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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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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客戶您好： 

                依據 106 年度勞動法令新增與修訂，有關於外籍勞工正常工時 

                每日八小時要件下，其上班、休假和計薪的相關內容如下： 

一. 基本工資修正為月薪新台幣 22000 元，日薪為新台幣 733元，

時薪為新台幣 92 元； 

二. 勞工每週工時規定為 40 小時，新增休息日加班費計算並已 4

小時為一單位且於 105 年 12 月 23 日生效(如下表各假別加班

費之計算)； 

三. 一個月不得超過 46 小時延長工時(休息日之加班時數應計入

46 小時)； 

四. 國定假日由原來的 19 天縮減為 12 天，於 106 年 1 月 1 日生

效； 

1. 12 天國定假日為：中華民國開國紀念日(國曆 1/1)、農曆

除夕、春節(農曆 1/1~1/3) 、和平紀念日(2/28)、婦女兒

童節合併假日(國曆 4/4)、民族掃墓節(國曆 4/5)、勞動節

(5/1)、端午節(農曆 5/5)、中秋節(農曆 8/15)、國慶日(國

曆 10/10)。  

2. 只紀念不放假之 7 天假日為：中華民國開國紀念日翌日

(國曆 1/2)、革命先烈紀念日(國曆 3/29)、孔子誕辰紀念

日(國曆 9/28)、台灣光復節(國曆 10/25)、先總統蔣公誕

辰紀念日(國曆 10/31)、國父誕辰紀念日(國曆 11/12)、行

憲紀念日(國曆 12/25)。 

五. 勞工每七日應有二日之休息，其中一日例假日，一日為休息

日，每七日週期循環之始日與末日應由勞雇雙方約定，不因

跨月而另重新計算，其例假日及休息日並未限定只能排在週

六或週日； 

六. 外籍勞工在同一個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

之特別休假日新增修訂如下（勞工之新舊契約間隔未超過 90

天，年資應連續計算）： 

1. 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三日(新增)。 

2. 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七日。 

3. 二年以上三年未滿者，十日(原為七日)。 

4. 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每年十四日(原為十日)。 

5. 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每年十五日(原為十四日)。 

6 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給一日，加至三十日為止。 

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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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應發給工資，年度終結乃以勞工到職日而定 

且應將勞工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

工資數額，勞工工資清冊，並每年定期將其內容以書面通

知勞工。 

七. 工資之給付應提供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如不同倍數之加班

時數、特休未休發給代金之金額……等等)； 

八. 採輪班制者勞工工作採輪班制者，其工作班次，每週更換一

次。但經勞工同意者不在此限。更換班次時，至少應有連續

八小時之休息時間(尚未公告執行時間)。 

九. 上述之相關規定及說明倘有未符合之處，經地方主管機關查

察後，將處新台幣二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若有疑義，

煩請電洽本公司洽詢。 

 

類別 工作日 國定假日、特別休假日 休息日 例假日(合法加班狀況
下，應再補一天假日給勞
工，違法加班狀況下，請
致電本公司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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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 此八小時工資已包
含於月薪當中，正
常工時出勤，無加
班費問題 

 此八
小時
工資
已包
含於
月薪
當中 

1 733  此八
小時
工資
已包
含於
月薪
當中 

1.34 123 V 此八
小時
工資
已包
含於
月薪
當中 

1 733  

2H   1.34 123 V  

3H   1.67 154 V  

4H   1.67 154 V  

5H   1.67 154 V  

6H   1.67 154 V  

7H   1.67 154 V  

8H   1.67 154 V  

9H 此 4
小時
未包
含於
月薪
當中 

1.34 123 V 此 4
小時
未包
含於
月薪
當中 

1.34 123 V 此 4
小時
未包
含於
月薪
當中 

2.67 246 V 此 4
小時
未包
含於
月薪
當中 

2 184 V 

10H 1.34 123 V 1.34 123 V 2.67 246 V 2 184 V 

11H 1.67 154 V 1.67 154 V 2.67 246 V 2 184 V 

12H 1.67 154 V 1.67 154 V 2.67 246 V 2 184 V 

恆力國際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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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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成功沒有奇蹟，只有軌跡，走過的就會累積，嬴在觀念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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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勇氣不可失，信心不可無，世間沒有不能與無能的事，只怕不肯。 

§ 笑容.不但可以表答善意.還可以縮短人際間的距離。                   二姐   

                                                               
§ 你是誰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和誰在一起  不要小看潛移默化的力量和耳濡目染

的作用。 

§ 分享能使快樂加倍，快樂的人能感染身邊的人也一起開心起來。         張姐                         

                                                               

§ 專業，就是用對方聽得懂的話，去告訴他不懂的事情。 

§ 好的習氣，就像心靈的病毒，應謹防它的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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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謙虛對才華無際的人來說只是一種平誠實，對才華絶頂的人來說是一種虛偽。 

                                                                   金瑛 

                                                               
§ 待人退一步，受人寬一寸，在人生道中就活得很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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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生就像餃子，無論是被拖下水、扔下水、還是自己跳下水，一生之中不淌一次

渾水就不可能成熟。 

§ 比起給你答案 更珍貴的  是陪你面對問題的那個人。                   勇衡                                                  

                                                               
§ 不要等明天，抓住今天就是成功的開始。總是等到明天的人，將是一事無成的人。 

§ 朋友加的傷痕,出於真誠；仇敵連親嘴，卻是多餘。                     宏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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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錯誤的道路上奔跑也沒有用，接近什麼樣的人就會走什麼樣的路。 

§ 經常不斷學習，你就什麼都知道。你知道的越多，你就越有力量。        巧柔                        

                                                                

§ 別花太多時間挑選完美時機，這只會讓妳錯失好時機。 

§ 生命固然短暫，但漫不經心地浪費，將使生命更為短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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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真正的愛應該超越生命的長度，心靈的寬度，靈魂的深度。              琬蒂                                                             

                                                                   

§ 人只會進步或退步，不會原地不動，你以為的維持現狀，其實就是退步的證據。 

§ 人生有許多事情，正如船後的波紋，總要過後才覺得美。                雅琳 

                                                                

