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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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噴泉的高度不會超過它的源頭；一個人的事業也是這樣，他的成就決不會超過自

己的信念。 

§ 君子如水，隨方就圓，無處不自在。          楊董                                                                                                                         

                                                               

§ 品格如同樹木，名聲如同樹蔭。我們常常考慮的是樹蔭，卻不知樹木才是根本。 

§ 雖然你不能預知人生的大戲何起何落，但你可以決定演出的方式。   二姐                                           

                                                               

§ 逆風的方向更適合飛翔，我不怕千萬人阻擋只怕自己投降。 

§ 願要大、志要堅、氣要柔、心要細。    張姐                     

                                                               

§ 誠心誠意，誠字的另一半就是成功。成功一定有方法，失敗一定有原因。 

§ 學習是為了發掘你的潛能，行動是為了發揮你的潛能。     嘉文                                          

                                                               

§ 人生就像騎腳踏車，為了保持平衡，必須不斷往前走。 

§ 坦率失敗並不可恥，可恥的是不敢面對現實。                       金瑛 

                                                               

§ 成功是優點的發揮，失敗是缺點的累積。 

§ 只要有信心，人永遠不會挫敗 。               筱甯 

                                                               

§ 有多少力量就做多少事，不要心存等待，等待才會落空。  

§ 改變自己是自救，影響別人是救人。         阿線 

                                                                                                     

§ 當你關注著眼前的事時,別忘了身旁那些關注著你的人。 

§ 因為態度能決定一切,所以情緒絕對是關鍵。       勇衡                                            

                                                               

§ 迎接挑戰，可以剛強；與人相處，可以溫柔。 

§ 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太多。    宏哲  

                                                              

http://www.tw117.com/mingyan-ju/55941/
http://www.tw117.com/mingyan-ju/55941/
http://www.tw117.com/mingyan-ju/55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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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憂傷都是過往，當時間慢慢沉澱，你會發現，自己的快樂比想像的多得多。 

§人生只有走出來的美麗，沒有等出來的輝煌。 巧柔                              

                                                               

§ 生活就像一隻蜜蜂,沒有勤勞和努力怎能嘗到花粉甜蜜。 

§ 一個人最大的破產是絕望¸最大的資產是希望。    愷悌                                                                                          

                                                                 

§ 依照自己的步調做你想做的事,別太在意別人怎麼想因為這是你的生活,是你的決 

  定與你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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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貪婪是最真實的貧窮，滿足是最真實的財富。 

§ 追求舒適與快樂的代價，就是刻苦耐勞。           雅琳 

                                                                

§ 借助積極思想的力量，把自己帶出挫折和困難的絕境。 

§ 能走多高 就走多高 ，靠努力慢慢累積成果。                阿河 

                                                                

§ 不下水，一輩子不會游泳；不揚帆，一輩子不會撐船。 

§ 你不能事事順利，但可以事事盡力。                  莎莎                                                                                                                                      

                                                                

§ 彼此感恩，是人生最美的畫面，愛與感恩是使命的泉源。 

§自己要先看得起自己，別人才會看得起你。 海平                                                                                                                                     

                                                                  

§ 人，如果不趁年輕多努力，你有青春又如何？都說年輕就是資本，我想補充的是， 

  只有奮鬥，你的資本才有價值，只有拼命，你的年輕才值得你炫耀。 

§ 敢「認自己的不是」、肯「知錯能改」的速度愈快，成功的速度就愈快。 阿本 

                                                                

§ 人人都可以畫大餅，但畫完後記得回去揉麵團。 

§每天叫醒你的不是鬧鐘，而是心中的夢想。           葦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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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與人相處，不可能事事合意，懂得欣賞對方的優點，寬容彼此難免有缺點，才

能一起繼續走下去。 

§ 別為了突如其來的挫折而心情不佳，停一停，緩一緩，愈是緊急愈該慢。  妙儒                

                                                                

§ 做任何事情，都要抱著永不放棄的精神，肯定能有所收穫。 

§ 能善用時間的人，必能掌握自己努力的方向。             毓茹                                  

                                                                                 

§ 生命最美麗的報償之一便是：幫助他人的同時也幫助了自己。 

§ 要克服生活的焦慮和沮喪，得先學會作自己的主人。 雅姿             

                                                                                                                                

§ 要以智慧來待人處世，不要以常識來論斷是非對錯。 

§ 恆心就如滴水穿石.再大的困難與阻礙也能衝破。           芳宜                                    

                                                                                                                               

§ 理想的路總是為有信心的人預備著。 

§ 要看好人，自己要先做個好人。               柏霖 

                                                                                                                               

§ 你把周圍的人看作魔鬼，你就生活在地獄；你把周圍的人看作天使，你就生活在

天堂。 

§ 學習要加，驕傲要減，機會要乘，懶惰要除。              雙雙 

                                                                                                                               

§ 不要生氣要爭氣，不要看破要突破，不要嫉妒要欣賞，不要拖延要積極，不要心

動要行動。 

§ 每天把每一件事情做好，每天都可以叫做很成功！      美甄     

                                                                                                                               
 

 

 

 

~以上勵志小語感謝恆力各位同仁溫馨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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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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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9,379 264,031 154,036 61,195 220,114 3 

農、林、漁、牧業(船員) 12,404 8,832 1,778 30 1,764 0 

製 造 業 427,788 60,455 120,547 58,274 188,511 1 

食品及飼品 26,508 4,640 3,984 2,961 14,923 0 

飲  料 896 158 136 135 467 0 

紡  織 26,217 4,906 4,867 5,620 10,824 0 

成衣及服飾品 4,767 356 578 447 3,386 0 

皮革、毛皮及其製 品 2,286 393 105 513 1,275 0 

木竹製品 2,940 907 266 149 1,618 0 

紙漿、紙及紙製品 6,510 1,615 888 853 3,154 0 

印刷及資料儲存媒 體複製 4,069 538 428 485 2,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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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8 479 1,688 805 1,676 0 

其他化學製品 3,274 842 746 333 1,353 0 

藥品及醫用化學製品 1,022 247 385 31 359 0 

橡膠製品 10,808 1,698 942 2,034 6,134 0 

塑膠製品 29,335 4,834 3,957 4,561 15,983 0 

非金屬礦物製品 12,070 2,323 2,169 2,852 4,726 0 

基本金屬 19,831 4,334 2,946 6,340 6,210 1 

金屬製品  96,857 16,489 13,881 13,950 52,537 0 

電子零組件 75,167 1,405 58,897 3,926 10,939 0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 12,352 113 8,776 202 3,261 0 

電力設備及配備 8,833 1,427 1,546 1,338 4,522 0 

機械設備 40,079 5,275 6,507 4,816 23,481 0 

汽車及其零件 14,397 2,679 2,686 2,604 6,428 0 

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 9,322 1,657 912 2,163 4,590 0 

