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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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論你在什麼時候開始，重要的是開始之後就不要停止。  

§ 遊手好閒會使人心智生鏽。                                          楊董                                                                                                                          
                                                                

§ 年輕是我們唯一擁有權利去編織夢想的時光。 

§ 每一件事都要用多方面的角度來看它。                                二姐       
                                                               
§ 問候不一定要慎重其事，但一定要真誠感人。 

§ 肯承認錯誤則錯已改了一半。                                        張姐 
                                                               

§ 你的選擇是做或不做，但不做就永遠不會有機會。 

§ 你可以用愛得到全世界，你也可以用恨失去全世界。                    嘉文                                                                                              
                                                               

§ 人總是珍惜未得到的，而遺忘了所擁有的。 

§ 生氣是拿別人做錯的事來懲罰自己。                                 金瑛 
                                                               

§ 漫無目的的生活就像出海航行而沒有指南針。 

§ 好好扮演自己的角色，做自己該做的事。                              筱甯                                  
                                                                                                     

§  少一點預設的期待，那份對人的關懷會更自在。 

§ 生命太過短暫，今天放棄了明天不一定能得到。                        勇衡                                              
                                                               

§ 如果你希望成功，就以恆心為良友，以經驗為參謀，以謹慎為兄弟吧! 

§ 因害怕失敗而不敢放手一搏，永遠不會成功。                          宏哲  
                                                               

§ 你可以用愛得到全世界，你也可以用恨失去全世界。 

§ 只要對自己有信心，力量就會跟著來。                                巧柔 
                                                                

§ 時間不一定能證明很多東西,但是一定能看透很多東西。 

§ 好好扮演自己的角色，做自己該做的事。                              愷悌                                                                                          
                                                                 

§ 有希望在的地方，痛苦也成歡樂。 

§ 會感恩的人，才懂得珍惜，會珍惜的人，才能夠快樂，在人生的道路上我們除了

感恩與珍惜，更永遠不能忘記曾經幫助過我們的人。                     琬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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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光並非太陽的專利，你也可以發光。 

§ 年輕是我們唯一擁有權利去編織夢想的時光。                          雅琳 
                                                                

§ 每一件事都要用多方面的角度來看它 。 

§ 所有的失敗，與失去自己的失敗比起來，更是微不足道。                阿河   
                                                                

§ 樂觀的人在每個危機裏看到機會，悲觀的人在每個機會裏看見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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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的價值，在遭受誘惑的一瞬間被決定。 

§ 愚者用肉體監視心靈，智者用心靈監視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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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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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當你還不夠強大的時候，只能學會和你討厭的人相處。 

§ 人總是珍惜未得到的，而遺忘了所擁有的。                            葦薰                                                                                                                           
                                                                

§ 人若勇敢就是自己最好的朋友。 

§ 做該做的事是智慧，做不該做的事是愚痴。                            妙儒                                                                     
                                                                   

 

§ 環境不會改變，解決之道在於改變自己，轉個念，心情會更美好。 

§ 地上種了菜，就不易長草；心中有善，就不易生惡。                    毓茹      
                                                                                 

§ 不想活在別人的期待下，所以更要相信自己做得到。  

§ 能夠了解一切事物，便能寬恕一切事物。                              雅姿   
                                                                                                                               

§ 幫助別人，其實就是在幫助自己。 

§ 為自己找藉口的人，是永遠不會進步的。                              芳宜 
                                                                                                                               

§ 靜坐常思己過、閒談莫論人非。 

§ 當有天你站在金字塔的頂端，不能只顧望遠方有多美，畢竟在底下堆疊的一點一

滴，才是真正使你更穩更堅固的關鍵。                                   柏霖                            
                                                                                                          

 

~以上勵志小語感謝恆力各位同仁溫馨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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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107 年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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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7,698 258,703 149,433 61,085 208,476 1 

農、林、漁、牧業(船員) 12,325 8,565 1,845 23 1,892 0 

製 造 業 408,887 56,913 116,213 58,054 177,706 1 

食品及飼品 24,701 4,230 3,779 2,836 13,856 0 

飲  料 854 148 137 154 415 0 

紡  織 25,930 4,789 4,764 5,726 10,651 0 

成衣及服飾品 4,594 330 549 466 3,249 0 

皮革、毛皮及其製 品 2,261 391 111 532 1,227 0 

木竹製品 2,691 817 227 163 1,484 0 

紙漿、紙及紙製品 6,300 1,503 913 850 3,034 0 

印刷及資料儲存媒 體複製 3,904 511 412 479 2,502 0 

石油及煤製品 33 13 1 1 18 0 

化學原材料、肥料、氮化合物、塑橡膠原料及人造纖維 4,543 466 1,636 806 1,635 0 

其他化學製品 3,166 799 714 335 1,318 0 

藥品及醫用化學製品 966 218 365 36 347 0 

橡膠製品 10,471 1,613 897 2,075 5,886 0 

塑膠製品 27,982 4,669 3,625 4,524 15,164 0 

非金屬礦物製品 11,727 2,168 2,122 2,811 4,626 0 

基本金屬 19,052 4,064 2,611 6,416 5,960 1 

金屬製品  91,073 15,438 12,762 13,713 49,160 0 

電子零組件 73,587 1,366 57,590 4,154 10,477 0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 13,103 111 9,188 205 3,599 0 

電力設備及配備 8,324 1,325 1,529 1,331 4,139 0 

機械設備 36,955 4,876 5,941 4,731 21,407 0 

汽車及其零件 13,470 2,537 2,564 2,329 6,040 0 

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 8,842 1,564 898 2,206 4,174 0 

家  具 4,608 1,147 540 451 2,470 0 

其  他 9,750 1,820 2,338 724 4,868 0 

營 建 工 程 業 4,978 1,105 12 2,478 1,383 0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其他服務業 251,508 192,120 31,363 530 27,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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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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勞在台人數7年增加30萬人 