§全新的自己交付給全新的一天，新的一天，就從給自己一個微笑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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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                  

                                                                
§ 快樂的秘訣，不是做你所喜歡的事，而是喜歡你所做的事。 

§ 你可能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麽，但是要先知道自己不要什麽。           莎莎                                                                                                                     

                                                                
§有多少力量做多少事，不要心存等待，等待不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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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真正重要的不是你現在的位置，而是你將往哪裡前進。 

§ 智慧是穿不破的衣裳，知識是取之不盡的寶藏。                        妍臻 

                                                               
§ 別羨慕別人腿長腰細，妳的心寬體胖，別人也沒有。 

§ 不容易在一起，用來生氣多可惜。                                    葦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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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精心計較,有人神經大條，無論如何,我們都能真心相待,豐富彼此的生活。 

§ 時間，不要浪費在沒有價值的事情上。                                妙儒 

                                                                

§ 把困難舉在頭上，它就是滅頂石；把困難踩在腳下，它就是墊腳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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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毓茹 

                                                                                 
§ 人生就像騎腳踏車，為了保持平衡，你必須一直前進。 

§ 努力做好手頭上能做的事，時間會帶你去對的路上。                    雅姿 

                                                                                                                              

§ 以誠以情待人，才能得人信任與敬愛。 

§ 多一分付出，就能多一分成就。                                      芳宜 

                                                                
§ 只要有信心，任何事都不會是自己最大的敵人。                         柏

霖 

                                                                   

 

 

 

 

 

 

 

~以上勵志小語感謝恆力各位同仁溫馨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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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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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4,651 258,242 148,691 61,533 206,184 1 

農、林、漁、牧業(船員) 12,275 8,438 1,864 23 1,950 0 

製 造 業 407,446 58,047 115,440 58,344 175,614 1 

食品及飼品 24,366 4,316 3,677 2,808 13,565 0 

飲  料 853 147 132 153 421 0 

紡  織 26,017 4,913 4,681 5,796 10,627 0 

成衣及服飾品 4,607 338 556 470 3,243 0 

皮革、毛皮及其製 品 2,325 402 115 562 1,246 0 

木竹製品 2,692 830 238 165 1,459 0 

紙漿、紙及紙製品 6,299 1,545 902 858 2,994 0 

印刷及資料儲存媒 體複製 3,875 526 399 496 2,454 0 

石油及煤製品 31 12 1 1 17 0 

化學原材料、肥料、氮化合物、塑橡膠原料及人造纖維 4,465 473 1,574 815 1,603 0 

其他化學製品 3,165 821 703 336 1,305 0 

藥品及醫用化學製品 958 219 357 34 348 0 

橡膠製品 10,521 1,641 892 2,087 5,901 0 

塑膠製品 27,989 4,738 3,580 4,574 15,097 0 

非金屬礦物製品 11,767 2,221 2,099 2,821 4,626 0 

基本金屬 19,122 4,155 2,576 6,426 5,964 1 

金屬製品  90,204 15,726 12,290 13,848 48,340 0 

電子零組件 73,823 1,386 57,623 4,228 10,586 0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 13,552 110 9,553 210 3,679 0 

電力設備及配備 8,228 1,334 1,518 1,323 4,053 0 

機械設備 36,473 4,995 5,750 4,730 20,998 0 

汽車及其零件 13,278 2,573 2,536 2,222 5,947 0 

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 8,847 1,599 900 2,208 4,140 0 

家  具 4,591 1,172 533 450 2,436 0 

其  他 9,398 1,855 2,255 723 4,565 0 

營 建 工 程 業 5,289 1,170 13 2,635 1,471 0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其他服務業 249,641 190,587 31,374 531 27,14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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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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移工朋友宣導動保法 預防勝於罰款 
 

台中市政府勞工局(12/01 日)就選在這裡,與移工朋友慶祝佳節。嘉年華活動中

有許多表演和攤位,還有各單位的宣導,其中,台灣動物平權促進會,特別來此宣導動

物保護法。有些外籍移工對台灣法令不了解,仍延續在家鄉的飲食習慣,會宰殺或食用

貓狗肉。透過宣導活動,他們知道這在台灣是違法的,會有高額罰款,還可能被遣送回

國。台灣動物平權促進會製作了影片,還有 4 國語言文宣,邀請越南籍學生擔任解說

員,與移工朋友面對面說明。俗話說預防勝於治療,希望透過事前宣導,避免悲劇發生,

除了保障貓狗的生存權,也保障移工的工作權,達到雙贏的目標。 

➢ 台灣動物保護法規定任何人不得騷擾、虐待或傷害動物,且不得任意宰殺犬、貓,

最重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併科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200 萬元以下罰金。 

➢ 販賣或食用犬貓屠體,將處新台幣 5 萬元以上、25 萬元以下罰鍰。 

➢ 外籍勞工倘違反動物保護法,經檢察官起訴或法院判決有罪,勞動部將依法廢止聘

僱許可並限期出國。 

➢ 雇主應依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之規定,向外籍勞工宣導在臺工作期間應遵守動物

保護法之規定,倘未依法辦理,且經限期改善而未改善者,地方政府將依法裁處新臺幣 

6-30 萬元罰鍰。  

 

  

 

重點整理： 

有些外籍移工對台灣法令不了解,仍延續在家鄉的飲食習慣,會

宰殺或食用貓狗肉。透過宣導活動,他們知道這在台灣是違法

的,會有高額罰款,還可能被遣送回國。 

雇主應依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之規定,向外籍勞工宣導在臺工

作期間應遵守動物保護法之規定,倘未依法辦理,且經限期改善

而未改善者,地方政府將依法裁處新臺幣 6-30 萬元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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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2.01~公民新聞~ 