家  具 4,868 1,217 626 450 2,575 0 

其  他 10,699 1,910 2,630 705 5,454 0 

營 建 工 程 業 4,248 544 12 2,393 1,299 0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其他服務業 254,939 194,200 31,699 498 28,54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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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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修「違反勞動基準法裁處罰鍰共通性原則」 

呼籲事業單位遵守勞動法令 保障勞工權益 
 

勞動部修正「違反勞動基準法裁處罰鍰共通性原則」並自 107 年 10 月 1 日生

效，呼籲事業單位遵守勞動法令，保障勞工權益。 勞動部今(28)日表示，「違反勞動

基準法裁處罰鍰共通性原則」已於 107 年 9 月 4 日 修正並函知各地方勞工行政主

管機關，將自同年 10 月 1 日生效，呼籲事業單位應遵 守勞動法令，保障勞工權益。 

勞動部解釋，鑑於雇主使勞工超時工作、違反輪班換班間隔休息時間及使勞工於例 假

出勤等規定，除影響勞工身心及家庭生活外，亦將涉及公共安全利益；且考量上 市

或上櫃之事業單位已具置專責人員辦理法遵事宜之規模，對於勞工權益之保障， 應

課予較高標準之要求，以促其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經勞動部邀集各地方勞工行政 主

管機關研商獲致共識：凡違反《勞動基準法》第 32 條、第 34 條及第 36 條規定之 

上市或上櫃事業單位，各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應審酌其規模及資力，裁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此外，針對重大個案之違法事實，亦得依《勞動基準 法》

第 79 條第 4 項規定，審酌事業規模、違反人數或違反情節，再加重其罰鍰至法 定

罰鍰最高額二分之一(即 150 萬元) ，以積極督促事業單位遵守法令規定。 勞動部

重申，本次修正「違反勞動基準法裁處罰鍰共通性原則」，係該部與各地方勞 工行政

主管機關獲致共識之一致性處理原則，雇主應積極落實法令規定，保障勞工 權益。 

 

 

 

107.10.01 人力仲介協會會訊 

重點整理： 

勞動部表示「違反勞動基準法裁處罰鍰共通性原則」，將自 107 

年 10 月 1 日生效，呼籲事業單位遵守勞動法令，保障勞工權

益。鑑於雇主使勞工超時工作、違反輪班換班間隔休息時間及

使勞工於例假出勤等規定，凡違反《勞動基準法》第 32 條、

第 34 條及第 36 條規定之 上市或上櫃事業單位，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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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底實施無薪假有18家 創今年新高 

聘外勞有7家 同一工作性質本外勞放假應一致 
 

勞動部公布最新無薪假數據，截至 107 年 9 月 30 日止，總計有 18 家企業、486

人實施無薪假，家數與人數都創今年新高，其中實施無薪假人數以資訊電子業最多、

家數則以金屬電子業最多；對此勞動部回應指出，以今年數字來看確實家數與人數都

升高，將會持續觀察。 

勞動部表示，為強化監督事業單位，遏止「無薪休假」之濫用，特訂定「因應景

氣影響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應行注意事項」，明定實施「無薪休假」以不超過 3 個

月為原則，對於按月計酬勞工，每月工資仍不得低於基本工資，以保障勞工權益。 

勞動部說明，本期（107 年 9 月 30 日）實施無薪假企業有 18 家，實施人數 486

人，較上期（107 年 9 月 15 日）家數增加 8 家，實施人數增加 253 人。 

勞動部指出，本期以資訊電子業實施無薪假人數最多有 243 人，實施家數則以金

屬電子業有 8 家最多；本期多數事業單位之實施人數在 50 人以下，實施期間未超過

3 個月，實施方式多為每月休 4 日以下。 

文大勞工系教授李健鴻指出，無薪假實施的人數與家數雖創今年新高，但是與以

前金融海嘯高峰期相比仍算低，他分析指出，與中美貿易戰有影響，不只影響在大陸

設廠的企業，前 2 個月開始部分在台灣接單的下游企業已經面臨接不到單，中部廠商

已經開始裁員或是員工調動集中生產因應，另內需的觀光旅遊業有受到影響。 

勞動部指出，本期實施無薪假企業有 18 家，實施人數 486 人，其中聘有外勞的

重點整理： 

勞動部表示，明定實施「無薪休假」以不超過 3 個月為原則，

對於按月計酬勞工，每月工資仍不得低於基本工資，以保障勞

工權益。勞動部提醒，從事同一性質工作時，不可有本勞放無

薪假、外勞正常工作的情況發生，否則將有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42 條規定，聘僱外國人不得影響本勞工作機會，依法將處 6 萬

元至 30 萬元罰鍰；另對於雇主所生違反本勞人數與其得申請外

勞許可之人數，採 1：1 之比例，不予許可及中止引進，管制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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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有 7 家、影響外勞人數 129 人。 

勞動部提醒，從事同一性質工作時，不可有本勞放無薪假、外勞正常工作的情況

發生，否則將有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42 條規定，聘僱外國人不得影響本勞工作機會，

依法將處 6 萬元至 30 萬元罰鍰；另對於雇主所生違反本勞人數與其得申請外勞許可

之人數，採 1：1 之比例，不予許可及中止引進，管制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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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住院醫師108年9月納入《勞基法》適用 

醫師工時規範等 衛福部與勞動部再協商 
 

立法院衛環委員會 4 日邀衛福部、勞動部等進行「住院醫師入勞基法辦理情形」

專案報告。衛福部長陳時中指出，持續推動受僱醫師納《勞基法》，由於主治醫師工

作型態多元，並受醫病關係、病患照顧持續性等因素影響還需討論，因此 108 年 9 月

先實施住院醫師納入《勞基法》適用，至於工時將會再與勞動部溝通。 

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長謝蒨倩報告指出，衛福部成立「醫師納入勞基法

工作小組」法案配套研商小組，就醫師工時、工資、職災認定及給付、退休金、保險、

勞動契約、醫師與醫療機構間關係認定等議題提供意見，並與衛福部共同研商相關配

套措施。 

她指出，為釐清受僱(住院)醫師納入勞基法之指定適用「對象」及「範圍」，勞

動部曾於今年 5 月間邀集政府有關機關研商並獲共識：一、由於依教育法令、公務人

員相關法令進用之醫師（含公職及軍職醫師）已有相關法制保障規定，原則上不列入

勞基法之適用範圍。二、非依公務人員相關法令進用之住院醫師，將優先納為 108 年

9 月 1 日適用勞基法之對象。 

國民黨立委陳宜民質詢指出，國家衛生研究院曾經推估，若醫師供給量不變，112

年起醫師人力將開始不足。目前國內醫學系每年招收總名額 1300 名，這個額度過去

20 年來未變，未來醫師人力是否會不足、是否需要增設醫學系等，衛福部應積極評

重點整理： 

勞衛福部成立「醫師納入勞基法工作小組」法案配套研商小組，

就醫師工時、工資、職災認定及給付、退休金、保險、勞動契

約、醫師與醫療機構間關係認定等議題提供意見，並與衛福部

共同研商相關配套措施。為釐清受僱(住院)醫師納入勞基法之指

定適用「對象」及「範圍」，一、由於依教育法令、公務人員

相關法令進用之醫師（含公職及軍職醫師）已有相關法制保障

規定，原則上不列入勞基法之適用範圍。二、非依公務人員相

關法令進用之住院醫師，將優先納為 108 年 9 月 1 日適用勞基

法之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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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估。 

