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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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把脾氣拿出來，那叫本能;把脾氣壓下去，那叫本事。   

§ 簡單的事重復做，你就是專家;重復的事用心做，你就是贏家。           楊董                                                                                                                          

                                                              
§ 無論多麼強烈的夢想，多麼明確的目標，多麼周密的計劃，如果不付諸行動，最

終會像蒸汽一樣消失得無影無蹤。 

§ 生活若剝去了理想、夢想、幻想，那生命便只是一堆空架子。            二姐       

                                                               

§ 真正的愛，應該超越生命的長度、心靈的寬度、靈魂的深度。 

§ 沒有了愛的語言，所有的文字都是乏味的。                            張姐 

                                                               

§ 當一個人真正覺悟的一刻，他放棄追尋外在世界的財富，而開始追尋他內心世界

的 真正財富。 

§ 只要有信心，人永遠不會挫敗。                                      嘉文                                                                                            

                                                               

§ 論你在什麼時候開始，重要的是開始之後就不要停止;不論你在什麼時候結束，重

的是結束之後就不要悔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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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瑛 

                                                               
§ 每一件事都要用多方面的角度來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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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個今天勝過兩個明天。 

§ 要銘記在心；每天都是一年中最美好的日子。                          勇衡                                                       

                                                               
§ 學做任何事得按部就班，急不得。 

§ 得意時應善待他人，因為你失意時會需要他們。                        宏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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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克服生活的焦慮和沮喪，得先學會做自己的主人。 

§ 你不能左右天氣，但你能轉變你的心情。                              巧柔  

                                                                

§ 好好扮演自己的角色，做自己該做的事。 

§ 漫無目的的生活就像出海航行而沒有指南針。                          愷悌                                                                                                 

                                                                 

§ 正向思考不自擾，笑口常開沒煩惱，心純意正行四海，積極樂觀迎未來。 

§ 想像力比知識更重要。                                              琬蒂                                                           

                                                                

§ 把自己當傻瓜，不懂就問，你會學的更多。 

§ 你的選擇是做或不做，但不做就永遠不會有機會。                      雅琳 

                                                                

§ 明天是世上增值最快的一塊土地，因它充滿了希望。 

§ 天才是百分之一的靈感加上百分之久十久的努力。                      阿河                  

                                                                
§ 第一個青春是上帝給的；第二個的青春是靠自己努力的。 

§ 快樂要懂得分享，才能加倍的快樂。                              莎莎                                                                                                               

                                                                
§ 理想的路總是為有信心的人預備著。 

§ 人生最大的錯誤是不斷擔心會犯錯。                                  海平                                                                                                                 

                                                                  

§ 貪婪是最真實的貧窮，滿足是最真實的財富。 

§ 獲致幸福的不二法門是珍視你所擁有的、遺忘你所沒有的。              妍臻 

                                                               

 

§ 說聲請，真誠在眼睛；說聲謝謝你，微笑在嘴角；說聲對不起，心會更寬廣。 

§ 生活中若沒有朋友，就像生活中沒有陽光一樣。                        葦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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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律使人生的道路更加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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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懂得感恩的人，將承受更大的恩典。懂得惜福的人，將承受更大的祝福。  

§ 美言令人如沐春風，惡語令人不寒而慄。                              毓茹       

                                                                                 

§  創造巨富的祕訣只有一個：盡一切可能廣泛閱讀。  

§ 放輕鬆，別活在別人言論下，自己人生自己創造。                      雅姿       

                                                                                                                               

 

 

 

 

 

 

 

 

 

 

 

 

 

~以上勵志小語感謝恆力各位同仁溫馨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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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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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1,228 257,596 148,475 61,543 203,613 1 

農、林、漁、牧業(船員) 12,114 8,269 1,870 25 1,950 0 

製 造 業 405,300 58,538 115,107 58,240 173,414 1 

食品及飼品 24,239 4,378 3,677 2,796 13,388 0 

飲  料 832 149 126 148 409 0 

紡  織 25,983 4,983 4,662 5,817 10,521 0 

成衣及服飾品 4,589 346 553 474 3,216 0 

皮革、毛皮及其製 品 2,320 412 110 557 1,241 0 

木竹製品 2,679 830 244 157 1,448 0 

紙漿、紙及紙製品 6,293 1,548 920 871 2,954 0 

印刷及資料儲存媒 體複製 3,875 531 402 506 2,436 0 

石油及煤製品 29 12 1 1 15 0 

化學原材料、肥料、氮化合物、塑橡膠原料及人造纖維 4,439 476 1,581 806 1,576 0 

其他化學製品 3,133 823 705 336 1,269 0 

藥品及醫用化學製品 958 221 353 35 349 0 

橡膠製品 10,460 1,633 887 2,088 5,852 0 

塑膠製品 27,787 4,781 3,538 4,584 14,884 0 

非金屬礦物製品 11,758 2,243 2,107 2,801 4,607 0 

基本金屬 18,992 4,186 2,515 6,399 5,891 1 

金屬製品  89,619 15,854 12,241 13,892 47,632 0 

電子零組件 73,733 1,394 57,602 4,168 10,569 0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 13,564 109 9,574 207 3,674 0 

電力設備及配備 8,180 1,343 1,521 1,316 4,000 0 

機械設備 36,200 5,047 5,714 4,716 20,723 0 

汽車及其零件 13,096 2,587 2,465 2,198 5,846 0 

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 8,778 1,618 898 2,200 4,062 0 

家  具 4,543 1,175 521 455 2,392 0 

其  他 9,221 1,859 2,190 712 4,460 0 

營 建 工 程 業 5,408 1,188 13 2,742 1,465 0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其他服務業 248,406 189,601 31,485 536 26,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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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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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其他」包含馬來西亞、蒙古等其他國籍。 

重點整理： 

「勞動即時通」是台北市勞動業務的整合服務平臺，目前可線

上申辦勞資爭議調解、天災事變突發事件延長工時或停止假期

通報、技術生/實習生備查、勞資會議申報、工作規則申報、勞

基法 84-1 約定書核備、職安聯繫網、資遣通報、大量解僱計畫

通報及僱用原住民通報等，共有多達 10 項以上業務，事業單

位、勞工及工會均可多加利用。 

台北市勞動即時通 11月起上線服務  

包含責任制核備等 共開放十項功能 
台北市政府勞動局「勞動即時通」，於 11 月 1 日起試營運，系統將依照「 

勞工朋友」、「工會組織」及「事業單位」不同對象，分群提供服務，並全新 

建置「勞資爭議調解」線上申辦服務。台北市目前每年約有 5 千件的勞資爭議 

案件，新增線上申辦後，勞資雙方均可提出申請，後續亦可在「勞動即時通」 

查詢案件辦理歷程及結果，提供更便捷的申辦管道。 

「勞資會議申報」則更新資料架構，讓事業單位可依不同事業場所，管理勞 

資會議之屆期及人員名單，以及鑑於部分事業單位部門分工較細，「勞動即時 

通」並提供事業單位子帳號自主管理功能，事業單位可依據部門業務職掌開設 

子帳號，賦予對應權限共同管理申辦案件，大幅增加業務申辦彈性。 

勞動局表示，「勞動即時通」是台北市勞動業務的整合服務平臺，目前可線 

上申辦勞資爭議調解、天災事變突發事件延長工時或停止假期通報、技術生/實 

習生備查、勞資會議申報、工作規則申報、勞基法 84-1 約定書核備、職安聯繫 

網、資遣通報、大量解僱計畫通報及僱用原住民通報等，共有多達 10 項以上業 

務，事業單位、勞工及工會均可多加利用。 

民眾使用個人電腦、平板或手機均可瀏覽。勞工以個人身分証字號，以及事 

業單位以統一編號申請帳號，即可透過網路辦理相關業務。勞動即時通網址 

：https://ap.bola.taipei/bola_front/。 

   