重點整理： 

近來有部分外勞因不熟悉我國聘僱相關規定，於休假日或下班

時間在雇主不知情的情況下，自行非法打工賺取外快或酒駕違

規。外勞自行從事許可以外工作，一旦經查證確認違法屬實，

勞動部將依就業服務法規定廢止聘僱許可，並令外勞立即出

國，且永遠不得再於我國境內工作；至於，未經許可而僱用外

籍勞工打工的非法雇主，則將依法處以新臺幣 15 萬元至 75 萬

元罰鍰。 

酒駕無照加重罰最高可罰 12 萬，其中初審通過增訂酒駕遭吊

銷、吊扣駕照仍無照駕駛者,將加重罰款,從現行開罰 6 千至 1 

萬 2 千元提高至 9 千至 1 萬 8 千元,並當場禁止駕駛,大型車

職業駕駛人最高可罰 12 萬元。 

外勞非法打工或酒駕 勞動部將廢聘並限令出境  
 

勞動部提醒，雇主應加強對所聘僱的外勞宣導法令規定，以免非法打工或酒駕違

規導致聘僱許可遭廢止，影響雇主用人權益。 

勞動部指出，近來有部分外勞因不熟悉我國聘僱相關規定，於休假日或下班時間

在雇主不知情的情況下，自行非法打工賺取外快或酒駕違規。外勞自行從事許可以外

工作，一旦經查證確認違法屬實，勞動部將依就業服務法規定廢止聘僱許可，並令外

勞立即出國，且永遠不得再於我國境內工作；至於，未經許可而僱用外籍勞工打工的

非法雇主，則將依法處以新臺幣 15 萬元至 75 萬元罰鍰。 

外勞在下班個人時間，與朋友聚會小酌，又以腳踏車或電動自行車或電動機車代

步，因駕駛腳踏車、電動機車或電動自行車仍都算動力車輛，酒駕或肇事都須依公共

危險罪嫌移送，一旦經移送後遭到起訴或判刑，外勞除會面臨刑罰，亦同時違反《就

服法》第 73 條第 6 項外國人不得違反我國法令情節重大之規定，必須廢止聘僱許可，

且不得再入境工作。 

 

    立院初審通過 酒駕無照加重罰最高可罰 12 萬,其中初審通過增訂酒駕遭吊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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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扣駕照仍無照駕駛者,將加重罰款,從現行開罰 6 千至 1 萬 2 千元提高至 9 千

至 1 萬 8 千元,並當場禁止駕駛,大型車職業駕駛人最高可罰 12 萬元。 

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21 條規定,在場立委無異議通過,未來「汽車 

駕駛人違反第 35 條規定,受吊銷駕駛執照尚未考領前,或吊扣駕照而駕駛小型車或

機車者,除依第 4 項規定處罰外,處汽車駕駛人(新台幣)9 千元以上、1 萬 8 

千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另外,也通過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 21 條之 1 規定,曾違反本條例第 35 條導致駕駛執照經吊銷或是吊扣期間,

駕駛聯結車、大客車、大貨車者,將對汽車所有人及汽車駕駛人,開罰 6 萬到 12 萬 

元罰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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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2.04 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北市政府勞工局近期已修訂「新北市政府辦理雇主聘僱外國人

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16 條第一項第五款證明書標準作業流

程」，將 50 人以上事業單位是否成立職工委員會，列為雇主

申請無違反法令證明的審查項目之一。勞工局日前已發函轄內

700 多家事業單位通知相關變更事項，並已完成更新申請表單。 

    根據新北市無違反標準作業程序，申請日前 2 年內有資遣

本國勞工情事者，應一併檢附資遣費給付證明文件及說明勞退

新舊制選擇情形與改選後新制日期證明等資料。僱用受僱者

30 人以上公司，須檢附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100

人以上公司，應一併檢附哺集乳室設施及托兒設施適當之托兒

措施證明文件。僱用受僱者 50 人以上事業單位，將由勞工局

逕為查詢是否設置職工福利委員會。 

申請無違反證明 新北增加審核福委會 

50人以上企業有無設立 將逕為查詢 
 

為輔導新北市轄內事業單位設置職工福利委員會，新北市政府勞工局近期已修訂

「新北市政府辦理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16 條第一項第五款證明書標準

作業流程」，將 50 人以上事業單位是否成立職工委員會，列為雇主申請無違反法令證

明的審查項目之一。勞工局日前已發函轄內 700 多家事業單位通知相關變更事項，並

已完成更新申請表單。 

根據雇聘辦法第 16 條規定，雇主申請藍領外國人，除家庭類外勞及未聘僱本國

勞工的自然人與合夥人約定採比例分配盈餘，聘僱外國人從事海洋漁撈工作等兩類之

外，其餘事業單位雇主申請外國人招募許可時，應向地方勞工主管機關申請無違反法

令證明。 

外勞服務科進一步說明，法令中所規範無違反勞工法令證明的審查事項，包括新、

舊制勞工退休金、積欠工資墊償基金、勞工保險費、已繳納違反勞工法令罰鍰、勞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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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無具體事實得認定有罷工或勞資爭議情事、業務緊縮或關廠歇業，及降低本國

勞動條件情形等八項，因此職工福利並非法定審查項目。為輔導事業單位依法成立職

工福利委員會，繼去年增加性平法事項之後，基於地方自治權責，近期再增加職工福

利委員會一項。 

事實上，職工福利金條例及施行細則中並未明文規定僱用人數達多少以上應設立

福委會，而是在勞委會(勞動部前身)92 年所作命令中訂出僱用人數 50 人的門檻，且

未依規定成立在條例中也沒有罰則，顯示職工福利在過去並未受到太多重視。不過去

年起，勞動部曾函請地方政府清查轄內設置職工福利委員會的情況，據了解，目前除

新北市外，也有一些縣市已開始增加此項審查。 

根據新北市無違反標準作業程序，申請日前 2 年內有資遣本國勞工情事者，應一

併檢附資遣費給付證明文件及說明勞退新舊制選擇情形與改選後新制日期證明等資

料。僱用受僱者 30 人以上公司，須檢附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100 人

以上公司，應一併檢附哺集乳室設施及托兒設施適當之托兒措施證明文件。僱用受僱

者 50 人以上事業單位，將由勞工局逕為查詢是否設置職工福利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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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2.04 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可要求拿出註記「依親居留」中華民國居留證與戶籍謄本「正

本」,或身分證「正本」,才足以證明外籍配偶身分。王鑫基表

示,依《就業服務法》規定,外籍配偶不須經申請許可,即可在台

灣從事工作,因而有許多非法外勞常冒稱外籍配偶應聘,如果覺

得證件有問題,可親自向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各地專勤隊查

詢。 

 