陳時中答覆，我國目前醫師密度約每一萬民眾有 20 位醫師，但我國同時面臨高

齡化、少子化，據推估未來人口將減少，116 年時，醫師密度將提升至每一萬民眾有

25.6 位醫師，因此醫療現場的人力需求應該持續不斷精算。 

另針對長照 2.0，衛福部指出，106 年長照需求人數自 51 萬 1,000 餘人增加至 73

萬 8,000 餘人；隨著人口老化，長照需求人數 107 年推估增加至 76 萬 5,218 人。 

為銜接出院準備，提供民眾連續性長照服務，縮短等待時間，推動「銜接長照

2.0 出院準備友善醫院獎勵計畫」，鼓勵醫院並補助創新出院準備銜 接長照服務流程

研發。截至 107 年 6 月底止，參與獎勵計畫計有 180 家醫院，其中 107 年通過長照服

務出院準備友善醫院認證共計有 168 家醫院。 

完善失智照顧服務體系，截至 107 年 7 月底止，核定布建失智社區服務據點 333

處，失智共同照護中心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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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法聘用中國勞工 檢:初犯就處以刑罰 
 

雇主違法聘用外籍勞工,初犯可罰錢了事,但若聘用的是非法中國勞工,桃園地檢 

署檢察官李家豪提醒,根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規定,初犯就得面臨最高 3 年刑罰,民

眾不可不慎! 

李家豪指出,「就業服務法」規定,沒有經過主管機關許可,不可聘用外國人在台

灣工作,就算無給薪也與法不容,雇主初犯由主管機關裁罰,也就是行政罰鍰,但第 1

次罰錢後 5 年內如再犯,那就涉及 3 年以下的徒刑刑罰。 

李家豪強調,雖然「就業服務法」給予初犯者機會,但若聘用的非法勞工為中國人,

則適用「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規定,雇主初犯就要處以刑罰,也就是說,

臺灣人民如果僱用、或介紹留用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從事未經許可或與許可範圍

不符之工作,就可能觸犯最重 3 年以下有期徒刑處罰。李家豪表示,勞動部統計至 

107 年 8 月底止,在台外籍工作者已超過 69 萬人,因此聘僱外時的「法律眉角」需

特別注意;他透過台灣司法人權進步協會呼籲,雇主僱用勞工前,應該要確定勞工的身

份、來源、有無經過主管機關許可,或透過合法的仲介公司處理;若是在台的中國人,

應確認有無台灣身分證,才不會誤觸法網! 

 

 

 

107.10.04 人力仲介協會會訊 

重點整理： 

「就業服務法」規定，沒有經過主管機關許可，不可聘用外國

人在台灣工作，就算無給薪也與法不容，雇主初犯由主管機關

裁罰，也就是行政罰鍰，但第 1 次罰錢後 5 年內如再犯，那

就涉及 3 年以下的徒刑刑罰。但若聘用的非法勞工為中國人，

則適用「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規定，雇主初犯

就要處以刑罰，也就是說，臺灣人民如果僱用、或介紹留用大

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從事未經許可或與許可範圍不符之工

作,就可能觸犯最重 3 年以下有期徒刑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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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職災保險法草案年底出爐 規劃提高投保薪資上限 
 

勞動部日前完成職災保險單獨立法 5 場研商工作坊會議，初步共識，成立公司行

號或有稅籍的事業單位強制加保，有一定雇主的受雇勞工將提高投保薪資上限，由現

行 4 萬 5,800 元提高到 15 萬元，另對於自然人雇主（如家事外勞雇主）可自願加入

職保；草案預計年底出爐，108 年 6 月底前送行政院。 

目前職災保險和勞保普通事故保險合併收費，保費全由雇主負擔，各行業費率不

同，全體行業平均為 0.21%。職災保險和勞保相同，現行僅強制 5 人以上企業納保，

若勞工發生職災可申請職災給付，雇主應負擔的職災補償也可由職災給付中抵充，額

度不足再由雇主補充。 

勞動部勞動保險司長鄧明斌表示，已邀勞資團體、學者等開過 5 場研商工作坊，

初步達成共識包括為了擴大保障，職災保險投保薪資上限將與勞保普通事故脫鉤，由

現行 4 萬 5,800 元往上調高，有學者建議比照新制勞退提繳分級表，提高到 15 萬元，

也有建議應涵蓋 9 成勞工，依新制勞退估上限約 7 萬 2,800 元；另對於職業工會、特

定身分勞工其職災投保薪資則規範在基本工資以上、4 萬 5,800 元以下區間。 

鄧明斌說，職災保險未來也會擴大到所有事業單位都須投保，若是自然人雇主則

屬於自願加保，將會設計簡易加保機制，讓勞工可以透過便利商店繳費，至於應加保

而未保的罰則，他說工作坊並未討論，但未來應會處罰雇主應繳未繳的保費數倍，再

加上雇主應付的給付。設計也會比照現行做法，由勞保局先給付給勞工，再由勞保局

向雇主開罰。 

 

107.10.09 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勞動部日前完成職災保險單獨立法 5 場研商工作坊會議，初步

共識，成立公司行號或有稅籍的事業單位強制加保，有一定雇

主的受雇勞工將提高投保薪資上限，由現行 4 萬 5,800 元提高到

15 萬元，另對於自然人雇主（如家事外勞雇主）可自願加入職

保；職災保險未來也會擴大到所有事業單位都須投保，草案預

計年底出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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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第三季線上登錄 實施彈性工時346家企業 

不分書面或線上登錄 年底前勞檢500家 
 

勞動部提醒，30 人以上的企業採行變更加班時數、輪班換班間距、例假 7 休 1

例外規定等彈性措施時，應向企業所在地的勞工行政主管機關備查。勞動部 12 日公

布第三季「線上備查系統」統計，有 278 家企業申報「加班時數彈性調整」、2 家企

業申報「輪班換班休息時間例外調整」及 66 家申報「例假安排(7 休 1)例外調整」，

較第二季登錄家數與人次大幅下降。 

據悉，有企業來函詢問勞動部，實施彈性工時線上登錄備查後，是否會被當成勞

檢鎖定對象？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組長萬榮富表示，實施工時彈性措施的企業、且 30 人以