 

106.11.01 外勞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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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勞保局說明，107 年度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保險實績費率適用單

位應採計之職災費率已計算完成，並於 106 年 10 月 26 日通知

各相關投保單位。 

107 年度有 1 萬 1,952 家投保單位適用勞保職業災害保險實績

費率，較 106年增加 288家，其中減收職業災害保險費者計 8,916

家（佔 74.6%），加收者計 2,196 家（佔 18.4%），維持原費率

者計 840 家（佔 7%），另 106 年度適用實績費率之單位中有

621 家於 107 年度不再適用。 

職災保險實績費率 70人企業萬餘家適用 

107年調整費用 7成4減收職災保費 
 

勞動部勞保局說明，107 年度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保險實績費率適用單位應採計之

職災費率已計算完成，職業災害保險由雇主全額支付保費，職災保險費率計算公式設

計為「行業別費率+上下班費率」，行業別 

費率以各行業職災發生頻率設計，每個職業的行業別費率都不同，明年有 1.1 萬家適

用，其中 7 成 4 減收、1 成 8 加收職業災害保險費。 

依照《勞工保險條例》第 13 條第 3、4 項及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保險實績費率實施

辦法規定，僱用被保險人人數達 70 人以上之投保單位，即為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保險

實績費率適用單位，勞保局應每年計算適用單位所屬被保險人職業災害保險給付總額

占應繳職業災害保險費總額之比率高低，調整該等單位之行業別災害費率，職災發生 

率較高之單位即須負擔較多的職災保險費，職災發生率較低之單位則減少負擔職災保

險費。 

勞保局說明，107 年度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保險實績費率適用單位應採計之職災費

率已計算完成，並於 106 年 10 月 26 日通知各相關投保單位。適用對象為 105 年 7 月

1 日起至 106 年 6 月 30 日止，平均僱用被保險人數達 70 人以上之投保單位，其行業

別災害費率應按其 103年至 105年職業災害保險給付總額占應繳職業災害保險費總額

之比率高低計算調整，再加計上、下班災害費率 0.07%，即為其 107 年度適用之勞保

職業災害保險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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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保局進一步說明，107 年度有 1 萬 1,952 家投保單位適用勞保職業災害保險實

績費率，較 106 年增加 288 家，其中減收職業災害保險費者計 8,916 家（佔 74.6%），

加收者計 2,196 家（佔 18.4%），維持原費率者計 840 家（佔 7%），另 106 年度適用實

績費率之單位中有 621 家於 107 年度不再適用。 

勞保局指出，實績費率最高是礦業及土石採取業達 0.92%，費率最低為研究發展

服務業僅 0.04%；明年實績費率被調高的事業單位的行業別以電子零組件、電腦、電

子產品及光學製品、電子設備製造多居多，其中有事業單位費率被調高至 40%，另外，

實績費率被調降的事業單位行業別以批發業最多，有事業單位減收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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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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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籍船員生活照顧新規定明年(107年1月1日)上路，

漁船雇主應及早因應 
 

為加強保障外籍船員陸上及船上生活條件及急難求助,勞動部多次會商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及漁會相關單位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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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為使

漁船船主有充分時間因應,新規定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 

勞動部為協助外籍勞工適應在臺生活,維護外籍勞工的工作及生活條件,依據「雇

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訂定「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及其裁量基準」,

並將製造業、營造業、近海箱網養殖漁撈、養護機構看護工、家庭幫傭及家庭看護工

等行業納入規範,規定雇主聘僱外籍勞工時,應提供飲食、膳宿及人身保護等工作及生

活條件。但是過去考量漁船長期出海工作,受限於漁船生活環境、進出港時間與地點

不定,所以,海洋漁撈的外籍船員並未適用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考量外籍船員

仍應與其他業別的外籍勞工獲得相同合理對待及生活照顧,勞動部自 103 年起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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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意見,評估將外籍船員納入適用生活照顧計畫書的可行性,歷經數次會商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漁業署、交通部航港局、地方政府、漁會團體及人權團體等,在本國與外

籍勞工相同條件對待的前提下,參酌「國際公約」、「國內法規」及實務需求,將外籍船

員生活照顧區分為陸上居住及船上居住 2 種類型標準,修訂「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

管理辦法」與「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裁量基準」。 

目前,外籍船員以船上居住為主要型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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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漁船因有船體大小、作業漁場及漁季等問題,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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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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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混合居住類型」,雇主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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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部表示,特別考量船上居住生活照顧部分,在漁船空間有限下,漁船船體仍應

以安全為重,變更不易,為使雇主有合理時間改善外籍船員的生活環境,所以新制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開始實施。屆時雇主引進或接續聘僱外籍船員,均應檢附外國人

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等文件,向地方政府主管機關辦理入國或接續聘僱通報檢查。 

勞動部提醒,新制即將上路,漁船雇主務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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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以免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57 條第 9 款規定,否則,

將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的罰鍰,並不予核發或廢止招募許可或聘僱許

可之一部或全部,影響雇主自身權益。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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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 

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生效 
 

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 
中華民國 106 年 11 月 8 日勞動部

勞動保 2 字第 1060140514 號令修
正發布，自 107 年 1 月 1 日施行 

投保薪 
資等級 

月 薪 資 總 額 
（實物給付應折現金計算） 

月投保薪資 日投保薪資 

第 1級 22,000 元以下 22,000 元 733 元 

第2級 22,001 元至 22,800 元 22,800 元 760 元 

第3級 22,801 元至 24,000 元 24,000 元 800 元 

第4級 24,001 元至 25,200 元 25,200 元 840 元 

第5級 25,201 元至 26,400 元 26,400 元 880 元 

第 6級 26,401 元至 27,600 元 27,600 元 920 元 

第7級 27,601 元至 28,800 元 28,800 元 960 元 

第8級 28,801 元至 30,300 元 30,300 元 1,010 元 

第9級 30,301 元至 31,800 元 31,800 元 1,060 元 

第10級 31,801 元至 33,300 元 33,300 元 1,110 元 

第11級 33,301 元至 34,800 元 34,800 元 1,160 元 

第12級 34,801 元至 36,300 元 36,300 元 1,210 元 

第13級 36,301 元至 38,200 元 38,200 元 1,273 元 

第14級 38,201 元至 40,100 元 40,100 元 1,337 元 

第15級 40,101 元至 42,000 元 42,000 元 1,400 元 

重點整理： 

勞動部令 

中華民國 106 年 11 月 8 日勞動保 2 字第 1060140514 號 

修正「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

月一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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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級 42,001 元至 43,900 元 43,900 元 1,463 元 

第17級 43,901 元以上 45,800 元 1,527 元 

備 

 

 

 

 

 

 

 

 

註 

一、 職業訓練機構受訓者之薪資報酬未達基本工資者，其月投保薪資分
13,500元（13,500元以下者）、15,840元（13,501元至 15,840元）、16,500
元（15,841 元至 16,500 元）、17,280 元（16,501 元至 17,280 元）、17,880
元（17,281 元至 17,880 元）、19,047 元（17,881 元至 19,047 元）、20,008
元（19,048 元至 20,008 元）及 21,009 元(20,009 元至 21,009 元)八級，
其薪資總額超過 21,009 元而未達基本工資者，應依本表第一級申報。 