監委質疑外勞人數失控 申請自動調查 
 

《就業服務法》規定針對藍領、白領外籍勞工，制定外籍勞工聘僱警戒指標，管

控每年引進的總人數，但是勞動部遲遲未制定外籍勞工聘僱警戒指標，也未進行外勞

總量管制，自民國 99 年至 106 年，7 年間外勞人數增加 30 萬人，監察委員王幼玲質

疑來臺外勞人數是否失控？另依《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聘僱的勞工是否該列

入外籍勞工總量管制之內？王幼玲 107 年 1 月 31 日申請自動調查。 

    外籍勞工在臺人數節節升高，自民國 91 年底 30 萬 3,684 人緩步上升至 99 年底

的 37 萬 9,653 人，99 年至 102 年底三年暴增至 48 萬 9,134 人，103 年、104 年人數

躍進，兩年約增加 10 萬外籍勞工到 58 萬 7,940 人，106 年底達 67 萬 6,142 人，99

年至 106 年 7 年間外勞人數增加 30 萬人。 

    王幼玲指出，民國 86 年 5 月修訂《就業服務法》，必須針對藍領、白領外籍勞工，

制定外籍勞工聘僱警戒指標，管控每年引進的總人數，外籍勞工聘僱警戒指標由中央

主管機關邀集相關機關、勞工、雇主、學者代表協商之。此立法已經 20 年，但是勞

動部遲遲未制定外籍勞工聘僱警戒指標，也未進行外勞總量管制。 

    王幼玲表示，在缺乏外勞聘僱警戒指標及總量管制下，外勞人數像行駛在沒有紅

綠燈號及閘道管制的高速公路，無法評估對個別產業及照顧服務業發展的影響，無法

得知對本土勞工薪資及勞動條件的衝擊，無法判別目前的核配比例是否恰當，或者有

無調整產業類別的可能。 

重點整理： 

監察委員王幼玲質疑來臺外勞人數，於 107 年 1 月 31 日申請自

動調查外籍勞工在臺人數，自民國 99 年至 106 年，7 年間外勞

人數增加 30 萬人。王幼玲指出，民國 86 年 5 月修訂《就業服

務法》，此立法已經 20 年，但是勞動部遲遲未制定外籍勞工聘

僱警戒指標，也未進行外勞總量管制，無法評估對個別產業及

照顧服務業發展的影響和無法得知對本土勞工薪資及勞動條件

的衝擊以及無法判別目前的核配比例是否恰當，或者有無調整

產業類別的可能。王幼玲表示對於以上的問題均有深入瞭解之

必要，將深入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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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依《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聘僱的勞工是否該列入外籍勞工總量管制之

內？如何評估對臺灣產業及勞動市場的影響？有無建置評估指標及機制？外籍勞工

(藍領、白領或專業人才)引進，是否缺乏整體規劃及評估?相關機關人員有無違失等

情事？王幼玲說，均有深入瞭解之必要，將深入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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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勞退新制基金收益率7.93％ 歷史次高 

分紅史上新高 平均每戶分配1.26萬元 
 

    勞退新制基金投資收益將在 3 月 5 日分配到勞工個人帳戶，勞動部勞退基金運用

管理局表示，106 年投資收益新臺幣 2,552 億餘元，收益率 7.59％，其中勞退新制基

金收益率為 7.93％，創歷史次高，不過分配數是史上最高，以有效勞退新制帳戶 1,116

萬個帳戶，平均每戶約可分配 1.26 萬元。 

  據悉，105 年勞退新制基金收益率為 3.23％，可參與分配的退休金個人專戶共 1,080

萬餘戶，平均每戶分配到 4,772 元，其中分配金額最高為 80.6 萬餘元，106 年收益率

達 7.93％，分配金額最高可望破百萬元。 

    勞退新制由雇主每月依勞工薪資的 6％提撥到勞工個人帳戶，勞工可自行決定是

否再加碼提撥，最高可再自己提撥 6％；帳戶由勞動基金運用局投資運用，每年分配

盈虧，勞工滿 60 歲退休或死亡時才能領回。 

    勞退基金運用局副局長劉麗茹表示，106 年勞退新制基金的受益率 7.93％這是歷

史次高，受益率最高是 98 年時金融海嘯反彈達 12.68％，但是收益數則是 106 年最

高，以有效勞退新制帳戶 1,116 萬戶計算，平均每戶可領 1.26 萬元，然仍須視每個

帳戶提撥比率和時間來看。 

劉麗茹指出，回顧 106 年各主要經濟體雖陸續採行縮減貨幣寬鬆政策，然因採取較緩

和調整步伐，在資金市場仍屬寬鬆環境下，全球製造業及貿易活動漸趨活絡，全球經

濟數據持續改善。期間受英國脫歐、歐洲各國大選、朝鮮半島緊張情勢升高、歐洲恐

重點整理： 

勞退新制基金投資收益將在 3 月 5 日分配到勞工個人帳戶，勞

動基金截至 106 年 12 月底止規模為 3 兆 6,288 億元，其中新制

勞退基金規模為 1 兆 8,984 億元，舊制勞退基金規模為 8,687 億

元，勞退新制基金收益率為 7.93％，創歷史次高，分配數是史

上最高，平均每戶約可分配 1.26 萬元。勞退新制由雇主每月依

勞工薪資的 6％提撥到勞工個人帳戶，勞工最高可再自己提撥 6

％；帳戶由勞動基金運用局投資運用，勞工滿 60 歲退休或死亡

時才能領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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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攻頻傳、美國聯準會升息及啟動資產負債表縮減等政經事件，不斷干擾市場表現，在

全球資金快速流竄下，外匯市場有較明顯波動，但整體金融市場表現仍持續走揚。 

    勞動基金截至 106 年 12 月底止規模為 3 兆 6,288 億元，其中新制勞退基金規模

為 1 兆 8,984 億元，舊制勞退基金規模為 8,687 億元，勞保基金規模 7,231 億元，就

保基金規模為 1,161 億元，職災保護專款規模為 101 億元，積欠工資墊償基金規模為

124 億元。 

    106 年 12 月底，整體勞動基金評價後收益數為 2,552.8 億元，收益率 7.59％。

其中新、舊制勞退基金、勞工保險基金、就保基金、職災保護專款及積欠工資墊償基

金收益率分別為 7.93％、7.74％、7.87％、0.70％、0.93％及 2.28％。 

    另受衛生福利部委託管理之國民年金保險基金規模為 2,932 億元，收益數為

212.2 億元，收益率為 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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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申聘外勞檢附勞資會議紀錄 新制擬3/1實施 

按季增加檢附次數 臨時會議記錄不採計 
 

針對聘僱外勞企業申請「無違反勞工法令證明文件」其中檢附「最近 1 次勞資會

議紀錄」，勞動部勞動關係司長王厚偉 5 日表示，將以按「季」增加方式，逐步達到

檢附「一年 4 次勞資會議紀錄」的目標，臨時會議紀錄不採計，預計 3 月 1 日實施。 

另新版勞基法規定「延長工時」、「輪班換班間距」及「例假（7 休 1）」，需經工

會或是勞資會議同意，雇主須完備法定程序，若是工會或是勞資會議不同意加班或是

挪移 7 休 1 例假等，個別勞工就無法加班，否則將會被處 2 萬至 100 萬元罰鍰；因此

無論是否有聘外勞雇主，舉辦勞資會議都是很重要的。 

 外勞雇主包含製造業、養護機構、營造業與漁船主以及仲介機構（申請雙語人員），

在辦理初招、重招應備文件需向地方政府申請「無違反勞工法令證明文件」，其中檢

附資料包括最近一次舉辦勞資會議。 

重點整理： 

外勞雇主申請無違反勞工法令證明文件，勞資會議將以按季方

式逐步增加檢附次數，須達到一年 4 次勞資會議紀錄，且每 3

個月定期會議紀錄，若是雇主以 1 個月內密集召開臨時勞資會

議，該臨時會議紀錄將不採計，預計 3 月 1 日實施。 

新版勞基法規定「延長工時」、「輪班換班間距」及「例假（7

休 1）」，需經工會或是勞資會議同意，雇主須完備法定程序，

若是工會或是勞資會議不同意加班或是挪移 7 休 1 例假等，個別

勞工就無法加班，否則將會被處 2 萬至 100 萬元罰鍰。勞動部預

告 7 休 1 例假可適用放寬的 38 種行業，其中汽車貨運業、客運

業等在國定假日或協助公務機關舉辦活動疏運、配送等情況可

放寬，最長可連上 12 天班不違法，對此台灣汽車貨運倉儲、客

運業產業工會等 5 日下午到勞動部前抗議，批評相關產業資方

早已違反法令，要求勞動部撤回放寬條件。對此，勞動
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專委王雅芬表示，已將該工會
意見轉交交通部，且會持續蒐集意見最後納入綜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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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王厚偉說明，去年 12 月中旬已邀集地方勞工主管機關開會討論增加檢附勞資會