上，無論是書面送審或是線上登錄備查，勞檢機構都會從中選取檢查對象，今年底前

將檢查 500 家，檢查重點著重申報企業其程序是否完備，及工資與工時的勞動條件是

否符合法規；同時為進一步了解企業實施勞資會議狀況，已規劃 2 千餘場輔導定期召

開勞資會議。 

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長謝倩蒨指出，為方便企業申報備查、地方政府查

證，勞動部官網首頁併就「加班時數彈性調整」、「輪班換班休息時間例外調整」、及

「例假安排例外調整」建置「線上備查系統」填報備查，線上填寫簡易方便，比書面

送審更為便捷。 

「加班輪班間隔及例假線上備查系統」登錄備查統計數據，自 107 年 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止，登錄加班時數調整計 278 家、19 萬 7,116 人次，輪班換班休息時間調

整計 2 家、1,873 人次，例假調整事業單位計 66 家、1 萬 2,357 人次。 

重點整理： 

勞動部提醒依《勞動基準法》第 32 條第 2 項、第 34 條第 2 項

但書及第 36 條第 4 項規定，實施「加班彈性調整」、「輪班換

班間距例外調整」、及「例假 7 休 1 例外調整」，均應完備工

會或勞資會議同意之法定程序，不是僅經勞工同意後即可調

整，同時企業雇用勞工人數在 30 人以上者，應向當地主管機關

書面備查或是在勞動部首頁「線上備查系統」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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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謝倩蒨指出，有關例外彈性規定之運用，係透過政府把關機制、企業內部自主協

商機制，以及落實行政監督之多重把關，保障勞工勞動權益。雇主如違反法令，經查

證屬實者，除可處罰新臺幣 2 萬元以上，100 萬元以下之罰鍰外，主管機關並應公布

違法事業單位名稱、負責人姓名，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以

維勞工權益。 

謝倩蒨提醒，依《勞動基準法》第 32 條第 2 項、第 34 條第 2 項但書及第 36 條

第 4 項規定，實施「加班彈性調整」、「輪班換班間距例外調整」、及「例假 7 休 1 例

外調整」，均應完備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之法定程序，不是僅經勞工同意後即可調整，

同時企業雇用勞工人數在 30 人以上者，應向當地主管機關書面備查或是在勞動部首

頁「線上備查系統」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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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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避免超額使用外勞定期查核累計逾88萬家次 

發函通知未改善 11年近5千名外勞被廢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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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07 年 8

月止，勞動部已經針對聘用外勞廠商實施 42 次定期查核，累計查核逾 88 萬家次，因

為外勞超額被廢止許可製造業廠商累計有 3,240 家、廢止許可人數有 4,936 人。 

勞動部提醒，針對被通知改善的雇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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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廢止超額之外籍勞工聘僱許可外，

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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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勞動部 107 年 8 月定期查核資料，有 3 萬 7,079 家製造業雇主接受查核，這

次查核結果有 1,129 家雇主聘僱外勞人數超過所核配比例，違法比率為 3.04％，已

發函通知限期改善；另外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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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人；6 個月前查核已完成改善

比率達 8 成 9。 

勞動部說明，針對定期查核未符合規定的事業單位，將發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協助辦理求才登記，以及專案媒合推介本國勞工，當雇主所僱本勞減少以致外勞人數

超標，可透過增聘本勞，或是減少外勞人數的方式，讓比例符合規定。 

為了鼓勵失業勞工投入缺工行業，勞工若失業連續達30日以上或非自願離職等，

向公立就服站辦理求職登記，並推介到 3K3 班或照護服務業就業達 30 天以上，就可

重點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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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07 年 8 月止，因為外勞超額被

廢止許可製造業廠商累計有 3,240 家、廢止許可人數有 4,936

人。勞動部提醒，針對被通知改善的雇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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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之雇主除被廢止超額之外籍勞工聘僱許可外，仍需面臨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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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領到就業獎勵 5,000元；就業 7個月起每月可領 6,000元，第 13個月起可增加到 7,000

元，總共領 18 個月共可領到 10 萬 8,000 元。 

勞動部指出，缺工獎勵津貼成效，107 年 1 月至 8 月推介到 3K3 班上工有 2,720

人、核發津貼 1,005 人；至於推介到照護服務業上工有 1,301 人、核准津貼 632 人。 

根據資料，製造業定期查核制度自 97 年 5 月首次實施，期間陸續公告擴大查核

對象，至 107 年 8 月止，已實施 11 年、定期查核次數有 42 次，累計已查核 88 萬 894

家次，其中使用外勞超過比例被要求限期改善累計 2 萬 5,774 家次，約占查核總家次

2.93％；超過 6 個月改善期未完成改善累計 3,240 家次，共有 4,936 名外勞被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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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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新北市第五波違法名單 共339家企業 

加班費最多 單一企業最高罰鍰60萬元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 10 月 15 日公布今年第五波違反勞動基準法、職業安全衛生法

及性別工作平等法事業單位名單，共計有 339 家業者，其中勞基法違規事項，以未依

法給付加班費 91 家最多，其次為超時工作，計有 64 家，至於出勤紀錄未逐日記載勞

工出、退勤時間，此次有 49 家違規。            

至於職安法違規事項，則以未提供必要安全衛生設備最多，有 64 家。違法事業

名單名單已全數匯入「新北勞動雲」的「違法雇主查詢」專區，網址：

https://ilabor.ntpc.gov.tw/cloud/Violate。 

勞工局表示，此次違反勞基法被處罰鍰金額最高的業者為機械設備製造業的信鍇

實業，檢查發現使勞工單月加班達 70 小時、未給付勞工加班費，以及未於約定期日

給付薪資，分別依違反第 32 條第 2 項、第 24 條及第 23 條第 1 項處分，罰鍰分別為

20 萬元、30 萬元及 10 萬元，總金額 60 萬元，為此次處分金額最高的企業。 

其次為金融業的花旗商業銀行，因未給付勞工加班費，遭處罰 40 萬元。此外，

水泥業的亞東預拌混凝土以及金屬製造業的精浚科技，分別有使勞工單月加班達 152

及 157 小時，遠超過法定每月 46 小時的上限，各處罰鍰 30 萬元。 

此次違反勞基法企業中，除傳統製造業外，也包括電子業、醫療院所、護理之家，

另有漁船主每七天未給勞工一天例假，因屬初次違反，遭處 2 萬元罰鍰。 

至於性工法部分，以雇主拒絕育嬰留職停薪勞工復職最多，有6家事業單位違反，

共計處罰 14 萬元。 

107.10.15 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 10 月 15 日公布今年第五波違反勞動基準