二、 部分工時勞工保險被保險人之薪資報酬未達基本工資者，其月投保薪資
分 11,100 元(11,100 元以下者)及 12,540 元(11,101 元至 12,540 元)二
級，其薪資總額超過 12,540 元者，應依前項規定覈實申報。 

三、 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之庇護性就業身心障礙者被保險人之薪資
報酬未達基本工資者，其月投保薪資分 6,000 元（6,000 元以下）、7,500
元（6,001 元至 7,500 元）、8,700 元（7,501 元至 8,700 元）、9,900 元
（8,701 元至 9,900 元）、11,100 元（9,901 元至 11,100 元）、12,540 元
(11,101 元至 12,540 元)，其薪資總額超過 12,540 元者，應依第一項規
定覈實申報。 

四、 本表投保薪資金額以新臺幣元為單位，日投保薪資金額角以下四捨五入。 

 

 

 

 

 

 

 

 

 

 

 

 

 

 

 

 

106.11.08 外勞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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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政院通過《勞基法》草案 四不變四彈性 

賴揆：保障勞工權益及給資方經營彈性 
行政院會 9 日通過《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行政院長賴清德會後召開

記者會強調，此次修法可歸納兩重點，一是以「四不變」維持勞工權益；二是以「四

彈性」賦予企業經營和勞工工作安排的彈性，秉持蔡英文總統「既保障勞工權益，也

給予資方經營彈性」的指示，著手進行修法程序，他呼籲勞資雙方不要對立，大家攜

手合作，朝野一起拼經濟；該草案將送立法院審查，盼本會期通過。 

  政院外千名勞工怒修惡 焚燒草案條文抗爭到底 

    行政院會通過勞基法草案同時，場外有勞團抗議，千名勞工在行政院門口抗議「拒

絕勞基法修惡」，勞團痛批此次修法一旦通過將使《勞基法》形同虛設，乾脆裁撤勞

動部。勞團在政院外大動作焚燒草案條文，並向行政院丟擲「反對修惡勞基法」的紙

板，並宣布接下來會抗爭到底。 

    國民黨立委李彥秀、林為洲、林麗嬋也到場聲援。勞工學者、中國文化大學法律

系教授邱駿彥今天首度上街力挺勞團，他表示不能讓政府再度把台灣的勞動條件調低。

邱駿彥說，國外都是把勞動條件往上調整，但台灣卻是把勞動基準調低，根本是把台

灣勞工帶向更糟的地方。 

   勞團批評政策髮夾彎，並要求還給勞工七天假；對此勞動部長林美珠解釋，上次

重點整理： 

第一個是以「四不變」捍衛勞工權益：（一）正常工時不變，

每日工時 8 小時，每周 40 小時；（二）周休二日原則不變，連

續工作 12 天並非常態；（三）加班總工時不變，將每月最多延

長工時 46 小時做彈性運用，但每三個月 138 小時的加班總工時

不會改變；（四）加班費計算費率不變。 

「四彈性」，賦予企業經營和勞工工作安排彈性：（一）加班

彈性；（二）排班彈性：鬆綁「七休一」，但須經勞資協議及

政府把關；（三）輪班間隔彈性：輪班間隔原則 11 小時，但經

勞資協議，可彈性調整，以利三班制的產業運作；（四）特休

假運用彈性：未休完當年度特休假，可經勞資協議遞延 1 年，

仍未休完則以現金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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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中已將國定假日主責單位回歸內政部，國定假日目前是全國一致，也並非因此減

少勞工假期，反而是增加，因此這次修法中沒有特別處理這個部分。 

    政務委員林萬億指出，這次修法在特休假部分進行調整，增加彈性，對勞工應更

有利，不應再處理七天假「還來還去」的議題。 

賴清德則說明，正常工時不變下，沒有七天假的問題。 

賴清德在記者會指出，去年朝野修改「勞動基準法」，縮短工時及改善勞動條件，施

行以來，勞資雙方反映希望增加工作彈性。他曾擔任地方首長，深刻瞭解台灣 140 幾

萬家的中小企業之所以可提供 800 多萬個工作機會，成為台灣經濟發展的基礎，甚至

世界的隱形冠軍，所依靠的除了自身的創新思維外，還包括彈性的勞動體制。 

   賴揆表示，去年一例一休施行以來，不僅有資方要求勞動彈性，勞工也是。資方

透過各管道形式反映企業經營的困難，許多基層勞工也因一例一休限制或虛擬工時，

喪失加班機會，為維持家計另外打工，更為辛苦。 

   勞團批髮夾彎還七天假 邱駿彥首次上街挺勞工 

    賴揆強調，在進行一例一休修法程序，蒐集地方政府與國會意見，勞動部與其他

財經部門也分別蒐集勞工個人、工會團體、企業、企業團體及各國商會的意見，勞動

部並預告草案，彙整意見所得結論是要求政府修法，具體落實週休二日及勞資協議精

神。 

    他指出，此次修法內容可歸納兩重點：第一個是以「四不變」捍衛勞工權益：（一）

正常工時不變，每日工時 8 小時，每周 40 小時；（二）周休二日原則不變，連續工作

12 天並非常態；（三）加班總工時不變，將每月最多延長工時 46 小時做彈性運用，

但每三個月 138 小時的加班總工時不會改變；（四）加班費計算費率不變。 

他表示，第二個修法重點是「四彈性」，賦予企業經營和勞工工作安排彈性：（一）

加班彈性；（二）排班彈性：鬆綁「七休一」，但須經勞資協議及政府把關；（三）輪

班間隔彈性：輪班間隔原則11小時，但經勞資協議，可彈性調整，以利三班制的產業

運作；（四）特休假運用彈性：未休完當年度特休假，可經勞資協議遞延1年，仍未休

完則以現金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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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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勞資會議召開率 勞動部擬訂SOP 

勞檢未召開與勞保資料核對 地方政府輔導 
    行政院會上午通過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中鬆綁 7 休 1、輪班間隔及

加班時數上限等，都有工會或是勞資會議同意的機制，為提升勞資會議召開率，勞動

部表示，針對勞動檢查時查出違法未召開勞資會議之事業單位，與比對投保勞工保險

之事業單位是否有依法召開勞資會議，倘未召開者，都將請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予

以輔導，另將擬訂勞資協商 SOP，讓企業對於如何選出代表、會議議程等易懂易上手。 

  目前上市、上櫃公司及申請外勞的公司有規定要每 3 個月召開勞資會議，去年調查

僅 6.6 萬家企業有召開勞資會議，為查核資料，勞動部近日要求各地方政府比對資

料。 

  勞資會議 6.6 萬家召開 地方政府清查確實數字 

    勞動部長林美珠 6 日下午與主跑勞動部媒體茶敘。林美珠先是敘說她自身健康狀

況，證實罹患乳癌，目前接受治療，對於政務推動，她自認仍可勝任。 

重點整理： 

行政院會上午通過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中鬆綁 7

休 1、輪班間隔及加班時數上限等，都有工會或是勞資會議同

意的機制，為提升勞資會議召開率，勞動部表示，針對勞動檢

查時查出違法未召開勞資會議之事業單位，與比對投保勞工保

險之事業單位是否有依法召開勞資會議，倘未召開者，都將請

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予以輔導。 

勞動部勞動關係司長王厚偉補充說明，首先根據 2-3 年的勞檢

資料，清查出 700 餘家企業違法未召開勞資會議，將請地方勞

工行政主管機關予以輔導；為提升勞資會議召開率，將比對投

保勞工保險之事業單位是否有依法召開勞資會議，倘未召開

者，請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予以輔導。 

在經濟部、教育部及勞動部次長平台會議提案，請經濟部輔導

所轄 60 多個工業區及產業園區，及科技部管轄的科學園區廠商

依法召開勞資會議。為讓雇主簡單易懂如何召開勞資會議，1

周內將訂勞資協商 S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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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針對勞基法修正草案，林美珠指出，希望這個會期可以完成，另外，她說，院長