議記錄次數，地方政府同意審查勞資會議增加次數，也要求應給予事業單位緩衝期，

希望企業建立召開勞資會議程序，按規定時程每 3 個月召開一次勞資會議，一年召開

4 次勞資會議。 

    王厚偉說，外勞雇主申請無違反勞工法令證明文件，勞資會議將以按季方式逐步

增加檢附次數，最後須達到一年 4 次勞資會議紀錄，必須是每 3 個月定期會議紀錄，

若是雇主以 1 個月內密集召開臨時勞資會議，該臨時會議紀錄將不採計，目前正草擬

函釋文字，提供勞動力發展署參考發函給各地方政府，預計 3 月 1 日實施。 

    此外，勞動部上周預告 7 休 1 例假可適用放寬的 38 種行業，其中汽車貨運業、

客運業等在國定假日或協助公務機關舉辦活動疏運、配送等情況可放寬，最長可連上

12 天班不違法，蒐集意見到 2 月 9 日。 

對此台灣汽車貨運倉儲、客運業產業工會等 5 日下午到勞動部前抗議，批評相

關產業資方早已違法成性、過勞氾濫，勞動部卻還配合資方放寬，要求勞動部撤回。 

    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專委王雅芬表示，該工會 1 月 24 日就有將意見發

文給勞動部，勞動部也將該工會意見轉交交通部，目前草案仍在預告期間，勞動部除

會主動發文給工會詢問意見外，也會持續蒐集意見，最後納入綜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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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新北外勞勞資爭議 106 年共 3,896 件 

近年增幅最大 轉換雇主問題明顯增加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受理外勞勞資爭議案，106 年共計 3,896 件，較 105 年增加 679

件。勞工局表示，隨著在台人數增長，自 103 年起外勞爭議案件即呈現逐年增加的趨

勢，由 2,700 件增至 105 年的 3,217 件，106 年成長率更達到 21％，也是近年增幅最

大的一次。另外勞工局去年共召開352場次勞資爭議協調會，協助外勞爭取法定權益，

金額達 2,000 多萬元。 

    相關人士分析，外勞人數屢創新高，再加上 105 年底就服法修正，刪除外勞每三

年應出境一日規定，也讓轉換雇主相關爭議案件明顯增加，是爭議協調案件推升的主

要原因。 

    薪資問題向來是外勞勞資爭議的大宗。值得注意的是，過去外勞申訴事項，多為

扣留證件及雇主的管理問題，不過 106 年前三大勞資爭議類型，依序為工資爭議、轉

重點整理： 

105 年底就服法修正，刪除外勞每三年應出境一日規定，轉換

雇主相關爭議案件明顯增加。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受理外勞勞資

爭議案，106 年共計 3,896 件，較 105 年增加 679 件。過去外勞

申訴事項，多為扣留證件及雇主的管理問題，106 年前三大勞

資爭議類型依序為：工資爭議、轉換雇主終止契約、工作生活

管理，違反外勞意願扣留證件的情形已明顯改善。工資爭議方

面，以要求儲蓄款返還為最多，其次為加班費未依法給付，另

外國定假日加班未給加班費、雇主沒給特休假亦未給付加班費

等問題也相當常見。轉換雇主及終止契約部分，則以雇主或仲

介公司未於外勞原許可到期前 2 至 4 個月內，徵詢外勞期滿後

是否續聘或協助轉換雇主，而是在快要到期時，才告知外勞期

滿必須返國，讓外勞失去轉換工作的機會，進而向 1955 提出申

訴，由勞工局召開協調會。勞工局長謝政達呼籲，雇主應尊重

外勞多元宗教及文化，給予更多包容與鼓勵，仲介也應提供完

善服務協助，以保障勞雇雙方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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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換雇主終止契約、工作生活管理，顯示違反外勞意願扣留證件的情形已有明顯改善，

但過去未曾排入前三名的轉換雇主，在去年首次入榜。 

    勞工局進一步分析，工資爭議方面，以要求儲蓄款返還為最多，其次為加班費未

依法給付，另外國定假日加班未給加班費、雇主沒給特休假亦未給付加班費等問題也

相當常見，經要求雇主限期給付仍不給付者，將以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57 條第 9 款規

定，處新台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 

    轉換雇主及終止契約部分，則以雇主或仲介公司未於外勞原許可到期前 2 至 4 個

月內，徵詢外勞期滿後是否續聘或協助轉換雇主，而是在快要到期時，才告知外勞期

滿必須返國，讓外勞失去轉換工作的機會，進而向 1955 提出申訴，由勞工局召開協

調會。而新北市府 106 年亦有因此裁罰仲介及雇主的案例。 

    勞工局指出，這類爭議情形較常發生在產業類工作，特別是企業人力需求持平時，

外勞能夠轉換新工作的機會相對有限，如雇主或仲介未依規定提供協助，即容易產生

糾紛；家庭類則因供需問題，轉換爭議相對較少，以勞雇間對於工作表現落差或管理

問題的爭議較多。 

    勞工局長謝政達呼籲，雇主應尊重外勞多元宗教及文化，給予更多包容與鼓勵，

仲介也應提供完善服務協助，協助落實合理的管理政策，促進勞資和諧，以保障勞雇

雙方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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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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強化勞工健康管理，促使雇主落實勞工健康保護，臺北市政

府勞動檢查處去年首度執行「勞工健康檢查專案計畫」，針對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相關事項進行檢查。勞檢處表示，去年選定

僱用勞工人數 300 人以上事業單位共計檢查 56 家，有 2 家遭罰

鍰處分，主要違反事項以未依規定僱用或特約從事勞工健康服

務醫護人員辦理臨場健康服務，以及醫護人員未依規定辦理備

查等。過去僅有大企業才需僱用醫護人員，因去年修正的勞工

健康保護規則後，將讓中小企業也納入適用，自 7 月 1 日起分

階段擴大施行事業單位勞工人數 50 人以上須辦理勞工健康保

護事宜，其中 200 人以上為第一階段適用，勞動局提醒企業及

早因應。 

首次北市勞工健檢專案 選定56家執行 

未依規定僱用醫護居多 7月起擴大適用 

 
為強化勞工健康管理，促使雇主落實勞工健康保護，臺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去年

首度執行「勞工健康檢查專案計畫」，選定轄內僱用勞工人數在 300 人以上的大型企

業，針對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相關事項進行檢查。勞檢處表示，去年選定對象共計檢查