法、職業安全衛生法及性別工作平等法事業單位名單，共計有

339 家業者，其中勞基法違規事項，以未依法給付加班費 91 家

最多，其次為超時工作，計有 64 家，至於出勤紀錄未逐日記載

勞工出、退勤時間，此次有 49 家違規。 

https://ilabor.ntpc.gov.tw/cloud/Vio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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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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薪假實施人數較上期暴增3千人 

係因單一企業所致 勞動部密切關注 
 

勞動部公布最新無薪假（因應景氣影響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數據，截至 107

年 10 月 15 日止，有 19 家企業實施，實施人數 3,490 人，較上期增加 1 家，實施人

數暴增 3,006 人；本期聘有外勞家數有 6 家、影響外勞人數 92 人，較上期減少 1 家、

影響外勞人數減少 37 人。 

勞動部提醒，從事同一性質工作時，不可有本勞放無薪假、外勞正常工作的情況

發生，否則將有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42 條規定，聘僱外國人不得影響本勞工作機會，

依法將處 6 萬元至 30 萬元罰鍰；另對於雇主所生違反本勞人數與其得申請外勞許可

之人數，採 1：1 之比例，不予許可及中止引進，管制 2 年。 

勞動部說明，上期事業單位中，目前有 4 家停止實施，另新增 5 家，本期人數大

幅增加主要是一家傳統製造業受景氣影響調整產量，一口氣通報無薪假人數 2,000 餘

人，實施時間 3 個月，到 12 月底為止，勞動部強調已密切關注實施情勢，並協同地

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積極處理，以維勞工權益。 

據悉，這單一企業是國瑞汽車為調整產能所致。國瑞汽車工會理事長王千秋接受

電話採訪指出，由於明年 3 月公司有新車型要上市，舊車庫存有所調整，這次因車型

不同，各廠休假天數也不同，中壢廠 4 個月多休 26 天，觀音廠 4 個月內則休 13 天，

影響人數約 2,000 多人，現場員工休假仍可領 7 成薪，王千秋強調，是「有薪休假」

並非放「無薪假」，這部分資方與工會有談過，勞工個人也都同意。 

勞動部官員表示，勞資雙方雖然協議減少工資、工時，但仍不可低於法定基本工

重點整理： 

勞動部提醒，從事同一性質工作時，不可有本勞放無薪假、外

勞正常工作的情況發生，否則將有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42 條規

定，聘僱外國人不得影響本勞工作機會，依法將處 6 萬元至 30

萬元罰鍰；另對於雇主所生違反本勞人數與其得申請外勞許可

之人數，採 1：1 之比例，不予許可及中止引進，管制 2 年。勞

資雙方協商同意後才可減少工時跟工資，若雇主未和勞工取得

同意，就不能實施無薪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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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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目前月薪為 2 萬 2 千元）；另外勞保、就保、勞退金等仍要依法投保。若實施無

薪假期間，勞工選擇放特休假或產假，雇主仍應全額給薪，不能扣減。 

勞動部官員進一步說明，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是企業受景氣影響而停工或減

產，為了避免資遣勞工，經勞資雙方同意後才可減少工時跟工資，若雇主未和勞工取

得同意，就不能實施無薪假。雇主片面實施而因此違反《勞基法》有關工資、工時規

定，勞工可檢附相關證據，向各地勞政主管機關檢舉，查證屬實可處 2 萬到 100 萬元

罰鍰；若雇主片面實施，勞工也可主張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損害權益，終止勞動契約

並要求給付資遣費。 

勞動部指出，為協助在職勞工利用暫時減少正常工時期間參加訓練，已推動「充

電再出發訓練計畫」，一旦掌握縮減工時事業單位名單，即主動聯繫，提供協助，鼓

勵在職勞工利用暫時減少正常工時時段，參加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所屬分署辦理訓練

之課程或該企業申請辦理之課程，以持續發展及提升個人所需技能。除補助自行辦理

訓練之事業單位最高新臺幣 190 萬元訓練費用外，訓練期間另提供勞工訓練津貼，訓

練津貼比照勞動部公告之每小時基本工資發給，每月上限 10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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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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加保未加保或是高薪低保遭罰鍰 

勞動部增投保單位註銷或破產免送執行 
 

勞動部 18 日公告修正「勞工保險條例罰鍰應行注意事項」第 13 點規定及「就業

保險法罰鍰應行注意事項」第 12 點規定，針對投保單位應加保未加保或是高薪低保

被處罰鍰後，新增投保單位已註銷或是破產，以及商號負責人已死亡且查無遺產，就

不須再送行政執行。 

勞動部勞動保險司說明，依勞工保險條例第 72 條規定，投保單位違反本條例規

定，未為其所屬勞工辦理投保手續者，按自僱用之日起，至參加保險之前一日或勞工

離職日止應負擔之保險費金額，處四倍罰鍰。投保單位違反本條例規定，將投保薪資

金額以多報少或以少報多者，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按其短報或多報之保險費金額，處

四倍罰鍰，並追繳其溢領給付金額。 

依就業保險法第 38 條規定，投保單位違反本法規定，未為其所屬勞工辦理投保

手續者，按自僱用之日起，至參加保險之前一日或勞工離職日止應負擔之保險費金額，

處十倍罰鍰。投保單位違反本法規定，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或以少報多者，自事

實發生之日起，按其短報或多報之保險費金額，處四倍罰鍰，其溢領之給付金額，經

保險人通知限期返還，屆期未返還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並追繳其溢領之給付金額。 

根據勞保局資料，106 年勞保與就保遭罰鍰送行政執行有 615 件，符合資格免送

行政執行則有 32 件。 

勞動保險司指出，原規定依勞保或就保條例所處之罰鍰，因受處分對象無財產可

供執行，已取得債權憑證者、受處分對象歇業、解散或死亡，並有證明文件者、投保

單位因自行歇業他遷不明，已取得債權憑證者，或投保單位罰鍰金額在新臺幣 300 元

重點整理： 

勞動部勞動保險司說明，依勞工保險條例第 72 條規定，投保單

位違反本條例規定，未為其所屬勞工辦理投保手續者，按自僱

用之日起，至參加保險之前一日或勞工離職日止應負擔之保險

費金額，處四倍罰鍰。投保單位違反本條例規定，將投保薪資

金額以多報少或以少報多者，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按其短報或

多報之保險費金額，處四倍罰鍰，並追繳其溢領給付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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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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經催告及派員催收後仍不繳納，因移送強制執行，不敷人力與執行相關費用之

支出者，得免執行。 

配合執行實務需要，新增免送行政執行情況包括，受處分對象為法人、設有代表

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等因註銷與破產，以及受處分對象為獨資商號負責人或自然

人已死亡，其無遺產或遺產無執行實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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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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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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台灣公司派至國外或大陸工作才可保勞保 

勞工不實加保 年資取消保費也不退回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我國赴海外工作約有 70 萬餘人，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重申，勞工保險條例施行區域為台灣、澎湖、金門及馬祖地區，只有經公司派遣出國