也要求要對勞基法做總整理，民國 73 年的法規，說有多完整是騙人的，相信勞基法

是越修越漂亮，越做越好，沒有人要走回頭路。 

    林美珠表示，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修正通過之後，即將擬定施行細則，

下周將召開二場會議邀請中央各部會及地方機關，希望大家一起坐下談談。對於行政

機關的介入，既安全又彈性，不會給予太多拘束，也希望透過機制的把關，爭取雙贏。 

    林美珠指出，會儘量在勞資中間找到平衡，在既有的勞工安全保障下，給企業一

點彈性；她的宗旨沒有變，很多企業連舊的勞基法都不懂，認為以前不用給加班費，

但現在卻要給加班費。她呼籲，各地方政府要針對整部勞基法加以宣導，相信這樣才

能給勞工更大的保障。 

    一例一休修法將鬆綁七休一限制，開放例假挪移，勞工最長可連續上班 12 天，

不過，法案也規範得先經過中央目的事業機關同意、勞動部指定、勞資協商才可施行。

林美珠說明，目前初步規劃，有七休一鬆綁需求的事業單位透過「行業別」的聯合組

織，如同業公會等申請，若沒有公會組織也可以事業單位提出，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再一併討論。 

  強化勞檢技巧避免做假  跨部會合作提升召開率 
    第一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基於瞭解事業狀態，審查時應該聽取勞資雙方意

見，勞動部將擬定審核機制，並上網公告；第二關，勞動部將以「勞工安全」考量做

審查，第三關勞資協商、勞資會議。林美珠說，院長已責成勞動部，就勞資協議訂定

相關配套，釐清社會的疑慮。 

    勞動部勞動關係司長王厚偉補充說明，首先根據 2-3 年的勞檢資料，清查出 700

餘家企業違法未召開勞資會議，將請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予以輔導；為提升勞資會

議召開率，將比對投保勞工保險之事業單位是否有依法召開勞資會議，倘未召開者，

請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予以輔導。 

    與職安署配合，強化勞動檢查技巧，透過全國勞動條件檢查業務工作會報，提升

勞動檢查判斷事業單位確實依法召開之情形，並告知雇主若是勞資會議做假，將有使

公務員刊載不實資料的罰則，籲雇主千萬不要以身試法。 

    在經濟部、教育部及勞動部次長平台會議提案，請經濟部輔導所轄 60 多個工業

區及產業園區，及科技部管轄的科學園區廠商依法召開勞資會議。為讓雇主簡單易懂

如何召開勞資會議，1 周內將訂勞資協商 S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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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附加就安費實際引進 佔核准核准六成 

改善工作環境以填補缺工 以本勞優先 
 

國內藍領外勞人數於今年 9 月底已逼近 67 萬人，但產業界仍多次反映現行 3K 五

級制的僱用條件過於嚴苛，不斷呼籲放寬申請門檻。勞動部表示，產業人力短缺的主

要原因，包括「勞動力供應不足」、「工作條件不具吸引力」，以及「學用落差技能不

合」等三項，而檢視現有附加就安費的實際引進比率，僅達核准名額的六成，顯示尚

有可供產業補充外勞的空間，產業基層人力缺口，希望優先以本勞來填補。 

為解決企業五缺問題，排除產業投資障礙，行政院 11 月一連召開多場記者會，

10 日針對缺工、缺才的解決策略，由閣揆賴清德主持，勞動部、國發會分別就藍、

白領外籍人力政策提出報告。 

根據勞動部資料，截至今年 8 月底止，製造業附加就安費核准外勞名額共 22 萬

295 人，其中 5%有 97,619 人，10%有 70,745 人，15%有 51,931 人；實際引進總人數

有 13 萬 4,101 人，5%有 75,201 人，10%有 38,552 人，5%有 20,348 人，分別佔 56%、

29%、15%。 

勞動部次長廖蕙芳進一步分析，調查發現失業者未繼續就業，最大原因是「待遇

太低」，其次為「工作地點不理想」及「工作環境不良」，「公司營運項目及工作環境

不具吸引力」，也造成廠商招募的困難。她表示，一方面除輔導、補助 3K 產業改善工

作環境及設備外，也將成立「全國勞工薪資行情及大專生就業導航查詢網」，揭露勞

動市場薪資水準，讓企業招募、勞工在求職議薪時，了解市場行情。 

賴清德表示，9 月份失業率為 3.77%，意味著在 1 千萬名勞動人口當中，還有 33

重點整理： 

產業界仍多次反映現行 3K 五級制的僱用條件過於嚴苛，不斷

呼籲放寬申請門檻。 

動部表示，產業人力短缺的主要原因，包括「勞動力供應不足」、

「工作條件不具吸引力」，以及「學用落差技能不合」等三項，

而檢視現有附加就安費的實際引進比率，僅達核准名額的六

成，顯示尚有可供產業補充外勞的空間，產業基層人力缺口，

希望優先以本勞來填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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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萬 7 千多人是潛在可供應的勞動力，隨著經濟發展，人力需求勢必也會增加，政府應

和投資企業站在一起，企業也須一起響應投資台灣，共同提升經濟動能。 

但他話鋒一轉，呼籲企業落實利潤分享員工，提供較高的起薪。「特別是上市櫃、

國際級企業，起薪 3 萬元以下都太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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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歐洲商會發布2018建議書 鎖定勞基法 

勞僱未蒙其利先受其害 籲盡速調整 
 

    歐洲在台商務協會 11 月 15 日發布 2018 年建議書，對於目前已進入立法院審議

階段的勞動基準法修正案，歐洲商會認為，一例一休新制使得勞雇雙雙受害，不僅企

業人事、管理成本提高，員工亦無法透過加班提高薪資，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建議除

應鬆綁七休一規定外，也應放寬員工休假日工作的規範，以及提高每月加班時數上限，

高階員工或月薪在一定數額以上者，排除嚴格的工時限制。 

    歐洲商會每年 11 月提出建議書，以外商的觀點對台灣的投資環境提出觀點。今

年建議書主題為「掃除台灣經濟向前邁進的障礙」。在外籍勞工議題上，反映白領專

業人士申請工作許可的文件及申辦流程困難，而現行台灣外勞政策，對於藍領非技術

的外籍人力，係採高度管制，以至於無法進入服務業工作，未能跟上產業成長速度，

也點出在服務業領域，恐面臨人力不足的問題，以及專業人才短缺等。 

    國發會主委陳美伶代表政府接受歐洲商會 2018 年建議書，她指出，面對瞬息萬

重點整理： 

歐洲在台商務協會 11 月 15 日發布 2018 年建議書，對於目前已

進入立法院審議階段的勞動基準法修正案，歐洲商會認為，一

例一休新制使得勞雇雙雙受害，不僅企業人事、管理成本提高，

員工亦無法透過加班提高薪資，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建議除應

鬆綁七休一規定外，也應放寬員工休假日工作的規範，以及提

高每月加班時數上限，高階員工或月薪在一定數額以上者，排

除嚴格的工時限制。 

針對商會所提薪資達一定水準以上高階經理人員改採「責任

制」，不受勞基法有關工時、例休假等規定的建議，行政院長

賴清德已指示勞動部會同國發會及科技部進一步研議可行性。 

在外國專業人才引進方面，「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已

立法通過，在租稅、簽證、隨行家屬居留等方面亦提供許多優

惠措施，可望吸引更多優秀外國專業人才留台工作，相關子法

及配套措施預計 2018 年農曆年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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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變且日益競爭的國內外經貿情勢，政府將在開放與創新之中，加速法規調適與國際接