56 家，有 2 家遭罰鍰處分，由於勞工健康保護規則去年 11 月 13 日修正發佈，自 7

月 1 日起分階段擴大施行事業單位勞工人數 50 人以上須辦理勞工健康保護事宜，其

中 200 人以上為第一階段適用，勞動局提醒企業及早因應。 

     106 年台北市針對僱用勞工人數 300 人以上事業單位執行勞工健康檢查專案，

56 家企業初查後發現有 29 家違反規定，於改善期限屆滿後實施複查，複查階段仍有

13 家有缺失。 

    「初查」主要違反事項，以未依規定僱用或特約從事勞工健康服務醫護人員辦理

臨場健康服務，以及醫護人員未依規定辦理備查等兩項最多，各有 9 家違反。「複查」

階段，仍有 6 家事業單位未依規定僱用或特約醫護人員辦理臨場健康服務，共計 6 家

違反；其次為勞工總人數達 3 千人以上事業單位未僱用或特約醫護人員，綜理全事業

勞工健康服務事務，以及未使醫護人員協助辦理雇主選配勞工從事適當工作，均各有

2 家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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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勞檢處進一步說明，初查時違反未特約或僱用臨場照護醫護人員缺失的事業單位，

複查時多數已和健檢服務醫師辦理特約，然而僱用勞工健康服務的護理人員改善速度

較慢，或雖已僱用但未足額配置人力，顯見勞工健康保護意識雖已逐漸建立，但大型

事業單位仍應加快腳步跟上法令規定。 

    過去僅有大企業才需僱用醫護人員，在去年修正的勞工健康保護規則後，將分階

段讓中小企業也納入適用，50 人以上至 299 人應視規模及性質，特約醫護人員辦理

臨場健康服務。考量中小企業需要一段時間調適，因此分為三階段實施，第一階段事

業單位勞工人數 200 人至 299 人者，今年 7 月上路；100 人至 199 人者，自 109 年元

月適用；50 人至 99 人者，111 年元月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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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國內印染整理業工廠約有 500 餘家，從業勞工約有 2 萬 3,000

餘人，為提昇印染整理業安全健康工作環境，促進國人就業，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107年提供免費臨場訪視輔導及勞工健

康服務，規劃廠房設置安全衛生設備，及工作環境濕滑、陰暗

等問題改善之經費補助，每家最高補助 250 萬元。。 

另整體廠房作業環境之改善，如預防勞工於工作場所中滑倒跌

倒、墜落或飛落、改善勞工工作場所照明，補助不得超過總費

用 40%，最高補助新臺幣 50 萬元。(印染整理業相關業者如有

接受輔導意願及相關諮詢，可逕洽職安署，連絡電話：

02-89956666 分機 8318。) 

協助印染整理業改善工作環境促進就業 

勞動部補助改善經費 每家最高250萬元 
 

國內印染整理業工廠約有 500 餘家，從業勞工約有 2 萬 3,000 餘人，為提昇印染

整理業安全健康工作環境，促進國人就業，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107 年提供免費臨

場訪視輔導及勞工健康服務，規劃廠房設置安全衛生設備，及工作環境濕滑、陰暗等

問題改善之經費補助，每家最高補助 250 萬元。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與台灣區絲綢印染整理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棉布印染

整理工業同業公會於 7 日上午簽署「安全伙伴宣言」，共同提升印染整理業之產業競

爭力。 

     職安署指出，國內印染整理業工廠約有 500 餘家，從業勞工約有 2 萬 3,000 餘

人，年產值約 660 億元，為重要基礎產業，但大多為中小企業，普遍有作業場所動線

狹窄、環境紊亂、危害性化學品種類多及高溫、噪音等 3K（危險、骯髒、辛苦）特

性，造成國人多不願從事該工作，致該產業面臨長期缺工、人才斷層及年齡老化等問

題。 

    職安署長鄒子廉表示，為協助 3K 產業改善工作環境，職安署自 103 年起針對鑄

造業推動「3C 鑄造計畫」，105 年起新增輔導表面處理業，已具初步成效及輔導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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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轉型之經驗，其中表面處理業輔導改善 29 家，勞動部補助經費 3,185 萬元，廠

商則自付 1 億 7 千萬元改善工作環境等，共吸引本勞 558 人進入表面處理業就業。 

    鄒子廉指出，107 年再將印染整理業列為重點輔導產業，為期 2 年，由職安署

成立專家團隊，提供免費臨場訪視輔導及勞工健康服務，更規劃廠房設置安全衛生設

備，及工作環境濕滑、陰暗等問題改善之經費補助，協助企業打造安全健康友善的工

作環境。 

    根據計畫指出，職安署將成立專家輔導團隊，提供通風改善工程輔導、作業現

場危害評估、作業環境監測服務等；工作場所製程設備之安全衛生改善，補助不得超

過總費用 40%，最高補助新臺幣 200 萬元，包含項目有新設置或汰換具備安全衛生效

能之製程設備，如具有安全衛生效能之燒毛機、退漿機、精鍊機、漂白機等製程設備。

與新設置或汰換具備安全衛生效能之控制設備，如局部排氣裝置等控制設備。 

    另整體廠房作業環境之改善，如預防勞工於工作場所中滑倒跌倒、墜落或飛落、

改善勞工工作場所照明，補助不得超過總費用 40%，最高補助新臺幣 50 萬元。 

 印染整理業相關業者如有接受輔導意願及相關諮詢，可逕洽職安署，連絡電話：

02-89956666 分機 8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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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四證合一的就業金卡，涉及勞動部、外交部及內政部移民署的

業務，為簡化程序、提升行政效率及服務品質，由內政部移民

署建置之「外國專業人才申辦窗口平臺」，透過線上申請方式，

介接相關機關審理，包括應備文件、資格條件，並採線上繳費

方式。 

為提高外籍專業人士留台誘因，「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

106 年 10 月底立院三讀通過，自 2 月 8 日正式施行。 

配合攬才專法實施 便利外國人線上申請 

移民署建外國專業人才申辦窗口平臺 
 

為配合《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及內政部於 107 年 2 月 6 日發布並於 107

年 2 月 8 日施行「外國特定專業人才申請就業金卡許可辦法」，內政部移民署建置「外

國專業人才申辦窗口平臺」(FOREIGN PROFESSIONALS ONLINE APPLICATION PLATFORM)，

可在線上申請及審核具有工作許可、居留簽證、外僑居留證及重入國許可四證合一之

就業金卡，便利外國或香港澳門專業人才持用入境。 

    內政部移民署說明，四證合一的就業金卡，涉及勞動部、外交部及內政部移民

署的業務，為簡化程序、提升行政效率及服務品質，由內政部移民署建置之「外國專

業人才申辦窗口平臺」，透過線上申請方式，介接相關機關審理，包括應備文件、資

格條件，並採線上繳費方式。 

    移民署說明，如申請人是在境內申請，可在移民署服務站領證；如申請人是在

境外申請，可選擇在中華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或辦事處領證，或下載「中華民國

就業金卡境外核准證明」配合有效護照持憑入境後，到申請人指定之移民署服務站領

證。 

    移民署強調，就業金卡持有人得享有以下優惠：無須受一定雇主聘僱、享有所

得稅優惠、直系尊親屬探親簽證停留期間放寬為最長 1 年、就業金卡持有人之配偶及

未成年子女得申請依親在臺居留、參加全民健康保險不受居留滿 6 個月才能申請之限

制。 

   《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鎖定延攬外國特定專業人才來臺，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已針對科技、經濟、教育、文化藝術、體育、金融、法律及建築設計等八大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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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如擔任半導體、生技醫材、綠色能源等企業之專業或跨領域整合職務；或在奈米、

