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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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做事要保持三個原則，赤子的真心、駱駝的耐心、獅子的勇猛心。 

§ 人生如蠟燭，即使有心，也要點燃，方能造福。         楊董                                                                                                                         

                                                               

§ 只要腳踏實地，循序漸進的努力才能有收穫，決不能妄想一步登天。 

§ 有智慧才能分辨善惡邪正；有謙虛才能建立美滿人生。    二姐                                           

                                                               

§ 人生不一定球球是好球，但是有歷練的強打者，隨時都可以揮棒。 

§ 難行能行，難捨能捨，難為能為，才能昇華自我的人格。    張姐                     

                                                               

§ 在順境時，要使生活有風采；逆境時，要不散亂，保持靜心。 

§ 夢是一種欲望，想是一種行動，夢想是夢與想的結晶。    嘉文                                          

                                                               

§ 猶豫不能帶走明天的不幸，只會帶走今天的喜悅。 

§ 智者不只發現機會，也創造機會。                      金瑛 

                                                               

§ 一個人的快樂 不是因為他擁有的多 而是因為他計較的少。 

§ 堅持不一定會成功 但是要成功一定要堅持。    阿線               阿線 

                                                                                                     

§ 當每個人都看著你的成就時  卻很少有人知道你背後承擔著的苦。 

§ 最重要的不是人生還有多長，而是如何好好的去過剩下的人生。     勇衡                                            

                                                               

§ 生命就像一股激流，沒有岩石和暗礁，就激不起美麗的浪花!  

§ 行動是治癒恐懼的良藥，而猶豫、拖延將不斷滋養恐懼。 宏哲  

                                                               

§ 學的到東西的事情是鍛鍊，學不到的是磨練。 

§ 駿馬是跑出來的，強兵是打出來的。 巧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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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不是先來的人或者認識很久的人,而是那個來了以後再也沒有走的人。 

§ 見識越廣計較越少，經歷越多抱怨越少，越閒越矯情。 愷悌                                                                                          

                                                                 

§ 心中有愛才會人見人愛，心美看什麼都順眼，福是來自一顆懂得布施的心，而你

的心境決定你看到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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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了夢想全力以赴的人，是沒空煩惱失敗的。 

§ 凝聚產生力量，團結誕生希望。          雅琳 

                                                                

§ 成功是優點的發揮，失敗是缺點的累積。 

§ 把握當下，就是用心。                     阿河 

                                                                

§ 學會以最簡單的方式生活，不要讓複雜的思想破壞生活的甜美。 

§ 任何一件事情，只要心甘情願，總是能夠變得簡單。           莎莎                                                                                                                                      

                                                                

§ 生命太短,一分鐘都不要留給那些讓你不愉快的人或事。 

§ 多原諒別人，多得福，把量放大，福氣大。 海平                                                                                                                                     

                                                                  

§ 又是一年的過去，新的一年開始，願同仁們順心如意、步步升高。 

§ 不管做什麼事都要用心，但不要操心。        阿本 

                                                                

§ 聽到別人的惡意中傷，沒必要對此念念不忘，轉頭放下便是。如果一直不停地去

想，就像把別人吐出來的東西，自己又撿起來吃一樣。 

§ 只要好好的活著，就會有好事發生。         葦薰                          

                                                                

§ 不屬於你的，就不要操心，不需要去攀比，而是要無愧於心。 

§ 懂得轉念不再執著，好好壞壞，事情都會過去。         妙儒                

                                                                

§ 比起天份和努力，成功的人更需要的，是永不放棄的堅持。 

§ 任何一種成功的背後，沒有捷徑，唯有自律。           毓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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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存希望，幸福就會降臨你；心存夢想，機遇就會籠罩你。 

§ 一兩重的真誠，其值等於一噸重的聰明。 雅姿             

                                                                                                                                

§ 每一天都是做人的開始，每一時刻都是自己的警惕。 

§ 沒有目標而生活，恰如沒有羅盤而航行。        芳宜                                    

                                                                                                                               

§ 不要因為一次挫折，就放棄原來決心要達到的目標。 

§ 用最少的浪費面對現在。           柏霖 

                                                                                                                               