失聯移工佯稱外配受僱 雇主無辜遭重罰 
 

為有民眾透過廣告僱用自稱是外配的女子擔任家人看護,未料沒幾天就有移民署

上門逮人,原來僱用的看護其實是逃逸外勞,這位民眾得面臨 15 萬至 75 萬元不等

的高額罰鍰,南市勞工局呼籲,僱用外籍移工一定要詳細查證。勞工局指出,小方(化名)

父親重病住院,家人忙於工作,透過「仲介看護」小廣告找到自稱「蒂娜」的外籍人士,

她聲稱老公是台灣人,還拿出 1 張跟老公、兒子的照片證明及 1 張在台居留證,小方

不疑有他,立即僱用蒂娜全天候照顧父親,未料移民署專勤隊隔天就找上門,查獲蒂娜

為逃逸外勞,並非外籍配偶。 

勞工局長王鑫基表示,就算是隨同自稱是她丈夫的台灣人來應徵,仍然有可能是

逃逸外勞,可要求拿出註記「依親居留」中華民國居留證與戶籍謄本「正本」,或身分

證「正本」,才足以證明外籍配偶身分。王鑫基表示,依《就業服務法》規定,外籍配

偶不須經申請許可,即可在台灣從事工作,因而有許多非法外勞常冒稱外籍配偶應聘,

如果覺得證件有問題,可親自向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各地專勤隊查詢。 

此外,農忙時期,部分沒有加班或輪班的外勞,會利用下班時間至農地幫忙,果農

以為外勞是工廠合法外勞而僱用協助採收,也是違反《就業服務法》規定,因目前 

農業並未開放外勞,且外勞是別人所聘僱的,依據《就業服務法》的規定,聘僱逃逸外

勞、他人所申請的外勞,將處以 15 萬元以上、75 萬元以下罰緩,5 年內再犯者將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 120 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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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2.06 自由時報 

僱用逃逸、他人聘僱外勞 均屬違法 

罰鍰最高75萬元 聘僱前確實查驗身分 
 

有鑑於過去常有雇主因不熟悉聘僱外勞相關規定，將逃逸外勞誤認為合法在台居

留的外籍配偶，進而僱用從事工作。台南市政府勞工局提醒，聘僱外籍配偶前，務必

請對方出示外僑居留證與戶籍謄本等證明文件的「正本」，或以身分證正本來應徵，

確認證件為本人所有，以及資料均屬實後才能聘僱，亦可向移民署各地專勤隊查詢，

避免逃逸外勞持偽造證件應徵。 

    勞工局也發現，農忙時期，有些沒有加班或輪班的外勞，會利用下班時間至農

地幫忙，且因這些外勞具有合法工作身分，果農以為只要不是逃逸外勞，就能僱用來

協助採收，也因此違反就服法相關規定。 

    就服法第 57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雇主不得僱用未經許可、許可失效或他人所

聘僱之外國人，因此民眾僱用逃逸外勞，或未經勞動部許可，聘用非由本人合法申請

引進的外勞，均已違反該項規定，一經查獲確認違法，將處新台幣 15 萬元以上 75 萬

元以下罰鍰，5 年內再犯者，將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 120 萬元以下罰金。

勞工局呼籲民眾聘用外勞，應循合法管道申請，切勿因小失大。 

    此外，有不肖人士在醫院發放「仲介看護」小廣告，民眾依廣告上的電話請對

方介紹看護，就有自稱是合法外籍配偶前來應徵，有些甚至僅出示與配偶、兒子的合

照與居留證，取得雇主信任。勞工局表示，用照片及居留證來證明身分並不足夠，就

算有自稱配偶的台灣人隨同前來應徵，仍有可能落入僱用到逃逸外勞的風險。提醒民

眾僱用外勞務必經過合法的程序，或要求出具「依親居留」的外僑居留證與戶籍謄本

「正本」，或身分證「正本」，才足以證明其外籍配偶的身分。 

重點整理： 

就服法第 57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雇主不得僱用未經許可、許

可失效或他人所聘僱之外國人，因此民眾僱用逃逸外勞，或未

經勞動部許可，聘用非由本人合法申請引進的外勞，均已違反

該項規定，一經查獲確認違法，將處新台幣 15 萬元以上 75 萬

元以下罰鍰，5 年內再犯者，將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併科 120 萬元以下罰金。勞工局呼籲民眾聘用外勞，應循合法

管道申請，切勿因小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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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2.06 外勞通訊社 

106年第3季 雇主違法罰鍰3千餘件 

常見違法事項聘雇非法外勞與非法容留 
 

根據 106年第三季統計資料，全國各地查獲雇主違反就業服務法件數有 3,143件，

較同年 6 月底，增加近 4 成案件數，雇主違法行為前三名依序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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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重申，雇主應依法聘用外勞，以免受罰。 

  勞動部提醒，雇主在聘僱外籍配偶時應確認其居留證、戶籍謄本或身分證正本，

核對正本證件照片與本人無誤後影印留存，如身分確認過程有所疑義，可上內政部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網 站 「 居 留 證 查 詢 專 區 」

（https://icinfo.immigration.gov.tw/NIL_WEB/NFCData.aspx），有居留證樣本及檢

查重點等相關說明，或可電洽：02-2388-9393 詢問，以免觸法受罰。 

勞部指農業外勞未開放聘外配記得查證居留證 

重點整理： 

根據 106 年第三季統計資料，全國各地查獲雇主違反就業服務

法件數有 3,143 件，較同年 6 月底，增加近 4 成案件數，雇主違

法行為前三名依序是「聘僱未經許可或許可失效之外國人」遭

罰鍰有 1,377 件，將依就服法第 63 條規定，處新臺幣 15 萬元至

75 萬元罰鍰，同時廢止許可有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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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 件，處新臺幣 15 萬元至 75 萬元罰鍰，廢止許可有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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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

件，廢止許可有 22 件；其中指派許可以外工作較多有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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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件，另調派外勞至許可

以外工作地點有 143 件，廢止許可件數有 15 件。 

https://icinfo.immigration.gov.tw/NIL_WEB/NFCData.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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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近期發生部份沒有加班或輪班的工廠外勞，利用下班時間至農地幫忙，勞動部