人工智慧 AI、物聯網 IoT 及虛擬實境 VR 等尖端技術上具有傑出研發設計或新創實績

者；為金融科技 FinTech、數位經濟等產業所需之金融專業人才。 

    為提高外籍專業人士留台誘因，「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106 年 10 月底立

院三讀通過，自 2 月 8 日正式施行。國發會表示，各項措施均可開始受理申請，如有

相關疑問，可向國發會或相關窗口洽詢。國發會並已建置「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

法資訊專頁」，有關相關子法及配套措施之資格條件、申請作業流程及 Q&A 等，均可

上網查詢。 

    外國人才專法配套措施，內政部移民署已完成建置「外國專業人才申辦窗口平

臺」(https://coa.immigration.gov.tw/coa-frontend/four-in-one/entry/)，提供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線上申請就業金卡。 

    外籍人才引進及在台後居留事宜，過去企業界及外國商會都有提出許多建議。

為擴大宣導本法，國發會預定 3 月 5 日召開一場政策說明會，主要以工商團體、外國

商會及團體共約 100 名作為參與對象，目前國發會正在擬定邀請名單，當天將安排部

會代表與會說明及現場交流，說明會錄影資料後續也將上傳網路，供各界參考。 

    為強化外國特定專業人才留台誘因，此次修法新增「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四證

合一的「就業金卡」(工作許可、居留簽證、外僑居留證及重入國許可)，未來方便其

來台自由尋職及轉換工作，首次核准在台居留，前 3 年的薪資所得超過 300 萬元部分

折半課稅，以及放寬健保納保限制、加強退休保障、放寬配偶及子女申請永久居留規

定、核發成年子女個人工作許可等。 

    針對一般外國專業人才，新增尋職簽證，使得外國人找工作更便利，以及開放

補習班聘僱具專門知識或技術外國教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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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勞資會議「玩真的」 新北勞工局加碼專家入廠輔導 
 

勞基法再修正之後,勞資會議將被賦予更多協商重任,然而外界經常詬病勞資會

議「根本造假、由資方主導」等老問題。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近年將勞資會議列入勞動檢查項目,同時在勞動教育學院開課,

邀請雙方代表參與強化相關知能,還有模擬會議實務演練。今年起更加碼「專家學 

者入廠輔導」選項,直接提供專家講授協商諮詢與談判技巧,讓勞資會議有機會變 

成「玩真的」。歡迎有需求的事業單位多加利用踴躍申請。 

勞工局長謝政達表示,「勞基法」有關放寬延長工時上限、變更輪班間隔時間、

調整例假、女性夜間工作等事項,均需「經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然而台灣的工會 

覆蓋率僅 6%左右,團體協約更低到 2%,雇主不辦理勞方代表選舉,甚至不召開或未定

期召開勞資會議,均無罰則,要落實勞資對話協商,無異緣木求魚。 

有鑑於此,勞工局首先於 105 年將勞資會議納為勞檢項目,106 年再對大型事業

單位進行專案催設輔導,成效不錯。目前 100 人以上事業單位設置勞資會議比率達

97%,30 人以上設置率達 86.1%。預估今年底 30 人以上事業單位將全部依法設置完

畢。 

此外,勞工局自 102 年起,即透過附設於勞工大學的「勞動教育學院」,對勞資會 

議雙方代表開辦一系列專業課程。「初階班」包括勞動基準法簡介、工作規則等基礎

課程,勞資代表參訓人數 608 人。「進階班」則有勞資會議常見爭議問題、勞工保險、

重點整理： 

勞基法再修正之後,勞資會議將被賦予更多協商重任,然而外界

經常詬病勞資會議「根本造假、由資方主導」等老問題。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近年將勞資會議列入勞動檢查項目,同時在

勞動教育學院開課,邀請雙方代表參與強化相關知能,還有模擬

會議實務演練。 

勞工局自 102 年起,即透過附設於勞工大學的「勞動教育學

院」,對勞資會議雙方代表開辦一系列專業課程。總計至 106 

年止,共有 384 家事業單位、970 名勞資代表參加,相關勞教專

業課程可上「新北市勞工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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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介紹及勞動檢查實務等課程,勞資代表參訓人數 333 人。106 年進一步開辦

「精進班」,讓學員模擬勞資會議情境實務演練,生動活潑的教學方式,獲得非常正面

的迴響,勞資代表參訓人數 29 人。總計至 106 年止,共有 384 家事業單位、970 名

勞資代表參加,相關勞教專業課程可上「新北市勞工大學」 

(http://uni.labor.ntpc.gov.tw)查詢。 

今年起,勞工局更加碼辦理「勞資會議學者專家入場輔導計畫」,強化勞資代表參

與協商的能力。實施方式可由勞工局選派專家學者入廠,提供諮詢或講授協商技巧;

或由事業單位設定協商議題,再由輔導委員入廠協助協商進行。歡迎事業單位來電

(02-29603456 分機 6431)吳小姐洽詢,共創勞資雙贏。  

 

 

 

 

 

 

 

 

 

 

 

 

 

 

 

 

 

 

 

 

 

~新北勞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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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聯合地方勞檢 查高工時危險行業 

超時工時、過勞計畫不完整都將開罰 

 

    鑑於歲末年終期間，事業單位歲修與趕工作業頻繁，相對增加職業災害發生風險，

且公共運輸業、零售量販業等進入業務繁忙之高峰期，因工作時間延長，勞工易發生

過勞。勞動部 9 日上午結合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於全國北、中、南三地，針對易發生

超時工作致過勞之國道客運、大型量販業者及具高職業災害風險之石化工廠實施聯合

檢查。 

勞動部政務次長蘇麗瓊今天在台北帶隊檢查客運業，她表示，交通業、零售業、觀

光風景區因應年節需求，都會非常忙碌，為維護勞工安全，勞動部職安署與各地方政

府啟動勞動檢查，鎖定勞工「工時、過勞防範」，呼籲事業單位遵守法令，負起維護

勞工身心健康的責任。 

勞動部說明，今天聯合檢查由勞動部政務次長蘇麗瓊、施克和及常務次長林三貴，

分別會同臺北市政府、臺中市政府、高雄市政府，並請交通部及經濟部會同實施春安

聯合檢查，共同宣示關懷勞工工作安全，呼籲事業單位務必做好各項安全設施及落實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且對勞工加班時數、加班費給付及休息休假等妥適安排。 