§ 每個人都有潛在的能量，只是很容易被習慣所掩蓋，被時間所迷離,被惰性所消

磨。 

§ 彩虹總在風雨後，陽光總在烏雲後，成功總在失敗後。             雙雙 

                                                                                                                               

§ 真正的問題不在於時間管理，而是管理自己，我們需要的不是節省時間，而是節

省工作。 

§ 改變世界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改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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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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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6,850 268,576 154,209 60,764 223,300 1 

農、林、漁、牧業(船員) 12,635 9,081 1,780 27 1,747 0 

製 造 業 432,014 61,809 120,921 57,909 191,374 1 

食品及飼品 27,390 4,836 4,005 3,133 15,416 0 

飲  料 900 156 132 130 482 0 

紡  織 26,265 5,005 4,871 5,535 10,854 0 

成衣及服飾品 4,803 353 584 436 3,430 0 

皮革、毛皮及其製 品 2,312 390 106 498 1,318 0 

木竹製品 2,995 937 259 153 1,646 0 

紙漿、紙及紙製品 6,554 1,658 872 834 3,190 0 

印刷及資料儲存媒 體複製 4,099 556 429 488 2,626 0 

石油及煤製品 36 13 2 1 20 0 

化學原材料、肥料、氮化合物、塑橡膠原料及人造纖維 4,727 492 1,726 804 1,705 0 

其他化學製品 3,326 847 762 323 1,394 0 

藥品及醫用化學製品 1,030 247 392 31 360 0 

橡膠製品 10,787 1,710 947 1,967 6,163 0 

塑膠製品 29,693 4,941 3,991 4,560 16,201 0 

非金屬礦物製品 12,099 2,328 2,175 2,820 4,776 0 

基本金屬 20,037 4,373 3,149 6,292 6,222 1 

金屬製品  98,425 16,943 14,128 13,945 53,409 0 

電子零組件 74,126 1,386 58,087 3,830 10,823 0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 12,837 113 9,194 213 3,317 0 

電力設備及配備 9,107 1,431 1,648 1,363 4,665 0 

機械設備 40,573 5,418 6,543 4,733 23,879 0 

汽車及其零件 14,494 2,743 2,712 2,619 6,420 0 

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 9,458 1,710 882 2,062 4,804 0 

家  具 5,009 1,257 662 445 2,645 0 

其  他 10,932 1,966 2,663 694 5,609 0 

營 建 工 程 業 4,104 556 12 2,349 1,187 0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其他服務業 258,097 197,130 31,496 479 28,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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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力缺口嚴重，日本首次對外國藍領工人招手 
 