提醒，農業外勞並未開放，農民聘雇他人聘僱或是未經許可外勞，被查獲將依法處以

新臺幣 15 萬元至 75 萬元罰鍰。 

    根據資料，106 年 1 月至 9 月，全國各地查獲雇主違反《就業服務法》件數共

有 3,143 件，較 1 至 6 月時 1,895 件、增加 1,248 件，另廢止聘僱 133 件較同年 6 月

底 84 件增加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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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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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7 件，將依就服法第 63 條規定，處新臺幣 15 萬元

至 75 萬元罰鍰，同時廢止許可有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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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 件，處新臺幣

15 萬元至 75 萬元罰鍰，廢止許可有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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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 件，廢止許可有 22 件；其中指派許可以

外工作較多有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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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件，另調派外勞至許可以外工作地點有 143件，

廢止許可件數有 15 件。 

指派外勞許可以外工作 除罰鍰外未改善將廢聘 

    其餘依序是違反就服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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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件，將處新臺幣 6 萬元至 30 萬元罰鍰；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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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將處新臺幣 6 萬元至

30 萬元罰鍰。 

    違反就服法第 57 條第 2 款規定「雇主以本人名義聘僱之外國人為他人工作」有

7 件，將處以新臺幣 15 萬元至 75 萬元罰鍰，廢止許可 2 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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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款規定，「非法扣留或是侵占外國人之護照、

居留證件或財物」，將處以新臺幣 3 萬元至 15 萬元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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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2.11外勞通訊社 

北社盟年底社福政策體檢 部分未改善 

都會失智照顧機構 應有合理設置標準 
 

    台北市社會福利聯盟檢視近三年北市府推動各項社福政策，老人議題部分，在制

定合理失智老人機構在台北市合理的設置條件、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照管專員人力 

、老人社區關懷據點活絡、居家服務補助等議題上，民團認為有些許進步，但在老 

人住宅及長照機構對聽障長者的照顧能力，以及視覺障礙合併多重障礙機構照顧， 

則毫無改變。 

北社盟 103 年底發布民間版社會福利政策白皮書，其內容包含兒童、少年、老人、 

婦女、身障共五大領域，之後固定每年底逐一檢驗。北社盟統計，兒童、婦女各 15 

個議題數最多，少年組 13 項，身障組 12 項，老人組 7 項，經過三年後檢視各領域， 

老人組仍有 29%毫無改變甚至退步，身障組則有 42%沒有改善。 

針對機構式服務，北社盟表示，衛福部及地方機關目前都有在發展失智症照顧， 

例如台北市 18 處老人日照中心，共可收托 619 名長者，目標在 2021 年擴大至 36 間， 

然而在失智症機構設置標準依照地區特性來放寬限制上，台北市並沒有進度。由於 

失智症後期多需依靠專責機構式照顧，北社盟呼籲訂定符合都會區的失智照顧機構 

標準，讓長者在地接受照顧。 

勞動部數年前推動外展看護試辦計畫，但因成效不彰而傳出即將喊停，台北市外 

籍看護密度雖高，但沒有試辦單位。北社盟總幹事胡宜庭以社福團體角度分析，在 

重點整理： 

台北市社會福利聯盟檢視近三年北市府推動各項社福政策，但

因成效不彰而傳出即將喊停，台北市外籍看護密度雖高，但沒

有試辦單位。北社盟總幹事胡宜庭以社福團體角度分析，在她

接觸的個案當中，有腦麻的孩子除了聘請外籍看護照顧外，還

要搭配家屬一起支援，換言之，通過 ADL 評估的病情都已嚴重

到一個程度，外展服務部分時數的服務，無法解決真實的照顧

需求；另方面，部分時數的照顧，則現有的居家照顧、喘息服

務也都可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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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接觸的個案當中，有腦麻的孩子除了聘請外籍看護照顧外，還要搭配家屬一起支 

援，換言之，通過 ADL 評估的病情都已嚴重到一個程度，外展服務部分時數的服務 

，無法解決真實的照顧需求；另方面，部分時數的照顧，則現有的居家照顧、喘息 

服務也都可滿足。胡宜庭說，政策過於理想，未能從使用服務者的角度思考，是失 

敗的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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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2.14 外勞通訊社 

營造工程審查範圍調整 簡化文書審查 

勞動部：強化現場監督檢查 施工階段列管 
 

針對勞動部 12 月 1 日修正發布「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及檢查辦法」第 2 條條文

之丁類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範圍（營造工程），引發外界關心，對此勞動部指出，本

次審查範圍調整，主要針對中型工程之工法成熟、設施改善及施工相對穩定部分，簡

化文書審查程序，不再列入書面審查，轉換為強化現場監督檢查，於施工階段專案列

管，增加勞檢頻率，違規重罰。 

    為持續降低營造業職業災害，除增加勞檢頻率，違規重罰之外，並將加強營造

業安全衛生精進作為，勞動部說明作法，從政策法規面：（一）督促事業單位依《職

業安全衛生法》第 5 條第 2 項規定，於工程設計及施工規劃階段實施風險評估，（二）

參照日本營造業管理模式，推動一定規模以上工程，建置營造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三）建置專屬網頁公布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及重大職業災害案件，以建立優良職業安

全衛生案件及重大職業災害案件之資訊公開機制，保障民眾知的權利，增進人民對公

共事務之瞭解 

    從實務執行面：（一）研發出版各類施工安全技術教材，協助營造業者瞭解具體

之安全衛生作業程序標準，（二）分別於北、中、南區成立營造安全衛生促進會，藉

由母雞帶小雞機制提升施工安全技術及水準，（三）推動全國性職業安全卡制度，規

劃安全衛生教育訓練，齊一相似危害作業之訓練內容，發給全國性職業安全卡，俾工

地入場管制，以達成減災目標。 

    勞動部指出，對於公共工程將加強與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合作，不定期召開

重點整理： 

針對勞動部 12 月 1 日修正發布「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及檢查辦

法」第 2 條條文之丁類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範圍（營造工程），

引發外界關心，對此勞動部指出，本次審查範圍調整，主要針

對中型工程之工法成熟、設施改善及施工相對穩定部分，簡化

文書審查程序，不再列入書面審查，轉換為強化現場監督檢查，

於施工階段專案列管，增加勞檢頻率，違規重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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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會議研商公共工程減災相關機制，並於每年辦理公共工程金安獎選拔，獎勵推動安全