勞動部說明，在台北轉運站國光、統聯、葛瑪蘭、和欣、阿羅哈 5 家客運，今天勞

檢查出有 2 家客運業工時違法，包含單月加班總工時達 49 小時，超出法令每月加班

重點整理： 

因工作時間延長，勞工易發生過勞。勞動部 9 日上午結合中央

及地方主管機關於全國北、中、南三地，針對易發生超時工作

致過勞之國道客運、大型量販業者及具高職業災害風險之石化

工廠實施聯合檢查。  

勞動部說明，今天聯合檢查由勞動部政務次長蘇麗瓊、施克和

及常務次長林三貴，分別會同臺北市政府、臺中市政府、高雄

市政府，並請交通部及經濟部會同實施春安聯合檢查，共同宣

示關懷勞工工作安全，呼籲事業單位務必做好各項安全設施及

落實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且對勞工加班時數、加班費給付及休

息休假等妥適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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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小時；單日工時長達 12.5 小時，超過法令規範單日工時 12 小時，都將依勞基法

開罰 2 萬至 100 萬元。另外，職安業安全上，有 3 家客運業過勞計畫不完整，台北市

勞檢處表示，將依法要求限期改善，若業者不改善，將會開罰 3 萬至 15 萬元。 

遠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中港分公司共違反 9 項次，違反內容以機械轉軸部分未設

護罩、護圍等設備、延長工作時間工資未依規定加給為主。臺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煉

製事業部大林煉油廠共違反 9 項次、停工 1 項次，違反內容以防止墜落、火災爆炸災

害等防護措施為主；違反《勞動基準法》部分，每項可處新臺幣 2 萬元至 100 萬元罰

鍰，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部分，每項最高可處 30 萬元罰鍰，都將依法裁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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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新北勞檢春安專案初查 開罰 44 家業者 151 萬元 
 

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今(2/9 日)公布春安專案檢查初查結果,本次受檢對象包 

括 58 處營造工地,以及製造、批發業各 50 家事業單位,結果發現違規項次達 511

項,除通知限期改善外,亦針對 44 家業者開出罰單,總計處罰金額 151 萬元;另針對

有立即發生危險的工作場所,則現場開出 12 張停工處分。 

針對本次檢查發現的違規事項,營造工地的現場缺失即高達 185 項,仍以未設置

防墜設備的情形最為普遍(如管道間、電梯井或樓梯間開口,未設置護欄等防護設備),

計 53 項(占 28.6%);製造業的缺失達 174 項,以對有害物未做好危害預防措施為典

型(如裝有危害性化學品的容器未標示危害圖示及內容),計 28 項(占 16.1%);批發

業的缺失達 152 項,則以機械設備未設安全防護為常見(如堆高機方向燈失效、圓盤

鋸傳動帶未設護罩),計 20 項(占 13.2%)。此外,製造業受罰的事業單位多屬再次受

檢,仍未依規定設置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勞檢處將於農曆年後持續複查,如發現業者仍

未改善,將按次加重處罰,直到業者改善為止,事業單位切莫心存僥倖。時值歲末年終

之際,營造工程趕工、大樓外牆清洗、儲槽清理、屋頂維修、招牌吊掛等臨時性作業

大幅增加,勞檢處特別針對其中常見的五大災害,提醒事業單位做好下列注意事項,以

避免意外的發生:針對危險物品加強管理,確實做好隔離措施,並嚴格管制火源及用電

安全。 

廠房及屋頂翻修應注意高處開口及踩空墜落的危害預防,並於作業時要求勞工佩

戴安全帽、安全帶等個人防護具。 

重點整理： 

(2/9 日)公布春安專案檢查初查結果,本次受檢對象包 

括 58 處營造工地,以及製造、批發業各 50 家事業單位,結果發

現違規項次達 511 項,除通知限期改善外,亦針對 44 家業者開

出罰單,總計處罰金額 151 萬元;另針對有立即發生危險的工作

場所,則現場開出 12 張停工處分。 

製造業受罰的事業單位多屬再次受檢,仍未依規定設置安全衛

生管理人員,勞檢處將於農曆年後持續複查,如發現業者仍未改

善,將按次加重處罰,直到業者改善為止,事業單位切莫心存僥

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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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大樓的吊籠應經檢查合格,操作人員應取得訓練合格證書,作業時應要求勞

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及救命索。 

以移動式起重機進行招牌等起重、吊掛作業,應注意是否設有防滑舌片及做好作

業範圍人車管制;同時嚴格要求吊物用起重機不得搭載人員。 

局限空間作業應特別注意做好通風、排氣,並要求勞工確實使用安全。 

https://ilabor.ntpc.gov.tw/news/release/content/349229849  

 

 

 

 

 

 

 

 

 

 

 

 

 

 

 

 

 

 

 

 

 

 

 

 

~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 



恆力國際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HERNG LIH INTERNATIONAL MANPOWER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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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106年外勞裁罰案 共計664件 

外國人違法工作增加 探親期間幫忙居多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統計，106 年外勞檢查裁罰案件共有 664 件，其中雇主違反就

服法第 57 條第 1 款未經許可聘僱及第 44 條非法容留，仍是違規案件的最大宗，共計

有 396 件，佔所有裁罰案的 59.6％。其次為外國人違反第 43 條未經雇主申請許可在

台工作，計有 85 件，佔 12.8%，至於雇主違反 57 條第 3 款指派外勞從事許可以外工

作有 54 件，佔 8.1％位居第三。 

  相較於 105 年，總案件數微幅減少 7 件，整體來說變化並不大，雇主違反指派外

勞從事許可外工作，則由 105 年的 78 件減少至 54 件，顯示多數雇主對法令已有充分

瞭解。不過外國人未經雇主申請許可而違法在台工作，則由 60 件增加至 85 件，排名

上升至第二，是與往年最大不同之處。 

  勞工局表示，外國人違反第 43 條，以持依親或觀光簽證來台違法從事工作的情形

居多，例如新移民的親屬來台探視家人期間，「順手」在餐飲小吃攤幫忙生意而觸法，

大多為民眾檢舉案。 

  勞工局強調，無論是否有給薪，只要有提供勞務的事實且涉及營利行為，都是違

反法令的行為，針對違法的外國人，將依就服法第 68 條處以新台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

重點整理：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統計，106 年外勞檢查裁罰案件共有 664 件，

其中雇主違反就服法第 57 條第 1 款未經許可聘僱及第 44 條非

法容留，仍是違規案件的最大宗，共計有 396 件，佔所有裁罰

案的 59.6％。其次為外國人違反第 43 條未經雇主申請許可在

台工作，計有 85 件，佔 12.8%，至於雇主違反 57 條第 3 款指

派外勞從事許可以外工作有 54 件，佔 8.1％位居第三。 

許多雇主因急缺人手，未加詳查即僱用他人所申請的外國人，

甚至誤以為只要持有合法居留證或留學生，即可在台工作，直

到被查獲才知已經違法。勞工局特別提出「勿聘非法、勿指派

其他工作、要安排休閒」的「2 勿 1 要」原則，指派外勞從事

幫傭照顧小孩、大掃除、洗車等工作，或借給鄰居、親友及工

廠使用，一經查獲雇主最高可罰 15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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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元以下罰鍰，此外將限令出境，另依藍領外國人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第 6 條規定，未