提供服務的勞工才可以由原投保的公司繼續加保，若是國人長期在國外或大陸居住工

作，卻自行在職業工會投保，經勞保局查明後，除取消加保資格，已繳的保險費也不

會退還。 

為了解國人赴海外工作情形，行政院主計總處運用戶籍檔、入出國檔、勞健 保

檔等公務登記資料進行推估，105 年國人赴海外工作人數估計約 72 萬 8 千人，其中

以中國大陸（含港澳）40 萬 7 千人最多，東南亞 11 萬 1 千人，美國 9 萬 9 千人，三

者合占 8 成 5。 

勞保局說明，勞工保險條例施行區域為台灣、澎湖、金門及馬祖地區，只有經公

司派遣出國提供服務的勞工朋友才可以由原投保的公司繼續加保；職業工會有組織區

域的限制，只有在台灣、澎湖、金門及馬祖從事工作的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勞工，

才可以由工作所在地的相關本業職業工會申報加保。 

勞保局強調，長期在國外或大陸居住工作的人，如果不是由公司派遣出國工作，

因為從業地區已經不是勞工保險條例施行區域範圍，當然不可以為了延續勞保年資，

而繼續由職業工會加保。 

勞保局進一步指出，勞工在申請勞保相關給付時，勞保局會比對戶籍資料，依戶

籍相關規定，國人出國 2 年未再入國，其戶籍將會被遷至戶政事務所，因此將無法獲

重點整理：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重申，勞工保險條例施行區域為台灣、澎湖、

金門及馬祖地區，只有經公司派遣出國提供服務的勞工才可以

由原投保的公司繼續加保，職業工會有組織區域的限制，只有

在台灣、澎湖、金門及馬祖從事工作的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

勞工，才可以由工作所在地的相關本業職業工會申報加保。若

是國人長期在國外或大陸居住工作，卻自行在職業工會投保，

經勞保局查明後，除取消加保資格，已繳的保險費也不會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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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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給付，還會被取消資格。 

勞保局說，長期在國外或大陸居住工作者如仍在職業工會加保，應儘快通知職業

工會辦理退保，以免日後經勞保局查明後取消加保資格，不僅年資無法併計，還會影

響日後領取勞保給付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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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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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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法聘用外國人 無論是否支薪均違法 

逃逸外勞近六成觀光、探親有明顯增加 
 

臺南市政府勞工局表示，今年截至九月底止，民眾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57 條第 1

款「聘僱未經許可、許可失效或他人所聘僱外國人」佔所有違規類型的第一位，而違

反同法第 44 條「任何人不得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則佔第三。而民眾非法聘僱

或容留的外國人，身份以逃逸外勞最多，佔近六成。隨著東南亞來臺人數增加，雙邊

互動日益頻繁，勞工局也發現近期以觀光、探親身份非法打工的比例也有明顯增加，

呼籲民眾遵守法令規範，違反前述規定，將依法處新臺幣 15 萬元以上 75 萬元以下罰

鍰。 

民眾常誤以為所聘用的外國人並非「逃逸外勞」，而是合法來臺工作的外國人，

或對方僅是好意幫忙，沒有支付薪水，就不會有觸法的問題。勞工局指出，外勞申請

係採許可制，必須符合法定條件，向勞動部提出申請，經許可後才能僱用，因此即使

是他人僱用的合法外勞也禁止聘用，無論是否支薪，只要有容留從事工作的情事就會

觸法，違反規定者，將處新臺幣 15 萬元至 75 萬元罰鍰；五年內再違反將處 3 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由處分案進一步分析，民眾非法聘僱、容留的外國人，以「逃逸外勞」占 58.04

％最多，「聘僱他人之合法外勞」占 18.88％位居第三，值得注意的是，「持觀光簽證」、

「探親」、「學生」等名義入境非法工作占 23.08％位居第二，較過去有所增加。 

另以國籍來分析，則以越南籍占大宗，達 71.33％，查獲時違法工作的態樣，則

以「廠工」、「營造工作」分別位居第一、二位，顯示多數非法工作地點位在人口稠密、

工作機會多、營建案件多的區域，顯示除逃逸外勞外，外籍人士非法工作身份別也更

加多元。                                              107.10.19 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聘僱未經許可、許可失效或他人所聘僱外國人」佔所有違規

類型的第一位，而「任何人不得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則

佔第三。民眾非法聘僱或容留的外國人，身份以逃逸外勞最多，

佔近六成。勞工局也發現近期以觀光、探親身份非法打工的比

例也有明顯增加，呼籲民眾遵守法令規範，無論是否支薪，違

反前述規定，將依法處新臺幣 15 萬元以上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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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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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九合一大選，勞動部：有公投權勞工都可以放假 
 

九合一選舉將在下個月登場，勞基法規定選舉日為應放假日。另外勞動部部長許

銘春表示，行政院也已發函告知，公投日同樣是應放假日，勞動部預計在 11 月上旬

透過解釋令或函釋予以公告，雇主不可有妨礙勞工投票的行為，若當日需要勞工出勤

必須提供雙倍薪資，不給假或給薪者，依法可處 2 到 30 萬的罰鍰。 

根據《勞動基準法》規定，各類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投票日，凡是具有投票權的勞

工都應放假一日、工資照給，無需出勤者則不需另外給假。雇主若須勞工於當日上工，

除須獲得勞工同意，同時也須給付雙倍薪水。 

而今年的九合一大選日同時也是公投日，許銘春表示，行政院已發函告知，依照

公投法規定，公投日當天具有公投權的勞工也應放假一日。中選會預計 11 月上旬將

公告公投日確定日期，屆時勞動部將同步透過解釋令或函釋予以公告。 

許銘春說，年滿 18 歲、具有公投權的民眾都可以放假，雇主不可有妨礙投票的

行為，若需勞工於公投日上班須先徵得勞工同意，並給付雙倍薪資。另外因投票權僅

能在投票日行駛，性質與一般休假日不同，不可與其他工作日對調，若雇主不願給假

或給薪，依法可處 2 到 30 萬的罰鍰，並須補給工資。 

另外針對昨日晚間發生的台鐵普悠瑪翻車事故，許銘春表示，檢察官已介入調查，

相關單位正在釐清狀況當中，昨日已開始調查是否有勞工出勤狀況超時等問題，今日

勞動檢查員也將出動調閱勞工出勤紀錄，目前情況仍不明，希望外界不要多加揣測。 

 

 

107.10.22 中時即時新聞 

重點整理： 

九合一選舉將在下個月登場，根據《勞動基準法》規定，各類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投票日，凡是年滿 18 歲具有投票權的勞工都