衛生優良之公共工程及人員，樹立學習典範，提升整體工安水準。 

    勞動部強調，自 103 年職業安全衛生署成立以來，為降低營造工地職業災害，

採取各類宣導、檢查及輔導等策略，近年營造業勞工職業災害千人率已逐年下降，其

營造業勞工職業災害千人率降幅達 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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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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106.12.11 外勞通訊社 

7.5萬名具雇主身分被保險人欠勞保費 

應先繳清欠費 以免遭暫行拒絕勞保給付 
 

    勞動部勞動保險司表示，近期有雇主積欠勞保費後，轉任至其他家公司擔任勞工，

須繳清投保單位的欠費，不然請領勞保給付時，勞保局將暫行拒絕給付；根據統計，

約有 7.5 萬名具雇主身分的被保險人欠費，總共積欠勞保費 57 億元，平均每人欠勞

保費 7.6 萬元。 

    勞動部勞動保險司 106 年 12 月 4 日作出行政函釋，請領給付的被保險人，如為

欠費投保單位負責人，或其本身因投保單位欠費而受行政執行者，於未繳清投保單位

欠費前，勞保局應暫行拒絕給付。 

    勞保司說明，月前勞保局發函詢問，被保險人先前在 A 公司擔任雇主並實際有

從事勞動，因此有投保勞保，但是 A 公司積欠勞保費，之後卻到 B 公司擔任勞工，在

B 公司服務至符合請領老年給付，但因 A 公司欠費未繳清，其在 B 公司的請領保險給

付為何？  

   勞保司說明，依《勞工保險條例》規定，一般公、民營場廠及公司行號等投保

單位，保險費分別由雇主、勞工及政府按比例負擔；勞工自行負擔的保險費，由投保

單位負責扣、收繳，並連同投保單位負擔部分，一併向勞保局繳納；如投保單位有未

重點整理： 

勞動部勞動保險司表示，近期有雇主積欠勞保費後，轉任至其

他家公司擔任勞工，須繳清投保單位的欠費，不然請領勞保給

付時，勞保局將暫行拒絕給付。 

由投保單位負責扣、收繳，並連同投保單位負擔部分，一併向

勞保局繳納；如投保單位有未繳清保險費或滯納金的情況，勞

保局應依規定暫行拒絕給付。 

投保單位沒繳清保險費或滯納金，勞保局就會暫時拒絕給付，

等他繳清後才能請領；但若是一般受僱勞工，只要雇主已經扣、

收繳自行負擔的 2 成保費，就算公司欠費，勞工在請領給付時

提出繳納相關證明，權益不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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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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繳清保險費或滯納金的情況，勞保局應依規定暫行拒絕給付。 

    基於雇主負有繳清投保單位欠費之責任與權利義務對等原則，被保險人如任欠

費投保單位之負責人，或轉加保至其他無欠費之投保單位，惟其本身因原任負責人之

投保單位仍欠費，而受行政執行者，應先依法繳清單位保險費及滯納金，始得請領各

項保險給付。 

   依《勞工保險條例》規定，勞保費由雇主負擔 7 成、勞工負擔 2 成、政府負擔

1 成。 

因此勞保司指出，投保單位沒繳清保險費或滯納金，勞保局就會暫時拒絕給付，

等他繳清後才能請領；但若是一般受僱勞工，只要雇主已經扣、收繳自行負擔的 2

成保費，就算公司欠費，勞工在請領給付時提出繳納相關證明，權益不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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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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106.12.15 外勞通訊社 

新北市第六波違法企業 共計340家 

加班費最多 單一企業罰鍰最高45萬元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公布今年第六波違反勞動基準法、職業安全衛生法、性別工作

平等法事業單位名單，共計有 340 家業者，其中違反勞基法有 278 家，違規事項以第

24 條「延長工時未依規定加給工資」最為嚴重，共有 78 家，其次為第 32 條第 2 項

「延長工時超過法令規定」75 家，出勤紀錄未逐日記載勞工出、退勤時間，違反第

30 條第 6 項則有 69 家，亦有 3 家未足額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分別處以 9 萬元、12

萬元罰鍰 

    勞工局表示，所有違規名單均已匯入「新北勞動雲」的「違法雇主查詢」專區，

網址 https://ilabor.ntpc.gov.tw/cloud/Violate，後續將持續針對有違規紀錄的企

業實施複查，督促改善。 

    勞工局表示，此次違反勞基法被處罰鍰金額最高的事業單位為上市公司燿華電

子，違規情形為使勞工單日工作超過 12 小時的法定上限，亦未計給勞工例假，違反

每工作七天應有一天休息的規定，分別處以 30 萬元、15 萬元罰鍰，總金額 45 萬元

為最高。其次為客運業的統聯客運、新北客運、三重客運，以及上櫃公司精華光學，

分別有使勞工單月加班達 81、83、102 及 90 小時，均超過 46 小時的上限，各處罰鍰

30 萬元。另外，清潔服務業的欣中環保企業亦因工資未全額給付、未依法給付加班

費及使勞工連續出勤，分別處以 2 萬元、15 萬元及 8 萬元，總罰鍰達 25 萬元。 

   違反職安法的部份，以未提供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最多，共計

55 家。 

重點整理：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公布今年第六波違反勞動基準法、職業安全
衛生法、性別工作平等法事業單位名單，共計有 340 家業者，
其中違反勞基法有 278 家，違規事項以第 24 條「延長工時未依
規定加給工資」最為嚴重，共有 78 家，其次為第 32 條第 2 項
「延長工時超過法令規定」75 家，出勤紀錄未逐日記載勞工出、
退勤時間，違反第 30 條第 6 項則有 69 家，亦有 3 家未足額提
撥勞工退休準備金，分別處以 9 萬元、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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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至於違反性平法的事業單位，此次共計有 7 家，違規情形以雇主於知悉工作場