來申請工作許可，勞動部將管制來台。 

  年關將近，許多雇主因急缺人手，未加詳查即僱用他人所申請的外國人，甚至誤

以為只要持有合法居留證或留學生，即可在台工作，直到被查獲才知已經違法。勞工

局特別提出「勿聘非法、勿指派其他工作、要安排休閒」的「2 勿 1 要」原則，指派

外勞從事幫傭照顧小孩、大掃除、洗車等工作，或借給鄰居、親友及工廠使用，一經

查獲雇主最高可罰 15 萬元。 

  為督促雇主妥善安排春節假期的管理事宜，勞工局自 2 月起搭配入國訪視，提醒

雇主做好外勞休閒活動的規劃與安排。特別是近期常有外勞利用休假、下班時間私自

到餐廳、小吃店打工，即使店家僅供餐而沒有支付薪水，亦屬違法，除處分非法僱用

外國人的雇主外，外勞部分將移請勞動部廢止許可。合法申請的雇主如不知情，雖然

不會有罰則，但仍會面臨人力空窗。勞工局提醒雇主加強對外勞的生活自主管理並掌

握動向，避免外勞在外非法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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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調移例假 21 種類型適用 勞動部年後公告 

電子、紡織業 15 種行業狀況特殊被保留 
 

    針對勞工可連上 12 天班的「例假七休一」規定之例外情形適用範圍及行業草案，

勞動部 2 月 13 日上午舉行法規會審查，其中經濟部提出「狀況特殊」調移例假讓勞

工可連上 12 天班，草案列有電子零組件業、汽車零件製造業、紡織業等 15種行業，

因民眾有疑慮何謂「急單」，勞動部主動將其保留，留待經濟部再與相關勞工團體溝

通後，勞動部再予以處理；至於今天法規會審查通過的將會進行法制作業，預計年後

公告。 

  勞動部指定行業公告後 企業實施尚須工會同意 

 《勞基法》3 月 1 日實施，其新增規定，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勞動部公告後

的行業，例假七休一可挪移，形同最長可連續上班 12 天不違法；輪班間隔可從 11 小

時縮短至 8 小時，上述行業經勞動部公告後，企業仍須經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且

30 人以上企業須向當地勞工主管機關備查才會生效。 

  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副司長黃維琛說明，指定勞基法第 36 條第 4 項行業

（「例假七休一」規定之例外情形）草案，針對確有符合「時間特殊」、「地點特殊」、

重點整理： 

《勞基法》3 月 1 日實施，其新增規定，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同意、勞動部公告後的行業，例假七休一可挪移，形同最長可

連續上班 12 天不違法；輪班間隔可從 11 小時縮短至 8 小時，

上述行業經勞動部公告後，企業仍須經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

且 30 人以上企業須向當地勞工主管機關備查才會生效。 

指定勞基法第 36 條第 4 項行業（「例假七休一」規定之例外情

形）草案，針對確有符合「時間特殊」、「地點特殊」、「性

質特殊」及「狀況特殊」4 例外，扣除重複適用的行業預告共

有 38 種行業 50 種適用類型，由於例假挪移行業在預告蒐集意

見過程中相關行業有許多勞團、行業勞工表示反對意見，今天

法規會僅審查通過 4 例外共 15 種行業 21 種適用類型，另 24 種

行業 28 種適用類型遭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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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特殊」及「狀況特殊」4 例外，扣除重複適用的行業預告共有 38 種行業 50 種

適用類型，由於例假挪移行業在預告蒐集意見過程中相關行業有許多勞團、行業勞工

表示反對意見，今天法規會僅審查通過 4 例外共 15 種行業 21 種適用類型，另 24 種

行業 28 種適用類型遭保留。 

 「時間特殊」有 2 情況，其一配合年節、紀念日、勞動節日及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

規定應放假之日或公務機關舉辦活動，協助疏運或配送，6 行業皆遭保留；其二為配

合年節、紀念日、勞動節日及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為因應公眾之生

活便利所需，有食品製造業、其他食品製造業、液化石油氣分裝業（行業別：氣體燃

料供應業、其他燃料零售業）、石油煉製業等 5 行業通過適用，至於倉儲業、水電燃

氣業、加氣站業遭保留。 

「地點特殊」（工作之地點具特殊性如海上、高山、隧道或偏遠地區等，其交通相

當耗時）水電燃氣業、石油煉製業審查通過。 

  「性質特殊」有分 3 種情況，其一勞工於國外、船艦、航空器、闈場或歲修執行

職務，審查通過有製造業、水電燃氣業、藥品、醫療用品及化妝品零售業及旅行業適

用；其二是為因應天候、施工工序或作業期程有石油煉製業、預拌混擬土製造業、鋼

鐵業通過適用；其三是為因應天候、海象或船舶貨運作業審查通過水電燃氣業、石油

煉製業、冷凍水產加工業、冷凍蔬果加工業及冷凍冷藏製冰業適用，至於汽車貨運業、

汽車路線貨運業、汽車貨櫃貨運業遭保留。 

  輪班間隔僅限國營事業  待人員增補後恢復正常 

 「狀況特殊」分 2 情況，其一是為辦理非經常性之活動或會議有製造業、設計服務

業及展覽暨會議商業審查適用通過；其二是因非可預期性或緊急性之需求，全數 15

種行業皆遭保留，包括印刷電路板製造業、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電腦、電子產品及光

學製品製造業、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水泥及混凝土製品製造業、汽車零件製造業、

金屬製品製造業、其他紡織品製造業、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製造業、機械設備製造

業、 塑膠製品製造業、玻璃製造業、紡織業、電線電纜製造業及手工具及模具製造

業。 

  此外，針對輪班間隔適用範圍鎖定在國營事業，包括台電、中油、台糖等輪班人

員預計從 3 月到明年 7 月底適用；台鐵乘務人員等在 3 月起至明年 12 月底適用；台

電、中油、台水等搶修生產人員等則僅限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法規會今天全數審

查通過。 

                                                     107.02.14 外勞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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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勞基法新法生效 工作規則應重修訂 

工作規則未送地方核備 將處2-30萬元罰鍰 
 

企業雇主注意！依法 30 人以上企業需訂定工作規則送當地勞工主管機關審核，

《勞基法》新修正將於 3 月 1 日生效，包括休息日加班費核實計算、加班時數以 1：

1 換補休、特休假遞延等規定，勞動部提醒，配合法令修正，雇主應修正相關工作規

則內容，否則在勞動檢查時查到未修正內容且未送地方核備，將會處 2 萬元至 30 萬

元罰鍰。 

  勞動部 107 年 2 月 9 日修正工作規則審核要點，以便於地方主管機關處理工作規則

核備事項，事業單位報核之工作規則若是使用勞動部所定「工作規則參考範本」者，

主管機關審核工作規則之行政作業時間不得逾 7個工作日，其餘以 14個工作日為限；

必要時，得予延長一次，總計行政作業時間最長不得逾 30 日。 

  勞動部指出，事業單位送核之工作規則若不合法定程序或手續時，主管機關應予說

明，一次通知補正；工作規則內容如有違法不當或不足者，主管機關得通知事業單位

刪除、修訂或增訂之。 

  目前勞動部所定「工作規則參考範本」最新版是 106 年 9 月所訂，將待勞基法施行

細則草案公告確定後，勞動部會再次著手修訂「工作規則參考範本」，以供事業單位

參考使用。 

  勞動部說明，依據勞基法第 70 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38 條規定，雇主僱用勞工人數在

