛產官學之交流，並整合行政資源及利用

政府部門以外之資源，有效降災，並藉由資訊公開化，推動工安社會責任。 

    賴香伶表示，職場健康管理為職業安全衛生的新議題，而營造安全為城市職災預

防重要課題，另媒體業因應社會進步，新聞從業人員配合報導須長時間待命，其勞動

權益須給予保障。針對論壇達成 5 項結論，賴香伶說將藉由此來研擬台北市職安衛及

勞動權益的行政策略及實施計畫，以提升職場勞動水準，建構臺北市成為健康職場、

快樂勞動的台北城，成為一流的國際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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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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107年元旦外籍船員生活照顧新規定上路 

增陸上與船上居住標準 雇主及早因應 
 

漁船雇主注意！勞動部已修法指定 107年 1月 1日起聘僱或是接續聘僱外籍漁工

的雇主納入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規定對象，其中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增訂漁工陸上居

住與船上居住標準，漁船主若安排漁工陸上居住，其膳宿標準與製造工等相同；若是

安排原船居住，則須符合新訂的船上標準，若同時具備陸上住所及船上住所者，地方

管機關同時檢查其陸上及船上之生活環境。 

    勞動部指出，為加強保障外籍船員陸上、船上生活條件及急難救助，多次會商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及相關單位後，於 106 年 7 月 6 日修正發布新規定，將受聘僱從事海

洋漁撈工作的外籍船員，納入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適用對象，此項新規定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讓漁船船主有充分期間準備因應。 

    勞動部說明，目前外籍船員大多採原船安置為主要居住型態，本次生活照顧服務

計畫書修正重點為新增船上居住類型的檢查事項，例如雇主應依船員人數配備適當的

船用烹飪設施、船員應有其個人床舖、船上應配置救生與消防設備，以及公告相關諮

詢保護專線資訊等。 

重點整理： 

漁船雇主注意！勞動部已修法指定 107 年 1 月 1 日起聘僱或是

接續聘僱外籍漁工的雇主納入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規定對象，

其中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增訂漁工陸上居住與船上居住標準，

漁船主若安排漁工陸上居住，其膳宿標準與製造工等相同；若

是安排原船居住，則須符合新訂的船上標準，若同時具備陸上

住所及船上住所者，地方管機關同時檢查其陸上及船上之生活

環境。 

勞動部強調，計畫書所列項目，任何一項不合格者，經地方主管
機關依「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19 條規定」通知限
期改善，屆期未改善，將依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54 條不予核
發招募許可（已核發者，得中止引進）、聘僱許可或展延聘僱許
可；或依違反本法第 57 條規定，依本法第 67 條予以罰鍰，並依
本法第 72 條規定廢止其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之一部或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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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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不過，漁船因有船體大小、作業漁場及漁季等問題，而可能產生陸上居住的類型，

或同時具有船上居住的混合居住類型，則「陸上居住」部分的檢查項目，與現行製造

業及營造業等由雇主提供外籍勞工居住處所的模式相同，故比照適用相同的檢查規範；

若是為混合居住類型，雇主應於通報單上填寫陸上及船上住宿地點，由地方主管機關

同時辦理兩者居住處所的生活照顧服務項目檢查。 

    勞動部強調，計畫書所列項目，任何一項不合格者，經地方主管機關依「雇主聘

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19 條規定」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將依違反《就

業服務法》第 54 條不予核發招募許可（已核發者，得中止引進）、聘僱許可或展延聘

僱許可；或依違反本法第 57 條規定，依本法第 67 條予以罰鍰，並依本法第 72 條規

定廢止其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之一部或全部。 

    勞動部呼籲，新制即將上路，漁船雇主應及早安排符合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

書的居住空間及膳食等要求，以免因不符規範而受罰，或影響雇主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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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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部連2年協助表面處理業改善工安 

輔導66家補助15家 吸引309本勞投入 
 

《為協助傳統產業改善工作環境及製程轉型，並促進就業，勞動部自 105 年起即

選定表面處理產業作為重點對象，截至 106 年 10 月已輔導 66 家及補助 15 家表面處

理廠，增進該產業本國勞工 309 人投入就業，使經輔導之該業廠商勞工平均年齡由

50 歲降至 38 歲。 

    勞動部職安署於 10 月 27 日舉辦「表面處理業改善工作環境國際研討暨成果發表

會」。 

    職安署長鄒子廉表示，國內表面處理廠大多為中小企業，作業場所普遍有環境髒

亂、危害性化學品種類多等 3K(骯髒、危險、辛苦)特性，造成國人不願從事該工作，

形成產業面臨長期缺工、人才斷層及年齡老化等問題，職安署自 105 年推動「輔導表

面處理業改善工作環境計畫」，實施迄今已近 2 年，共輔導 66 家表面處理廠，至 106

年 10月底已補助 15家表面處理廠新設置或汰換具安全衛生效能之製程設備或控制設

備，增進該產業國人就業達 309 人，也使經輔導之該業廠商勞工平均年齡由 50 歲降

至 38 歲，有效促進國人就業。 

    今天的活動分別邀請「巨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福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協