所有性騷擾情形時，未採取立即有效糾正及補救措施 4 家最多，包含 1 家護理之家，

其餘違反性平法第 11 條第 1 項「對受僱者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第 21 條

第 1 項「拒絕受僱者為生理假及育嬰留職停薪期滿復職請求」以及第 13 條第 1 項「未

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且未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均各有 1 家。 

 

 

 

 

 

 

 

 

 

 

 

 

 

 

 

 

 

 

 

 

 

 

 

 

 

106.12.18 外勞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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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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章工廠輔導結束 外勞核配恐消失 

已投入成本付之闕如 盼有協助方案 
 

未登記工廠輔導期即將於 109 年 6 月 2 日到期，已取得臨時工廠登記者，則須在

此期限之前取得土地及建物合法使用證明文件。立委林岱樺 12 月 18 日立院經濟委員

會質詢時提到，已經取得臨時登記的工廠，環保、消防都已經投資下去，也經核准聘

僱外勞，輔導期過後若無法取得合法用地，這些廠商何去何從？要求經濟部盡速提出

具體措施。 

林岱樺表示，民間估計農地工廠高達 10 至 14 萬家，已取得臨時登記者卻僅有

7,088 家，家數相當少，然而目前政府對違章工廠的處理，只看到去年 520 後新增者

拆除，卻看不到後續輔導措施。廠商因此擔心，兩年半後輔導期將至，面對工業區土

地價格飆漲，投入在環保、消防的成本，以及取得的外勞核配，恐將付之闕如。 

經濟部次長龔明鑫回應，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違章工廠同時涉及農委會、內政

部業務，行政院將展開跨部會協商，希望在最短時間內提出方案。 

龔明鑫說明，目前採分級處理方式，符合環保及安全法規才會允許辦理臨時登記，

有不合格則會拆除，後續稽查將由地方政府依固定時程查訪，未來將利用無人機等科

技工具，隨時監控、檢視。 

106.12.18 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未登記工廠輔導期即將於 109 年 6 月 2 日到期，已取得臨時工

廠登記者，則須在此期限之前取得土地及建物合法使用證明文

件。立委林岱樺 12 月 18 日立院經濟委員會質詢時提到，已經

取得臨時登記的工廠，環保、消防都已經投資下去，也經核准

聘僱外勞，輔導期過後若無法取得合法用地，這些廠商何去何

從？ 

龔明鑫說明，目前採分級處理方式，符合環保及安全法規才會

允許辦理臨時登記，有不合格則會拆除，後續稽查將由地方政

府依固定時程查訪，未來將利用無人機等科技工具，隨時監控、

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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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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未足額進用身障人數逾 2千人長榮航空與中科院居私、

公立第一名 
 

勞動部 20 日公告最新 106 年 9 月全國進用身心障礙者義務機關（構）未足額名

單，私立單位仍以長榮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未足額進用 17 人最多，公立單位以國家中

山科學研究院未足額進用 7 人為最多。 

    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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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106 年 9 月止，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應進用身心障礙者的義務

機關(構)計 1 萬 7,016家，應進用身心障礙者 5萬 6,354人，實際進用 8萬 3,288人，

已超額進用 2 萬 6,934 人，超額進用 47.79%。 

    未足額進用單位合計 1,551 家(占總應進用家數 9.11%)，其中公立單位 40 家（占

2.58%），私立單位 1,511 家（占 97.42%），未足額進用人數合計 2,166 人。公立單位

未足額進用 40 家，其中 35 家未足額進用 1 人，私立單位未足額進用 1,511 家，其中

1,242 家未足額進用 1 人。 

 9 月份公立單位進用情形與上月比較，第 1 名的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法定應進用 227

人，實際進用 220 人，不足額人數 7 人；第 2 名的臺北市立大學為新進榜單位，法定

重點整理： 

勞動部 20 日公告最新 106 年 9 月全國進用身心障礙者義務機關

（構）未足額名單，私立單位仍以長榮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未足

額進用 17 人最多，公立單位以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未足額進用

7 人為最多。 

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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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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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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進用 28 人，實際進用 23 人，不足額人數 5 人；第 3 名的臺灣橋頭地方法院、高雄

市立圖書館等 2 家均不足額 2 人，不足額原因大都為員工退休、離職或員工總人數增

加來不及遞補所致。 

    9 月份私立單位進用情形與上月份比較，私立單位第 1 名的長榮航空股份有限

公司法定應進用 92 人，實際進用 75 人，不足額人數 17 人，已陸續辦理徵才媒合面

試，預計明年才能改善不足額進用情形；第 2 名的萬寶華企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應進用 40 人，實際進用 25 人，因進用部分工時身障員工及身障員工離職導致不

足額人數增加 3 人；第 3 名的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法定應進用 29 人，實際

進用 1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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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退金自提額 所得扣繳憑單應全扣除 

企業未負擔勞工保費 將處保費 2 倍罰額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說明，107 年度勞工保險普通事故保險費率與 106 年度相同，