軌，並提高法規運用彈性及機動性，以積極興利便民、排除投資障礙。 

    歐洲商會副理事長胡日新在介紹今年度建議書時，感謝並肯定政府以實際行動展

現解決投資障礙的決心，並持續給予外商直接的協助與支持。 

    陳美伶回應，近期政府在勞動法制與外國專業人才引進兩項重要議題上，已有突

破性的進展。政府推動「勞動基準法」修法，不僅兼顧「保障勞工權益」與「賦予企

業經營彈性」，亦符合 OECD 國家建立安全、彈性的勞動制度之目標，期能創造勞資雙

贏的職場環境。此外，針對商會所提薪資達一定水準以上高階經理人員改採「責任制」，

不受勞基法有關工時、例休假等規定的建議，行政院長賴清德已指示勞動部會同國發

會及科技部進一步研議可行性。 

  在外國專業人才引進方面，「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已立法通過，在租稅、

簽證、隨行家屬居留等方面亦提供許多優惠措施，可望吸引更多優秀外國專業人才留

台工作，相關子法及配套措施預計 2018 年農曆年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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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勞僱安心計畫 逾百件提出申請 

到宅指導外籍看護 每案約申請3.75次 
 

    為提升外籍看護工基礎照護能力，新北市政府勞工局今年首度執行「外籍家庭看

護工勞僱安心支援服務計畫」，以專業照顧服務員搭配通譯人員的方式，到宅指導外

勞照顧技巧及方式，年底之前預計提供服務 180 人次。勞工局統計，截至 10 月中旬

為止，已有 117 人次、48 名個案使用這項服務，呼籲新北市轄內有需要的雇主，可

向計畫委外單位廣恩老人養護中心，洽詢相關申請方式。 

    勞工局說明，申請對象為新北市轄內，且合法聘僱外籍看護工的家庭，一次服務

以 4 小時為單位，費用由政府負擔。由於國內對外籍看護工的需求持續增加，該計畫

自 4 月開放申請以來，也有部分個案重複申請，每名平均使用 3.75 次，明年起勞工

局將持續辦理，擴大服務對象。 

    主要指導項目包括有移動照護、飲食照護、排泄照護、潔身照護等技巧指導，此

外也提供居家健康管理諮詢服務、職業傷害預防等項目諮詢，臨床實務教學則包含鋪

床、沐浴、擦澡、更衣、口腔照顧、鼻胃管灌食、基本關節活動等 26 個項目。雇主

提出申請後，承辦單位約在一週內連繫並做個案評估，符合條件者將指派照顧服務員

及通譯人員現場服務。 

    勞工局指出，由於被看護人所需照顧內容不同，現場也會視個案需求提供諮詢，

重點整理：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今年首度執行「外籍家庭看護工勞僱安心支

援服務計畫」，以專業照顧服務員搭配通譯人員的方式，到宅

指導外勞照顧技巧及方式，年底之前預計提供服務 180 人次。

勞工局統計，截至 10 月中旬為止，已有 117 人次、48 名個案

使用這項服務，呼籲新北市轄內有需要的雇主，可向計畫委外

單位廣恩老人養護中心，洽詢相關申請方式。 

主要指導項目包括有移動照護、飲食照護、排泄照護、潔身照

護等技巧指導，此外也提供居家健康管理諮詢服務、職業傷害

預防等項目諮詢，臨床實務教學則包含鋪床、沐浴、擦澡、更

衣、口腔照顧、鼻胃管灌食、基本關節活動等 26 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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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透過現場演練與實際操作，避免造成家庭看護工的職業傷害，同時也減少因外籍看護

施作過程不當，而讓被照顧人受傷的情形。 

  相關申請辦法，可向勞工局洽詢，或電洽：諮詢專線： (02)8285-4356、

(02)8285-2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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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身障超足額進用企業 比例達91% 

重複性高、監視作業 較能取代外勞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規定，私立單位員工人數達 67 人，即應聘用一定比率的身心

障礙員工。為促進身障就業，新北市政府勞工局成立訪視輔導團，逐一了解未足額進

用企業的困難，而過去製造業因工作性質特殊，雇主常以環境不佳為由拒絕進用，透

過職務再設計與工作流程的調整，部分原由外勞從事作業，已可轉變為身障員工的就

業機會。 

    新北市勞工局 11 月 17 日舉辦「106 年績優身心障礙就業服務表揚暨就業促進成

果發表會」，頒發身障模範勞工、公、私立進用績優單位、支持性團體、庇護性團體

等 62 個得獎者。促進身障就業績優私立單位共 10 家，包括東光凡而工業、台菱樹脂

工業、逢興生物科技、台興電子企業、宗基五金等。 

    勞工局統計，目前轄內義務單位共計 2,237 家，1,157 家超額進用，887 家足額

進用，佔所有義務單位 91%。實際進用 9,716 人，超額進用 3,856 人，進用率 165.8%。 

  今年 1 月至 9 月，轄內私立單位請領超額進用獎勵金，共核發 327 人，總金額 228

萬 9 千元。非義務單位(投保人數 5 人以上 66 人以下私立單位)申請新進用期間獎勵

金，計補助 162 人次，共 113 萬 4 千元。 

    勞工局科長盧志銘表示，很多製造業都有 3K 製程，雇主考量所需付出的成本及

風險，不願僱用身障員工從事產線工作，訪視團顧問會了解企業能夠釋出的職缺，以

及現由那些人員操作，目前已發現有部分具備高度重複性，或屬於監視性的工作類型，

重點整理：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規定，私立單位員工人數達 67 人，即應聘用
一定比率的身心障礙員工。為促進身障就業，新北市政府勞工
局成立訪視輔導團，逐一了解未足額進用企業的困難，而過去
製造業因工作性質特殊，雇主常以環境不佳為由拒絕進用，透
過職務再設計與工作流程的調整，部分原由外勞從事作業，已
可轉變為身障員工的就業機會。 
身障人力短期內可能無法完全取代外勞在生產線扮演的功能，
但介於 3K 跟一般行政之間的工作，可透過流程調整，或本、外
勞搭配的方式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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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由外勞操作，可透過流程的調整，轉由身障員工進行。 

    以產線插件為例，傳統上需要高速作業，透過減緩速度及相關流程的調整，即能

符合身障員工的需求，或屬於產線巡視性質的工作，較有可能由身障勞工替代。 

    盧志銘指出，身障人力短期內可能無法完全取代外勞在生產線扮演的功能，但介

於 3K 跟一般行政之間的工作，可透過流程調整，或本、外勞搭配的方式突破。 

  今年獲獎的績優企業東光凡而，從事金屬加工，聘有 5 位重度身障者，主要擔任組

製技術員及包裝作業員。公司並與啟聰學校建教合作，在就讀期間就有進入公司實習

的機會。 

    台菱樹脂工業主要生產平面砂輪及切割砂輪，目前聘有 9 名身障員工，主要從事

包裝及製造單位、物料供應、成品捆包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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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機車屬動力交通工具酒駕闖紅燈都要罰  