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昭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分享以整體廠房製程設備汰舊

換新，並改善通風效能及設備自動化等作為，藉由提升安全衛生工作環境，成功轉型

重點整理： 

職安署長鄒子廉表示，國內表面處理廠大多為中小企業，作業

場所普遍有環境髒亂、危害性化學品種類多等 3K(骯髒、危險、

辛苦)特性，造成國人不願從事該工作，形成產業面臨長期缺

工、人才斷層及年齡老化等問題，職安署自 105 年推動「輔導

表面處理業改善工作環境計畫」，實施迄今已近 2 年，共輔導

66 家表面處理廠，至 106 年 10 月底已補助 15 家表面處理廠新

設置或汰換具安全衛生效能之製程設備或控制設備，增進該產

業國人就業達 309 人，也使經輔導之該業廠商勞工平均年齡由

50 歲降至 38 歲，有效促進國人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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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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促進與穩定就業的經驗進行分享，以供該業其他廠商學習。 

    考量國內表面處理廠工作環境仍著重於設置局部排氣裝置等通風改善措施，職安

署特別邀請德、美、日等專家學者來台，分享國外從源頭改善工廠安全衛生製程的創

新概念，並介紹先進自動化密閉電鍍新製程設備、三價鉻滾鍍等低毒性藥水使用，從

源頭杜絕危害，期能藉由引進國外新製程、新設備，創造表面處理業蛻變新契機，希

望對台灣表面處理業轉型升級有所回饋與精進。 

    勞動部職安署為協助表面處理產業解決缺工、勞工年齡偏高、技術斷層等問題，

105 及 106 年持續輔導表面處理產業推動「改善及優化安全衛生工作環境計畫」；每

年度提供 250 萬元進行安全衛生設備效能提升改善與優化工作環境的實質補助，期透

過「產業轉型升級國際研討會」、跨部會平台會議等管道，協助產業翻轉升級，從 3K

變 3C（Clean、Career、Competitive），促進國人就業意願與勞動人口年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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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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基法預告修正5方向 11/7前提意見 

例假挪移、加班時數上限 須送勞工局核備 
 

勞動部 106 年 10 月 31 日下午預告《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共修正 6

條文、5 大方向，其中「7 休 1」例假挪移、輪班間隔時數與加班時數上限等規定，

草案明訂須經工會同意才可實施，沒工會者需經勞資會議同意，同時僱用勞工人數達

30 人以上者，應報當地勞工主管機關備查才會生效；有意見者於 106 年 11 月 7 日前

提供勞動部研參。 

  勞動部說，若雇主運用彈性卻未向地方政府報備，將視為未完備程序，將依《勞基

法》第 79 條規定，處 2 萬元至 100 萬元罰鍰。 

 
休息日出勤之工資工時 核實計算納入加班上限 

 
    勞動部指出，105 年 12 月 21 日修正公布之《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除明定周

休二日外，亦同時強化勞工特別休假權益。施行以來，勞動部與地方政府透過「宣導」、

「輔導」、「檢查」及「檢查後協助改善」等 4 大措施，並與產業主管部會共同合作，

協助企業落實法令。 

   勞動部說明，本次修正草案係為使勞雇雙方有適度協商調整之空間，有助周休二

日新制等規定進一步落實，以建構符合當前社會與經濟發展所需，並兼顧安全彈性之

重點整理： 

《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共修正 6 條文、5 大方向，

其中「7 休 1」例假挪移、輪班間隔時數與加班時數上限等規定，

草案明訂須經工會同意才可實施，沒工會者需經勞資會議同

意，同時僱用勞工人數達 30 人以上者，應報當地勞工主管機關

備查才會生效。 

1.休息日出勤之工資工時 核實計算納入加班上限。2.輪班間隔

11 小時可協商特休假勞資協商延一年若雇主運用彈性卻未向

地方政府報備，將視為未完備程序，將依《勞基法》第 79 條規

定，處 2 萬元至 100 萬元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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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勞動制度；其草案修正重點有《勞基法》第 24 條草案規定，休息日出勤之工時及工