重點整理： 

          依法 30 人以上企業需訂定工作規則送當地勞工主管機關審核

《勞基法》新修正將於 3 月 1 日生效，包括休息日加班費核實

計算、加班時數以 1：1 換補休、特休假遞延等規定。雇主如

有違反者，將依同法 79 條第 3 項及第 4 項規定處新臺幣 2 萬

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且主管機關得依事業規模、違反人

數或違反情節，加重其罰鍰至法定罰鍰最高額 2 分之 1，並依

同法第 80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公布其事業單位或事業主之名

稱、負責人姓名，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

罰。 



恆力國際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HERNG LIH INTERNATIONAL MANPOWER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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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30 人以上者，應依其事業性質，就工時、休息、休假、工資、津貼及獎金、紀律、

考勤、請假、獎懲及升遷、受僱、解僱、資遣、離職及退休、災害傷病補償及撫卹、

福利措施等相關事項訂立工作規則，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並於事業場所內公告並印

發各勞工。 

  勞動部說，雇主如有違反者，將依同法 79 條第 3 項及第 4 項規定處新臺幣 2 萬元

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且主管機關得依事業規模、違反人數或違反情節，加重其罰

鍰至法定罰鍰最高額 2 分之 1，並依同法第 80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公布其事業單位

或事業主之名稱、負責人姓名，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 

  勞動部強調，工作規則之內容依據法令、勞資協議或管理制度變更情形適時配合修

正，修正時亦應向地方機關報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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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稽入國健檢資料 聘可審核天數縮短 

                      外勞期滿返國重新引進應辦入國健檢 
 

    配合期滿續聘或期滿轉聘措施，衛福部去年已刪除外勞返國前 3 個月健檢可作為

代替入國後 3 日內健康檢查的規定，勞動部提醒，雇主所申請聘僱的外勞返國後再重

新引進者，務必於該名外勞入國 3 日內為其辦理健檢，否則勞動部於介接資料庫勾稽

發現雇主未使外勞於入國 3 日內或法規規定之 3 日補行期內辦理健檢，將會廢止雇主

聘僱許可。據統計，106 年外勞因入國健檢不合格致不予許可或廢聘，共有 154 件。 

  勞動部表示，基於簡政便民及兼顧防疫安全，於 106 年 1 月與衛生福利部共同建置

外籍勞工健康檢查報告資料庫介接措施，雇主申請外勞聘僱許可時無需檢附外勞入國

健康檢查證明文件，由勞動部透過該資料庫主動勾稽比對外勞健康檢查結果並審理申

請案件。 

  勞動部說明，在 106 年 1 月之前雇主申請聘僱外勞需於入國 3 日內完成健康檢查並

待醫院完成健檢報告後，始能檢具該報告於入國後 15 日內向勞動部申請聘僱許可。

採用介接措施後，醫院可將外籍勞工健康檢查結果上傳至該平臺予勞動部勾稽比對，

雇主只需直接檢附聘僱許可申請表即可申辦外勞聘僱作業，不必再等待醫院核發健康

檢查結果，勞動部亦可就外國人入境相關資料先行核發聘僱許可。 

  勞動部指出，上述措施實施 1 年以來，據統計，自 106 年 1 月迄今已主動勾稽 20

重點整理：基於簡政便民及兼顧防疫安全，於 106 年 1 月與衛生福利部共

同建置外籍勞工健康檢查報告資料庫介接措施，時效大幅加

快，也使雇主可以持外勞的聘僱許可儘速為其辦理健保加保及

延長居留時間，但勞動部提醒，雇主所申請聘僱的外勞返國後

再重新引進者，務必於該名外勞入國 3 日內為其辦理健檢，否

則勞動部於介接資料庫勾稽發現雇主未使外勞於入國3日內或

法規規定之 3 日補行期內辦理健檢，將會廢止雇主聘僱許可。

如發現有外勞健康檢查結果為不合格，勞動部將函請雇主於 65

日內補正外勞的健康檢查合格證明文件，如果不能在期限內補

正或經補正後檢查結果仍為不合格者，勞動部也將廢止雇主聘

僱許可，雇主務必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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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6 千多筆健檢案件，相較之前需檢附外勞健康檢查報告，雇主聘僱外勞申請案平均

處理天數為 7.31 天，至 106 年 12 月自國外引進外勞聘僱許可申請案平均處理天數為

5.55 天，除時效大幅加快，也使雇主可以持外勞的聘僱許可儘速為其辦理健保加保

及延長居留時間。 

  另外，勞動部說，在介接資料庫勾稽比對外勞健康檢查資料時，如發現有外勞健康

檢查結果為不合格，勞動部將函請雇主於65日內補正外勞的健康檢查合格證明文件，

如果不能在期限內補正或經補正後檢查結果仍為不合格者，勞動部也將廢止雇主聘僱

許可，雇主務必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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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局：雇主應有勞工身心健康措施 

                     百人以上企業限期未改善 將罰鍰處分 
 

    為因應工作相關新興職業疾病預防需要，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日前增訂勞工身

心健康保護措施專章，明定雇主應採取保護勞工身心健康相關措施。台北市勞動檢查

處提醒，後續執行勞檢時如發現百人以上企業未落實執行人因性危害、執行職務遭受

不法侵害等預防計畫，或依規定配置有醫護人員從事勞工健康服務的事業單位未落實

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將依法通知改善，限期仍未改善時，將處新台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日前修訂，增訂勞工身心健康保護措施專章，明定雇主應採

取保護勞工身心健康措施，如人因性危害預防、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及執行職

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等。勞檢處 106 年底已發函轄內僱用勞工人數 100 人以上事業單

位調查身心健康保護措施落實情形，發現有部分事業單位不了解相關法規及如何實施

勞工身心健康保護措施，隨後並召開宣導會，說明身心健康保護措施的執行作法，共

有 167 人參加。 

  勞檢處表示，調查結束後仍接獲部分反映雇主未依相關規定辦理，因此特別呼籲事

業單位，職業安全衛生法已明定雇主應對勞工身心健康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安全衛生

措施，後續勞檢時如發現僱用勞工人數 100 人以上事業單位未落實執行人因性危害預

防計畫(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324條之 1規定)及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

(同規則第 324 條之 3 規定)，或依規定配置有醫護人員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事業單位

重點整理：  

          職業安全衛生法已明定雇主應對勞工身心健康妥為規劃及採

取必要安全衛生措施，後續勞檢時如發現僱用勞工人數 100 人

以上事業單位未落實執行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職業安全衛生

設施規則第324條之 1規定)及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

(同規則第 324 條之 3 規定)，或依規定配置有醫護人員從事勞

工健康服務之事業單位未落實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

畫(同規則第 324 條之 2 規定)，限期仍未改善者，將處新台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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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落實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同規則第 324條之 2規定)，限期仍未改善者，

將依法處以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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