要求雇主向外籍勞工宣達相關法令 
雲林縣大埤鄉 33 歲武姓越籍水泥工人,前晚(19 日)到北港鎮朋友家喝啤酒,騎

電動機車要回大埤鄉住處,途經北港鎮華勝、民政路口闖紅燈遭警攔查,酒測值 0.54 

毫克,被依公共危險罪嫌移送法辦;警方特別提醒大家,電動機車屬於動力交通工具的

一種,依法不能酒駕,「騎電動車酒駕不會被罰」是錯誤觀念。 

慢車種類中之電動輔助自行車，係以人力為主，電力為輔的方式行 進，其觸法

狀況可分為以下兩種情形： 1、駕駛人飲酒後以人力腳踏方式行進，依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第 73 條第 1 項規定：慢車駕駛人有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處新臺幣三

百元以 上六百元以下罰鍰。 2、駕駛人飲酒後以電動輔助方式行進，符合刑法第 185 

之 3 條規定不 能安全駕駛之「動力交通工具」，吐氣酒精濃度達 0.25MG/L 以上者，

可依 公共危險罪移送法辦。 北港警分局指出，電動自行車因免考照、稅費且歸類慢

車，已成為許 多老幼婦孺及外籍勞工的代步工具，武姓男子來臺工作己經 6 年，卻

因不 熟悉法令，涉嫌酒後騎乘電動機車闖紅燈，危及交通安全，知道將面臨高 額罰

金，且有被廢聘可能，後悔莫及。警方準備擴大宣導,要求雇用外籍勞工的業主傳達

外籍勞工,必須遵守法令,以免被罰。 

106.11.21 

重點整理： 

警方特別提醒大家,電動機車屬於動力交通工具的一種,依法不

能酒駕,「騎電動車酒駕不會被罰」是錯誤觀念。 

駕駛人飲酒後以電動輔助方式行進，符合刑法第 185 之 3 條

規定不 能安全駕駛之「動力交通工具」，吐氣酒精濃度達 

0.25MG/L 以上者，可依 公共危險罪移送法辦。 

經常有外籍勞工因不熟悉我國聘僱及法律相關規定，在休假日

或下班時 間飲酒小酌，並駕駛交通工具而遭查獲。若外籍勞工

因酒駕以致觸犯刑法之 公共危險罪，有刑事起訴書或經判決確

定，勞動部將依規定廢止外國人之聘 僱許可，並限令外國人出

國，且永遠不得再於我國境內工作，提醒雇主需告 知所屬外籍

勞工遵守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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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保、勞退分級表公告修正 107年生效 

低於2萬2千元投保全職勞工 勞保局逕調 
 

基本工資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從每月 2 萬 1,009 元調整為 2 萬 2,000 元，「勞工

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與「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分別配合公告修正，現行

以 2 萬 1,009 元和 2 萬 1,900 元投保勞保或提繳勞退金者，為簡政便民，勞保局將依

新修正分級表明年 1 月起同步逕調為 2 萬 2,000 元，事業單位屆時應詳細核對勞保與

提繳勞退金資料，儘早反映不符事項。 

    新修正「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106 年 11 月 8 日公告，107 年 1 月 1 日生效。

勞保局說明，基本工資自 107年 1月 1日起從每月 2萬 1,009元調整為 2萬 2,000元，

「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配合基本工資調整，投保薪資第 1 級修正為 2 萬 2,000

元，刪除原分級表第 2 級 2 萬 1,900 元，原第 3 級 2 萬 2,800 元遞移為第 2 級，餘級

次均遞移。至於 2 萬 2,800 元以上維持原級距及金額，最高 1 級仍為 4 萬 5,800 元。 

    職業訓練機構受訓者、部分工時勞工及庇護性就業身心障礙被保險人之薪資報酬

未達基本工資者，月投保薪資增列 2 萬 1,009 元等級，其餘等級及月投保薪資下限均

維持原規定未變動。 

    勞保局將自 107年 1月 1日起主動調整下列 2類被保險人之投保薪資至 2萬 2,000

元，保險費自當日起按調整後金額計收：分別是 106年 12月份月投保薪資為 2萬 1,009

元之全時工作被保險人(部分工時、庇護性就業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機構受訓者、

職業工會低收入會員除外）；以及 106 年 12 月份月投保薪資為 2 萬 1,900 元之所有被

保險人。 

    勞保局指出，投保薪資調整通知函印製於 106 年 10 月份保險費繳款單背面，已

重點整理： 

基本工資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從每月 2 萬 1,009 元調整為 2 萬

2,000 元，「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與「勞工退休金月提繳

工資分級表」分別配合公告修正，現行以 2 萬 1,009 元和 2 萬

1,900 元投保勞保或提繳勞退金者，為簡政便民，勞保局將依新

修正分級表明年 1 月起同步逕調為 2 萬 2,000 元，事業單位屆

時應詳細核對勞保與提繳勞退金資料，儘早反映不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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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1 月下旬寄發投保單位，同時公告於該局 e 化服務系統。經勞保局調整投保薪資

的被保險人明細資料，將載於 107 年 1 月份保險費繳款單(107 年 2 月下旬寄發)之本

月有異動被保險人計費清單(網路申辦單位請至該局 e 化服務系統查詢、下載)，屆時

請詳細核對，並儘早於保險費繳款期限前反映不符事項。 

    新修正「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同步在 106 年 11 月 8 日公告，107 年 1

月 1 日生效。這次分級表修正內容為第 18 級實際工資級距上限及月提繳工資由原 2

萬 1,900 元修正為 2 萬 2,000 元；及第 19 級仍為 2 萬 2,800 元（實際工資級距修正

為 2 萬 2,001 元至 2 萬 2,800 元），餘維持不變。 

  勞保局指出，依新修正勞退分級表規定，將低於每月基本工資之全職勞工逕調提高

勞退月提繳工資，並自 107 年 1 月 1 日生效。逕予調整人員之明細資料，將列印於

107 年 1 月份勞工退休金繳款單（107 年 2 月 25 日前寄發）之計算名冊，屆時請詳細

核對，如有不符，應於繳款期限前提早反映。 

    相關資料投保單位及被保險人可上勞保局全球資訊網查閱、下載，亦可至該網站

首頁「網路快速服務」之「保險費/給付金額試算」專區試算應分擔之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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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境外轉介站 11 月起擴大服務對象 