資之計算改依勞工實際出勤時間計算，使雇主指派勞工於休息日工作回歸實際需求，

至其工作之時間，仍計入每月加班時數上限。 

   《勞基法》第 32 條草案規定，各界對於加班時數多有應允勞雇協商彈性空間之建

議，經綜整大多數意見，擬具甲乙兩案，甲案為得將 1 個月加班時數上限適度放寬為

54 小時；乙案則是加班時數得以 3 個月為周期，單月得運用之加班時數上限適度放

寬為 54 小時，惟 3 個月之加班總時數仍不得超過 138 小時。在符合「雇主經工會同

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之程序後，得為以下之調整；另雇主僱用

勞工人數在 30 人以上者，並應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 

《勞基法》第 34 條草案規定，現行輪班制勞工更換班次至少應間隔 11 小時休息

時間之規定，對於勞工身心健康當有助益，惟如一體施行，恐將衝擊現有採行三班制

方式輪班之產業，如製造業、交通運輸業、醫療保健服務產業，造成排班困難，例如

遇到連續假期致出勤員工減少，以及原本即人力吃緊之中小型、微型企業或區域醫院

等。輪班間隔 11 小時可協商特休假勞資協商延一年。 

    經考量實務運作情形，擬具甲乙兩案如下：甲案以給予連續 8 小時之休息時間為

原則；但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另約定超過連

續 8 小時之休息時間。 

    乙案仍以給予連續 11 小時之休息時間為原則；但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

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得另約定給予適當之休息時間，惟不得少於連續 8 小時，

至雇主僱用勞工人數在 30 人以上者，並應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 

《勞基法》第 36 條草案規定，例假安排，除實施 4 週彈性工時之事業單位仍按

其原適用之規定外，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例假得

於每 7 日之週期內調整；另雇主僱用勞工人數在 30 人以上者，並應報當地主管機關

備查，以符合勞工調整例假以形成連假之需求，並兼顧雇主因應人力調度適度調整例

假之需要。 

   《勞基法》第 38 條草案規定，年度終結之未休之特別休假日數，得經勞資雙方協

商遞延至次年實施，以符合特別休假以休憩之目的，惟為確保勞工特別休假權益不因

遞延致減損，次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時，經遞延但未休畢之特別休假，雇主仍應發給

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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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勞遣返就安基金支付 恐淪全民買單 

全聯會提就服法建議 刪除 18、19 款 

 
就業服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預告期已在 10 月 29 日截止。中華民國就業服務

公會全國聯合會 10 月 27 日提出修正草案意見書，當中建議刪除草案第 40 條第 1 項

第 18 款、19 款條文。而就業安定基金的用途之一，應為處理外國人聘僱管理事務，

而非外國人「遣送所需旅費」，因此全聯會建議廢除草案第 60 條第 4 項，「應負擔者

確無力繳納或繳納不足者，始由就安基金支付」的文字，以免造成全民共同為逃逸外

勞的收容、遣返費用買單的情境。 

    法案預告的 2 個月之間，國發會公共政策參與平台湧進近 2,500 條留言。全聯會

理事長張添勇表示，從業人員如有違法行為，應處分該行為人，而非牽連整個公司，

因此堅決反對第 40 條增訂 18、19 條規定。他還強調，勞動部所提的修法草案，將所

有從業人員都視為潛在的犯罪者，這是對全國仲介的汙衊，倘若執意要通過，則所有

行業都必須一體適用同樣的標準及規範。 

    全聯會所提修法意見，針對第 18 款認為已違反憲法第 15 條所保障人民生存、工

作、財產權，公司對於非工作時間的員工個人行為，亦無約束能力。而第 19 款所強

制仲介負起通報義務，在刑法、人口販運防制法、性騷擾防治法及性別工作平等法中

均有規範，不宜為外勞又另創新法。 

    張添勇指出，性騷擾的認定困難，仲介很難分辨外勞究竟是單純抱怨工作不順，

重點整理： 

當中建議刪除草案第 40 條第 1 項第 18 款、19 款條文。而就業

安定基金的用途之一，應為處理外國人聘僱管理事務，而非外

國人「遣送所需旅費」，因此全聯會建議廢除草案第 60 條第 4

項，「應負擔者確無力繳納或繳納不足者，始由就安基金支付」

的文字，以免造成全民共同為逃逸外勞的收容、遣返費用買單

的情境。 

處分對象必須針對涉及不法的行為人，如費用明定由就安基金

支付，形同全民買單，應保留原條文之「通知應負擔者限期繳

納；屆期不繳納送強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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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真的要提申訴，再者，連專責機關都很難在 24 小時內確認性侵、性騷擾案件，

卻將此責任轉由仲介承擔，一旦事後證實外勞不實指控，對雇主的傷害也難以彌補。 

    全聯會同時也主張，第 60 條的外勞遣送費用不應更動，建議刪除草案第 4 項「應

負擔者確無力繳納或繳納不足，始由就安基金支付」。 

    依現行規定，外國人遣送出境所需費用，非法容留、聘僱或媒介之人為負擔的優

先順位，遣送事由可歸責雇主其次，最後由外國人自行負擔。而實務上外勞逃逸被查

獲，即使就服法有明訂罰鍰，事實上卻根本罰不到，我國法規對非法工作的外勞不具

嚇阻作用，長期遭到詬病。 

    全聯會認為，處分對象必須針對涉及不法的行為人，如費用明定由就安基金支付，

形同全民買單，應保留原條文之「通知應負擔者限期繳納；屆期不繳納送強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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