仍應按被保險人當月投保薪資 10.5%（含就業保險費率 1%）計算，勞保局前已於 106

年 10 月份保險費繳款單（11 月底前寄發）內說明，提醒投保單位正確計收 107 年度

應繳之保險費；另各事業單位填報 106 年度「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時，應將

參加勞退新制勞工該年度內個人自願提繳之退休金金額自給付總額中全數扣除，以免

造成勞工多繳稅款。 

勞保費率明維持 10.5％ 雇主應正確計收保險費 

    勞保局 29 日舉行例行記者會，勞保局表示，有一定雇主的被保險人，勞保普通

事故保險費及就保保險費由被保險人負擔 20%，投保單位負擔 70%，其餘 10%由中央

政府補助；勞保職業災害保險費則全部由投保單位負擔。如果投保單位未依規定負擔

被保險人之保險費，而由被保險人負擔者，按應負擔之保險費金額，處 2 倍罰鍰。投

保單位並應將溢扣之保險費退還被保險人。 

    勞保局指出，投保單位可依照上述保險費費率及負擔比例，再按被保險人加保日

數及投保薪資計算單位及個人應負擔的保險費，也可到勞保局網站首頁「網路快速服

務」之「保險費/給付金額試算」專區或利用 107 年 1 月 1 日起適用之保險費分擔金

額表，簡便試算、查閱員工應負擔的保險費，避免計算錯誤，多扣員工保險費而受罰。 

    還有，投保單位按月扣收員工勞、就保保險費後，可在收到勞保局所寄當月份保

險費繳款單（次月 25 日前寄發）時，核對單位及個人應繳保險費（網路申辦單位請

至勞保局 e 化服務系統查詢計費資料），以確保扣收之保險費正確無誤。 

重點整理： 

醒投保單位正確計收 107 年度應繳之保險費；另各事業單位填

報 106 年度「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時，應將參加勞退

新制勞工該年度內個人自願提繳之退休金金額自給付總額中

全數扣除，以免造成勞工多繳稅款。 

如果投保單位未依規定負擔被保險人之保險費，而由被保險人

負擔者，按應負擔之保險費金額，處 2 倍罰鍰。投保單位並應

將溢扣之保險費退還被保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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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即將來到事業單位填報員工年度綜合所得扣繳憑單期間，勞保局說明，依《勞

工退休金條例》第 14 條第 3 項規定，勞工在每月工資 6％範圍內自願提繳退休金，

得自當年度所得總額中全數扣除，而目前「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格式有「依

勞退條例自願提繳之退休金額」欄位，事業單位正確填報勞工自願提繳退休金的金額，

並將給付總額欄位扣除自願提繳金額。 

    假設勞工 106 年每月工資總額 50,000 元（提繳工資為 50,600 元），年終獎金 2

個月，則 106 年度薪資所得為 700,000 元（50,000 元 × 14 個月），如果勞工每月自

願提繳 6％退休金，則 106 年度扣繳憑單「依勞退條例自願提繳之退休金額」欄位應

填報 36,432 元（50,600 元 × 6% × 12 個月），給付總額欄位應填報 663,568 元

（700,000 元－36,432 元）。 

勞保年金請領門檻提高 47 年次 61 歲達法定資格 

   針對勞保老年年金法定請領年齡問題，勞保局表示，在 106 年（含）以前年滿 60

歲，勞保年資超過 15 年的退休勞工就可以提出，或者是依個人意願最多提早 5 年在

55 歲請領；但因老年年金法定請領年齡自明（107）年起會逐年調高到 65 歲，所以

49 年次的勞工朋友，最快在明年滿 58 歲時，可以提前請領「減給老年年金」。 

 勞保年金從 9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即已明定，老年年金的法定請領年齡是 60 歲，第

10 年起提高 1 歲，其後每 2 年再提高 1 歲，至 65 歲為上限。以此推算，46 年次（含）

以前的勞工朋友年滿 60 歲即可請領；47 至 50 年次的勞工朋友，分別在年滿 61 至 64

歲時可以請領；而 51 年次（含）以後的勞工朋友，法定請領年齡均為 65 歲，最早可

提前到 60 歲請領「減給老年年金」。 

 勞保局提醒勞工朋友，不論是請領減給或展延老年年金給付，一經核付，日後減給

或增給比例不會再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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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人力缺口 國發會研擬新移民專法 

盤點未來產業需求 補足中階技術人力 
 

有關行政院長賴清德 12 月 27 日年終記者會中宣示，將推動生生不息政策搶救國

內逐年下滑的工作人口，政院提出將訂新移民法，對此國發會 12 月 28 日說明，將會

盤點台灣產業未來需要人力，補足產業界缺少的中階技術人才，不排除以專法方式訂

立移民專法，政策方向預計農曆年後出爐，未來新的移民法則以彈性、放寬為考量，

取代現行以管制為目的的《入出國及移民法》。 

    國發會主委陳美伶今日進一步說明新移民法規劃緣起及方向，她指出，新移民

法的研擬，主要係衡酌目前我國雖仍處於人口紅利階段，但是由於少子女化及高齡化

衝擊，將面臨人才及人力雙重缺口。 

    陳美伶指出，現行《入出國及移民法》以確保國安為目的，管制性質濃厚，未

來新的移民法則以彈性、放寬為宗旨，將盤點台灣未來重點發展產業以及所需人力背

景制訂友善法規。 

    她說明，因應台灣少子女化及高齡化衍生之人力缺口建構友善移民環境，吸引

國際人才來台工作、就業、投資，涉及現行相關法規，除「入出國及移民法」外，還

包括「就業服務法」、「國籍法」、「大學法」等。考量現行「入出國及移民法」若干條

文係為因應個案修法，加以其他法規亦未能符合當前政策需求，國發會將全盤檢討相

關法規，不排除以專法方式單獨立法。 

    國發會指出，2015 年我國工作年齡人口達到 1,737 萬人高峰後，2016 年已開始

縮減，預估 2030 年將續降至 1,516 萬人，台灣將面臨人力短缺之挑戰。我國人口國

際移動亦呈現高出低進現象，近年來經濟性移民中，以基層勞工(產業及社福外勞)

重點整理： 

將推動生生不息政策搶救國內逐年下滑的工作人口，政院提出

將訂新移民法，對此國發會 12 月 28 日說明，將會盤點台灣產

業未來需要人力，補足產業界缺少的中階技術人才，不排除以

專法方式訂立移民專法，政策方向預計農曆年後出爐，未來新

的移民法則以彈性、放寬為考量，取代現行以管制為目的的《入

出國及移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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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為主，達 62 萬餘人，外籍專業人才聘僱雖有增加，但僅約 3 萬 1 千餘人。 

    依據現行移民相關法規，我國僅針對外國專業人才及基層勞工有相關規範，但

針對中階技術人力之引進及留用並無相關機制。考量目前中階技術人員，如工業及生

產技術員、機械設備操作等職類別，亦存在明顯短缺現象，亟待因應。 

    針對院長於 106 年 12 月 21 日第三次「育人攬才及移民政策專案會議」指示，

請國發會盤點我國移民管道，包括目前已開放移民路徑、建議新增可開放路徑，以及

有爭議但不失為可行路徑等項目，俾配合移民政策之規劃，國發會將會通盤檢討現行

移民相關法規，規劃研擬新移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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