應放假一日、工資照給，無需出勤者則不需另外給假。雇主若

須勞工於當日上工，除須獲得勞工同意，同時也須給付雙倍薪

水。若雇主不願給假或給薪，依法可處 2 到 30 萬的罰鍰，並須

補給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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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108年申請外勞與僑外生擬採網路申辦 

將有緩衝期 有不可歸責事由可採書面申辦 
 

勞動部建置「雇主聘僱外籍勞工申請案件網路線上申辦系統」，提供雇主及仲介

24 小時送件申請服務，現行網路線上申辦普及率已達 9 成，為符合無紙化的數位趨

勢，勞動部預告「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6 條之 1 修正草案，第二類外

國人及第三類僑外生 108 年起，除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因素外，一律採網路線上申

辦，有意見者可於 107 年 12 月 22 日前提出。 

同時，預告「外國人受聘僱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8 款至第 11 款規定

工作之轉換雇主或工作程序準則」草案，明定雇主或外國人申請第二類外國人轉換雇

主或工作，除有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可歸責於申請人之事由者外，應採網路傳輸方式申

請。 

勞動部指出，修法規畫 108 年元旦採網路線上申辦，雇主親辦或委託仲介申辦第

二類外國人案件，及第三類僑外生案件，除有天災或不可抗力因素外才可例外，目前

規畫實施初期將會有 3 個月緩衝期，緩衝期間線上、書面皆可，緩衝期後一律線上申

辦。 

至於不可歸責或是不可抗力如何認定？勞動部表示，需以個案認定，如雇主係獨

居年長者親自申辦外勞，居住偏鄉且無數位設備或能力，抑或剛好系統維護中，停止

受理，基於時效，僅能書面送件。 

勞動部說明，第二類外國人 108 年採網路線上申辦，其申請工作類別包括申請聘

重點整理： 

勞動部指出，修法規畫 108 年元旦採網路線上申辦，雇主親辦

或委託仲介申辦第二類外國人案件，及第三類僑外生案件，其

申請工作類別包括申請聘僱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8 款至第 10 款規定之製造工作、海洋漁撈工作、家庭看護

工作、家庭幫傭工作、機構看護工作；至於營造類、雙語人員

與廚師則維持書面申辦。除有天災或不可抗力因素外才可例

外，目前規畫實施初期將會有 3 個月緩衝期，緩衝期間線上、

書面皆可，緩衝期後一律線上申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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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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8 款至第 10 款規定之製造工作、海洋漁撈

工作、家庭看護工作、家庭幫傭工作、機構看護工作；至於營造類、雙語人員與廚師

則維持書面申辦。 

申請項目則有外國人初次招募、重新招募、遞補許可、入國引進、聘僱許可、接

續聘僱、轉出、延長轉出、離境備查、行蹤不明通報、補發、資料異動之申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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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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第三季資遣通報增加281家、822人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統計，107 年第三季轄內事業單位通報資遣家數及人數，較第

二季增加 281 家及 822 人，事業單位大量解僱家數及影響勞工人數則較第二季增加 5

家及 204 人。通報勞雇雙方協商實施無薪假事業單位則較上季減少 1 家及 24 人。勞

動局表示，將持續依勞工保險、勞工退休金及全民健保等繳費狀況所呈現的預警通報

名單制度進行查察，防止事業單位藉機任意大量解僱勞工及勞資爭議。 

臺北市第三季辦理資遣通報事業單位家數共計 5,338 家，資遣人數為 9,074 人，

較上季家數及人數均有增加，較去年同期則減少 84 家、增加 322 人。資遣通報事業

單位行業別，以批發及零售業通報 1,566 家為最大宗，佔 29.34％；其次為資訊及通

訊傳播業通報 708 家，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通報 440 家排第三；人數依序為批發

及零售業、資訊及通訊傳播業，以及製造業為前三名。 

通報大量解僱勞工事業單位家數則有 21 家，受影響勞工人數為 737 人，較第二

季增加 5 家及 204 人，與 106 年同季相較增加 10 家及 444 人。從行業別則以資訊及

通訊傳播業、住宿及餐飲業最大宗。 

 

 

 

 

 

107.10.24 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統計，107 年第三季轄內事業單位通報資遣家

數及人數，較第二季增加 281 家及 822 人，事業單位大量解僱

家數及影響勞工人數則較第二季增加 5 家及 204 人。通報勞雇

雙方協商實施無薪假事業單位則較上季減少 1 家及 24 人。勞動

局表示，將持續依勞工保險、勞工退休金及全民健保等繳費狀

況所呈現的預警通報名單制度進行查察，防止事業單位藉機任

意大量解僱勞工及勞資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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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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外勞宿舍聯合檢查結果 43家不合格 

未來採風險分級管理 雇主須主動申報 

 

針對聘外勞 30 人以上且工廠與宿舍同址，外勞最近 3 年有向 1955 申訴膳宿問題

的 70 家工廠，勞動部 25 日說明檢查結果，70 家工廠分布於 14 縣市，其中 14 家完

全沒有缺失、13 家有缺失已完成改善，另 43 家則有建築物不符合公安檢查申報、消

防管理有安全疑慮及未依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實施。 

根據最新統計，截至 9 月底，外勞在台人數達 69 萬 9,379 人，離 70 萬大關僅餘

621 人，其中產業外勞人數有 44 萬 4,440 人、社福外勞人數 25 萬 4,939 人。 

9 月底外勞未破 70 萬人 廠住分離需跨部會討論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跨國勞動力管理組長薛鑑忠表示，針對移工團體要求「廠住

分離」，7 月 17 日經濟部有回函說明，經濟部工業局法規有規定員工宿舍屬工廠附屬

設施，也就是廠房與員工宿舍同時存在是合法的，因此還需跨部會處理進行法規調

合。 

薛鑑忠指出，未來外勞宿舍將朝「風險管理」，雇主在做入國通報時須主動申報

宿舍情況，包括廠住分離或合併、是否有爆炸物或易燃物，並檢附建築物公安申報與

消防安檢，未來分級管理，屬於高風險將會優先檢查，有必要則會啟動聯合檢查。 

重點整理： 

勞動部指出，未來外勞宿舍將朝「風險管理」，雇主在做入國

通報時須主動申報宿舍情況，包括廠住分離或合併、是否有爆

炸物或易燃物，並檢附建築物公安申報與消防安檢，未來分級

管理，屬於高風險將會優先檢查，有必要則會啟動聯合檢查。

預計公告修正「雇主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54 條規定不予許可及中

止引進裁量基準」暨「雇主聘僱第二類外國人違反就業服務法

第 72 條規定廢止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裁量基準」，增加有違反

消防或是建管規定，導致死亡，將以 1：5 廢止外勞配額，若是

致外勞受傷，則以 1：1 廢止外勞配額，並管制 2 年內不得申請

新外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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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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避免外勞宿舍因為消防或是建管不合格導致外勞死亡，薛鑑忠說，勞動部預計最