外勞、船員入境體溫異常 將協助就醫 
為防制登革熱自境外移入，高雄市政府衛生局自去年 8 月起實施境外檢疫防疫工

作試行計畫，於機場設置｢檢疫轉介站｢，針對自登革熱高風險流行區入境的外籍勞

工，以及包含漁工在內的外籍船員加強症狀監測，今年 11 月起再擴大服務對象至一

般旅客，一旦入境時發現體溫異常，將由檢疫站協助轉介至醫療院所做進一步檢查。

截至 106 年 11 月 16 日止，經轉介就醫共計 136 案，以及發放宣導單張及口罩 41,988

人次。 

    衛生局表示，高雄市國際旅客往來頻繁，為提供入境疑似感染登革熱的外籍勞工、

漁工更便捷的就醫及檢驗管道，檢疫轉介站可有效轉銜中央發燒篩檢站檢出疑似感染

登革熱個案，提供相關防疫措施及協助就醫工作。外籍勞工、外籍船員部分，將協助

至高雄市立民生醫院收治檢疫，一般旅客則透過衛生局設於機場的檢疫轉介站協助輔

導就醫。 

    東南亞國家近年都是登革熱流行地區。衛生局統計，今年截至目前為止，登革熱

確診個案累計 35 例，包含 32 例境外移入，以及 3 例本土病例，境外移入確診個案，

以越南 10 例、馬來西亞 5 例最多。為避免外籍人士入境發燒不配合就醫，產生防疫

漏洞，衛生局提醒外籍人士來台務必提高登革熱或茲卡等蚊媒傳染病警覺性，接獲衛

生機關進行疫情調查，務必配合提供相關資料，倘拒絕、規避或妨礙疫情調查及防疫

措施，將依傳染病防治法開罰。 

    此外，高雄市今年度執行「決戰境外-安心返鄉健康關懷計畫」，將自登革熱流行

疫區返國的新住民、外派本籍勞工、外籍勞工及外籍學生等列入擴大執行關懷對象，

自疫區回國主動配合採檢，可獲得禮券 250 元獎勵，經檢驗確診者，每案再發給獎勵

重點整理： 

今年 11 月起再擴大服務對象至一般旅客，一旦入境時發現體

溫異常，將由檢疫站協助轉介至醫療院所做進一步檢查。截至

106 年 11 月 16 日止，經轉介就醫共計 136 案，以及發放宣導

單張及口罩 41,988 人次。 

截至目前，共計有 481 位新住民、389 位外籍學生、558 位外籍

勞工返台後主動採檢送驗，其中 1 人確診登革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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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新台幣 2,500 元，鼓勵主動採檢。 

    截至目前，共計有 481 位新住民、389 位外籍學生、558 位外籍勞工返台後主動

採檢送驗，其中 1 人確診登革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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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新莊、汐止就服站 增失業給付業務 

外勞相關業務 維持由現行三據點受理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 11 月 23 日舉行新莊、汐止就業服務站揭牌儀式,。勞工局表

示，原先新北市勞工辦理失業認定，僅能在板橋、三重、新店三個站點辦理，在原本

新莊兩據點合併後，增加失業給付申請業務，未來將增加為五處，但外勞相關業務尚

未納入，目前維持於前述三個就業服務站受理。 

    由公立就業服務中心受理的外勞業務，包括轉換、承接，以及初次聘僱家事外勞

的雇主，選擇臨櫃方式參加聘前講習等。就服處課長高傳堯表示，現階段新莊、汐止

兩個站點並未受理前述各項外勞相關業務，未來將視站點擴充狀況做規劃，尚未有具

體期程。 

    高傳堯指出，由於很多仲介機構據點都設在板橋，因此雇主、仲介公司仍習慣在

板橋、三重、新店申請，目前暫未增加受理據點。 

    依規定，家庭類雇主第一次聘僱外國人，且外國人自 105 年 7 月 1 日起入國或接

續聘僱者，應參加聘前講習；講習方式分為「臨櫃講習」、「團體講習」、「網路講習」

三種方式，其中「臨櫃講習」應由雇主或指派代理人，於指定時間至當地公立就服機

構參加，取得完訓證明。 

    目前新北市共提供四個講習時段。其中三重就服站為每週二上午 9 時至 10 時 30

分，以及 10 時 30 分至 12 時，每梯次約開放 10 個名額；新店就服站為每週一下午 2

時至 3 時 30 分，以及 3 時 30 分至 5 時兩時段，每梯次約開放 15 個名額。板橋就服

重點整理： 

勞工局表示，原先新北市勞工辦理失業認定，僅能在板橋、三

重、新店三個站點辦理，在原本新莊兩據點合併後，增加失業

給付申請業務，未來將增加為五處，但外勞相關業務尚未納

入，目前維持於前述三個就業服務站受理。 

依規定，家庭類雇主第一次聘僱外國人，且外國人自 105 年 7

月 1 日起入國或接續聘僱者，應參加聘前講習；講習方式分為

「臨櫃講習」、「團體講習」、「網路講習」三種方式，其中

「臨櫃講習」應由雇主或指派代理人，於指定時間至當地公立

就服機構參加，取得完訓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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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則開放於每週二上午 9 時至 10 時 30 分，以及 10 時 30 分至 12 時兩個時段，各場

次約有 10 個名額。 

    無法至各公立就服中心參加講習者，10 人以上可預約團體講習，或以自然人憑

證登錄參訓。 

    市長朱立倫表示，新北市轄內有 200 多萬勞工，加上幅員十分遼闊，新莊、汐止

就服站的開幕擴大服務，第一個目標是基於區域的均衡，其次是服務項目的提升，由

過去僅有就業媒合，擴大至失業給付，讓勞工可以在地提出申請，省去許多舟車勞頓

的不便。 

    參與新莊就服站揭牌的勞動力發展署長黃秋桂提到，就服站能夠提供在地直接

的服務相當重要，透過轄區服務據點的重新安排，更能嘉惠在地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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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長照服務專線開通 5 分鐘內免費 

落實長照 2.0  賴揆:「一通電話，服務到家」 
為了提供便利的長照服務，衛福部 24 日宣佈推出容易記的「1966」長照服務專

線，供民眾撥打求助，不僅縮短了號碼，還提供了前 5 分鐘免費，並擴大了長照照護

的實施對象，行政院長賴清德親赴現場致詞並示範 1966 專線的撥打方式，現場與台

南市照管中心同仁互動及加油打氣。 

   衛福部說明，「1966 長照服務專線」取代原「412-8080 長照幫您專線」，即日起提

供民眾快速、方便地取得長照服務，除享有前 5 分鐘免通話費外，更能透過專線互動

式語音選單，選擇語言別、地區別及縣市別，為居住在不同縣市的親友或長輩申請當

地的長照服務，只要是符合申請資格的民眾，照管中心將派照管專員到家進行評估，

依需求提供量身定做的長照服務。 

   賴清德指出，相較長照 1.0，長照 2.0 提供的服務比以往更多更好：第一，過去

服務對象僅限 65 歲以上失能長輩，現擴大對象，再納入 50 歲以上失智症者、55 歲

以上失能平地原住民、49 歲以下失能身心障礙者及 65 歲以上衰弱者等 4 類。第二，

服務項目自 8 項增加至 17 項，政府關注更為細微，並提供更多幫助，讓民眾生活更

方便及自主。 

   第三個特色是增加服務據點，目前全台約有 700 個據點，並分為 ABC 三級模式。A

級長照旗艦店在台灣每一鄉鎮市行政區至少一處；B 級長照專賣店在每一國中學區至

少一處；另外，每三個村里至少有一個 C 級長照柑仔店（巷弄長照站）。希望透過整

重點整理： 

為了提供便利的長照服務，衛福部 24 日宣佈推出容易記的

「1966」長照服務專線，供民眾撥打求助，不僅縮短了號碼，

還提供了前 5 分鐘免費，並擴大了長照照護的實施對象，行政

院長賴清德親赴現場致詞並示範 1966 專線的撥打方式，現場

與台南市照管中心同仁互動及加油打氣。 

長照 2.0 提供「一通電話，服務到家」的服務，因此民眾只需

牢記「1966」，撥打至各縣市照管中心，照管服務員會視民眾

及其家庭需要進行評估，此外，針對居家環境改善，政府亦提

供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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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社區整體資源，實現在地老化目標，並以「看得到、找得到、用得到且負擔得起」

的精神執行政策。 

   賴揆表示，去年用於長照 1.0 的預算約 50 億元，今年經費達 180 億元，明年將投

入超過 350 億元，經費來源包括菸稅、遺贈稅等，不足部分將由衛福部支援。 

   賴揆強調，長照2.0提供「一通電話，服務到家」的服務，因此民眾只需牢記「1966」，

撥打至各縣市照管中心，照管服務員會視民眾及其家庭需要進行評估，此外，針對居

家環境改善，政府亦提供補助。 

   不過致詞時，賴揆針對「照服員薪水 3 萬元若太少，就當做功德」發言引發爭議，

甚至立法院衛環委員會議程也因此更改，下週一原先是審查環保署預算，後改成如何

解決照服員低薪等專案報告；賴揆下午前往台東縣政府就前瞻與長照計畫與地方政府

座談被問及此事時表示，他很抱歉沒有把話說清楚造成外界誤解。他澄清指出，行政

院一直非常重視照服員的薪資，不管是照服員的 3 萬 2 千元或是照服員督導的 3 萬 7

千元，其實都比過去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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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保勞退投保調降 雇主年底前主動申報 

高溫危害工作職業病健檢 去年補助 25 萬人 
雇主注意！企業現行若是有替勞工投勞保與提撥勞工退休金，其薪資在 2 萬

1,901 至 2 萬 2,000 元之範圍，投保級距是在 2 萬 2,800 元，但因基本工資 107 年 1

月 1 日調漲至 2 萬 2,000 元，勞保與勞退金薪資分級表級距有修正，企業應在 106 年

底前向勞保局主動申報，投保級距可調降為 2萬 2,000元，並自 107年 1月 1日生效。 

勞保局 28 日召開例行記者會說明，基本工資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從原先每月 2

萬 1,009 元調整為 2 萬 2,000 元，「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勞工退休金月提繳

工資分級表」亦配合修正，並同步自 107 年 1 月 1 日施行。 

 一般企業申請進用之外籍勞工，符合勞工保險條例第 6 條規定者，應強制參加

勞工保險，至受僱於同條例第 8 條規定各業之外籍勞工以及受僱於自然人之外籍家庭

幫傭、監護工，則屬於自願投保對象。 

勞保局指出，明年勞保分級表修正生效將有 302 萬名勞工受影響，每月勞保及

就保費增加 2.8 億元，勞保第一級投保金額調至 2 萬 2,000 元，雇主每人每月保費負

擔 1,617 元、勞工自付 462 元；至於無就保者（如外籍勞工），雇主每人每月負擔 1,463

元、外勞自付 418 元。至於勞退金新制提撥將有 126 萬人受影響，一年將可增加 8 億

元保費。 

重點整理： 

雇主注意！企業現行若是有替勞工投勞保與提撥勞工退休

金，其薪資在 2 萬 1,901 至 2 萬 2,000 元之範圍，投保級距是在

2 萬 2,800 元，但因基本工資 107 年 1 月 1 日調漲至 2 萬 2,000

元，勞保與勞退金薪資分級表級距有修正，企業應在 106 年底

前向勞保局主動申報，投保級距可調降為 2 萬 2,000 元，並自

107 年 1 月 1 日生效。 

勞保局提醒，今年 12 月下旬將發函通知 1 萬 6 千餘家可能從

事危害作業之投保單位健檢資訊，同時檢送申請書表，實施健

康檢查前，應先向勞保局提出申請，經審查後，符合檢查條件

者，勞工會收到健檢證明單，再持往健檢醫院受檢，方會補助

健檢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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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保局說明，自 107年 1月 1日起逕行調整 2類被保險人之投保薪資至 2萬 2,000

元，保險費自當日起按調整後金額計收：分別是 106年 12月份月投保薪資為 2萬 1,009

元之全時工作被保險人(部分工時、庇護性就業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機構受訓者、

職業工會低收入會員除外）；以及 106 年 12 月份月投保薪資為 2 萬 1,900 元之所有被

保險人。 

  至於投保薪資或提繳薪資為 2 萬 2,800 元者，因分級表修正後 107 年 1 月 1 日

起可以申報為 2 萬 2,000 元之勞工，請企業於 106 年 12 月 1 日起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止自行申報調整其月投保薪資（月提繳工資）為 2 萬 2,000 元，並自 107 年 1 月 1

日生效。 

  此外，勞保局提供勞工每年 1 次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只要是長期工作接觸高

溫、噪音、游離輻射及化學性危害作業環境，最近加保年資連續滿 1 年，即可向該局

提出申請；勞保局統計，105 年約有近 25 萬名勞工接受該項健康檢查，補助金額高

達 2 億 3 千萬元，健檢費平均每人千元。 

  勞保局提醒，今年 12 月下旬將發函通知 1 萬 6 千餘家可能從事危害作業之投

保單位健檢資訊，同時檢送申請書表，實施健康檢查前，應先向勞保局提出申請，經

審查後，符合檢查條件者，勞工會收到健檢證明單，再持往健檢醫院受檢，方會補助

健檢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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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福部健保投保金額表 明年元月實施 

基本工資勞工負擔 310 元 雇主 997 元 
配合基本工資於 107 年元月起，由現行的 21,009 元提高至 22,000 元，衛生福利

部 11 月 27 日公告修正全民健保投保金額分級表，提高投保金額下限至 22,000 元，

實際月領薪資在此一金額以下者，以投保等級第一級投保。 

健保署並公布健保負擔金額表，屬於公、民營事業有一定雇主之受雇者，若以最

低金額 22,000 元投保，本人每月應負擔保費為 310 元，投保單位每月應負擔 997 元，

政府補助金額 166元，自 107年元月起生效。健保費繳費通知原則上於次月底前寄發，

因此雇主預計明年 2 月底前收到調整後的費用通知。 

由於在台工作的藍領外勞，多數都會以最低金額投保，明年度每月應繳納保險費，

相較目前將增加 14 元，投保單位即雇主，應繳納費用則增加 45 元。 

健保投保金額分級表第一級月投保金額修正至 22,000 元後，將現有第二級

21,900 元刪除，並依序調整其餘投保等級級，修正後分級表由原本的 50 級調整為 49

級。第一組 900 元級距共有兩級，22,000 元之後，下一級為 22,800 元，實際月領薪

資 22,001 元至 22,800 元的受僱者適用。 

目前健保費率為 4.69%，平均眷口數為 0.61 人，投保單位及政府負擔部分，除

勞工本人外，須另加計平均眷口人數，合計為 1.61 人。負擔比率，被保險人及其眷

屬負擔三成，投保單位六成，另外一成由政府補貼。 

健保費金額計算公式，勞工自行負擔係以投保金額 x 保險費率(4.69%)x 負擔比

率 x 本人及眷口人數；而無論雇主所聘員工是否帶眷屬，投保單位所負擔的保費除員

工外，也要加計平均眷口數，計算方式為投保金額 x 保險費率(4.69%)x 負擔比率

重點整理： 

配合基本工資於 107年元月起，由現行的 21,009元提高至 22,000

元，衛生福利部 11 月 27 日公告修正全民健保投保金額分級

表，提高投保金額下限至 22,000 元，實際月領薪資在此一金額

以下者，以投保等級第一級投保。 

由於在台工作的藍領外勞，多數都會以最低金額投保，明年度

每月應繳納保險費，相較目前將增加 14 元，投保單位即雇主，

應繳納費用則增加 4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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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0.61)。 

至於雙語人員如以投保等級第四級的 25,200 元投保，勞工本人負擔金額為每月

355 元，投保單位負擔金額為每月 1,142 元，政府補助金額 190 元，在這次修正中沒

有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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