快下週公告修正「雇主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54 條規定不予許可及中止引進裁量基準」

暨「雇主聘僱第二類外國人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72 條規定廢止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裁

量基準」，增加有違反消防或是建管規定，導致死亡，將以 1：5 廢止外勞配額，若是

致外勞受傷，則以 1：1 廢止外勞配額，並管制 2 年內不得申請新外勞。 

去年 12 月位於桃園的矽卡工廠大火造成 6 死 5 傷；今年 4 月 28 日敬鵬工廠也造

成 8 死 6 傷，勞動部 6 月 29 日至 8 月 28 日啟動外勞生活照顧服務跨部會聯合專案檢

查，鎖定聘外勞 30 人以上且工廠與宿舍同址，外勞最近 3 年有向 1955 申訴膳宿問題

的 70 家工廠，工廠分布於 14 縣市包括基隆市、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苗栗縣、

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宜蘭縣。 

薛鑑忠進一步說明結果，聘外勞 30 人以上且工廠與宿舍同址，外勞最近 3 年有

向 1955 申訴膳宿問題的 70 家工廠，有 43 家違反規定，其中有 34 家建築物不符合公

共安全檢查申報、17 家未依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實施，例如居住面積未達規

定 3.2 平方公尺、未組伙食委員會等，及 11 家消防管理有疑慮不符合安全。 

17 家未依生活計畫實施 提高居住面積等尚未定 

薛鑑忠說，地方政府將會發函要求 17 家未依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實施，

給予限期改善，未改善將會依 1：1 廢外勞配額：另建築物與消防不合格者，則移送

主管機關再稽查，若是被要求停止使用，勞動部將會以 1：1 廢止雇主外勞配額。 

至於先前「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裁量基準」開會討論將由現行每人應在

3.2 平方公尺擬修改為 3.6 平方公尺，再參考國軍宿舍設備外加 1 平方公尺的個人置

物空間；還有現行浴廁使用人次過高，如男廁所便坑數，以住宿男性外國人計算，每

25 人以內設置 1 個以上為原則；廁所便池數，以每 15 人以內設置 1 個以上為原則。

女廁所便坑數，以住宿女性外國人計算，每 15 人以內設置 1 個以上為原則，另比照

ILO 建議增加每人次衛浴設備，約 6 人設置 1 套。 

薛鑑忠指出，有關「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裁量基準」居住面積、飲食等如

何修正，仍需政策檢討目前尚無定論。 

 

 

 

107.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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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求慎重 最低工資法草案延至11月預告 

開會時間擬訂在每年8月 原則採共識決 
 

勞動部正研擬決定 226 萬名勞工薪資調整方式的《最低工資法》草案，勞動部長

許銘春 10 月 11 日在立院備詢曾表示 10 月底將預告草案，但是為求慎重並多面向收

集意見，確定草案將延至 11 月下旬預告。 

勞動部目前正研擬將僅是法規命令位階的「基本工資審議辦法」改由法律位階的

《最低工資法》規範，內容包括審議機制、調整指標等。 

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長謝倩蒨表示，部長已陸續拜會工總與中小企協，

針對最低工資委員會每年定在第三季召開，資方團體建議開會時間更明確，擬由目前

草案規定的「每年第三季召開」改為每年「8 月」舉行。 

依《最低工資法》草案內容，審議委員會組成方式將沿用現行規定，勞方、資方

各 7 名委員，政府與學者合計 7 名委員，一共 21 名，並由勞動部長主持會議。過去

審議辦法從未明訂決議產生方式，多是由「共識決」，從未動用過投票議決。 

謝倩蒨說明，參照韓國做法，將在草案中規定委員會採「共識決」，若是沒有共

識則採「多數決」方式取得決議，這是基本工資審議制度自 1985 年實施以來，首次

明訂可以投票決定漲幅。 

至於最低工資要參考的經社指標，包括消費者物價指數、勞動生產力指數都會列

入，謝倩倩指出，確定的指標還在收集意見，應該會有「應」採計指標與「得」參考

指標。 

重點整理： 

勞動部正研擬決定 226 萬名勞工薪資調整方式的《最低工資法》

草案，最低工資委員會每年定在第三季召開，資方團體建議開

會時間更明確，擬由目前草案規定的「每年第三季召開」改為

每年「8 月」舉行。審議委員會組成方式將沿用現行規定，勞

方、資方各 7 名委員，政府與學者合計 7 名委員，一共 21 名，

並由勞動部長主持會議。將在草案中規定委員會採「共識決」，

若是沒有共識則採「多數決」方式取得決議，為求慎重並多面

向收集意見，確定草案將延至 11 月下旬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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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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案中將規劃設置「研究小組」，謝倩蒨表示，資方也不反對，由勞動學者、經

濟學者等參與，在正式會議前可以多收集各面方意見，擬將工資調整範圍縮小，至於

工作小組是否還保留則再考慮。 

對於 10 月底草案無法出爐，部長政策跳票，謝倩蒨解釋，不能說是跳票，是為

求慎重，後續部長還會與勞資各方團體見面，再彙整各界意見後，再提出草案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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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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立委要求例假日夜休函釋廢止 許銘春：年底前檢討 
 

立法院衛環委員會 31 日邀請勞動部、交通部等就「台鐵普悠瑪號出軌事件檢討

及改善台鐵勞動條件」等議題進行專題報告，並備質詢。過去勞動部曾經發出函釋，

認為輪班制勞工的例假可以採連續 24 小時，而非一個完整曆日，造成台鐵班表出現

日夜休，勞動部長許銘春 31 日表示，該函釋將於年底前完成檢討，勞動部勞動條件

及就業平等司長謝倩蒨進一步說明，因為還有其他輪班行業，為求審慎年底前會全面

檢討。 

國民黨立委蔣萬安質詢指出，勞動部 91年函釋，認定連續 24小時就算休息一天，

是台鐵過勞元凶，要求廢止，又勞動部勞檢發現，尤姓司機今年就有違法超時工作紀

錄，勞動部勞檢台鐵幾次？何時安排全面勞檢台鐵？ 

許銘春答覆，日夜班表是合法的，該函釋合法，但也有不合理之處，主因是大眾

運輸人力問題，她承諾盡快檢討函釋；至於勞檢台鐵今年 1 至 9 月已檢查 60 場次，

加總違法 18 件次，預計 3 個月內會全面勞檢台鐵並提出報告。 

 

 

 

 

 

 

 

 

107.10.30 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立法院衛環委員會 31 日邀請勞動部、交通部等就「台鐵普悠瑪

號出軌事件檢討及改善台鐵勞動條件」等議題進行專題報告，

過去勞動部曾經發出函釋，認為輪班制勞工的例假可以採連續

24 小時，而非一個完整曆日，造成台鐵班表出現日夜休，勞動

部長許銘春 31 日表示，該函釋將於年底前完成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