即使科技發展迅速，但勞動力短缺仍然是一國經濟的麻煩課題，身為人口下滑的

國家，日本在這方面尤其需要改革，日本政府已經意識到勞動力不足將阻礙經濟成長，

6 年來將敞開國家大門列為重要政策，去年底還再加碼開放外國藍領勞工，加入亞洲

搶人大戰行列。 

據日經新聞（Nikkei Asian Review）報導，日本目標是到 2020 年左右將經濟

產值提升到 600 兆日圓，但去年經濟產值仍徘徊在 550 兆日圓，其中一個阻礙是缺

乏人力資本。 

過去 6 年來儘管有更多外國勞工、女性和老年人加入勞動力市場，但整體勞動

力短缺並沒有顯示出緩和跡象。去年 9 月日本安倍政府推出日本綠卡計畫，為高技

能外國勞工提供永久居留權，目的是吸引更多來自世界各地的資訊科技工程師、投資

者和企業家。 

現在安倍政府要進一步開放低階人力，去年底通過立法，首次歡迎外國藍領工人，

與建立永久居住的途徑，這些工人將獲得簽證，可以在 14 個選定產業工作長達 5 年，

前提是他們能夠充分掌握日語和技術能力，技能水準較高的人可以獲得永久身分。 

為迎接這些外國勞工，日本採取 126 項配套措施，包括促進當地日本人和新移

民共處的步驟，以及對已經居住在日本的外國人提供援助。為實現這一目標，政府在 

2018 財年發布 61 億日圓補充預算，2019 財年預算為 163 億日圓。 

另一項重要政策是針對惡意經紀人和雇主的防護措施，包括與工人本國政府合作，

為此東京計劃與 9 個國家的政府簽署雙邊協議，越南，菲律賓和緬甸都在名單上。 

相較青年失業率高漲的南韓，南韓政府認為日本的開放能夠緩解國內失業壓力，

重點整理： 

勞動力短缺仍然是一國經濟的麻煩課題，身為人口下滑的國

家，日本在這方面尤其需要改革，日本政府已經意識到勞動力

不足將阻礙經濟成長，6 年來將敞開國家大門列為重要政策，

去年底還再加碼開放外國藍領勞工，可以在 14 個選定產業工

作長達 5 年，前提是他們能夠充分掌握日語和技術能力，技能

水準較高的人可以獲得永久身分。 

https://technews.tw/2019/01/02/japan-foreigner-labor-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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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政府甚至要幫助青年人登日，目標在未來 5 年內幫助 1 萬名南韓年輕人在日本

就業。南韓工業聯合會還舉辦日語教學以及日本旅遊和航空業特有技能。截至去年 6 

月，在日本工作的南韓人數已經達到 24,125 人，年增 14%。 

不過日本要吸納外國人仍然有非常高的語言與文化障礙，在吸引力方面不如許多

其他亞洲國家。截至 2018 年 6 月，新加坡共有 137 萬外籍工人，移民占新加坡人

口的 46%。據 2018 年 IMD 全球人才吸引力排名，新加坡吸引全球人才的能力在 63 

個市場排名第 13 位，是亞太經濟體最高，遠遠超過第 29 位的日本。台灣排名第 27 

名，比前一年下降 4 名。南韓排 33，中國 39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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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1.02 科技新報 

外勞宿舍通道擬刪除居住空間改3.6平方公尺 

增公安消檢申報綠委提安置單位比照辦理 
 

為避免再度發生外勞宿舍重大工安問題，勞動部將修正「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

畫書裁量基準」，修法方向已向勞動部長許銘春呈報，目前已進入法制程序；據了解，

為確保宿舍安全，外勞雇主須檢附建築物公共安全申報資料，及消防安全檢修合格申

報資料，另有關走廊「通道」寬度規定將刪除，回歸主管機關規定，居住空間則由每

人 3.2 平方公尺修正為 3.6 平方公尺（含個人置物空間），衛浴數量人次不變，「廠住

分離」則不處理。 

另外，民進黨立委陳瑩日前在審查勞動部相關預算時，她指出外勞人數增多，平

均每月最少上千人安置於安置單位，為保障外勞安置權益，因此她提主決議要求安置

單位應比照「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實施，檢附建築物公安申報與消防安檢，

對於安置單位是否應比照外勞宿舍相關規定如居住面積等，要求勞動部應於 6 個月內

提出評估報告。 

106 年 12 月位於桃園的矽卡工廠大火造成 6 死 5 傷；107 年 4 月 28 日敬鵬工廠

也造成 8 死 6 傷，這二起重大死傷皆是在工廠宿舍發生，因此移工團體要求「廠住分

離」，不過經濟部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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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就先不處理廠住分離的規定。 

重點整理： 

為避免再度發生外勞宿舍重大工安問題，勞動部將修正「外國

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裁量基準」，為確保宿舍安全，外勞雇

主須檢附建築物公共安全申報資料，及消防安全檢修合格申報

資料，另有關走廊「通道」寬度規定將刪除，回歸主管機關規

定，居住空間則由每人 3.2 平方公尺修正為 3.6 平方公尺（含個

人置物空間），衛浴數量人次不變，「廠住分離」則不處理。

勞動部強調，未來外勞宿舍將朝「風險管理」，雇主申報入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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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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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裁量基準」修法草案最重要是避免外勞宿舍因

為消防或是建管不合格導致外勞死亡，因此先前開會討論有提出要求將居住空間比照

ILO 國際勞工組織建議的坪數 3.6 平方公尺，再外加 1 平方公尺個人置物空間，亦即

由 3.2 平方公尺提高至 4.6 平方公尺，又浴廁使用人次建議比照 ILO 建議增加每人次

衛浴設備，約 6 人設置 1 套。 

但為避免窒礙難行，重蹈 97 年 1 月實施刪除消防安全設備標準證明文件，增列

宿舍須取得依建築法規定住宿類之使用執照，紛紛擾擾近 1 年，各地雇主反彈不斷，

最後在 97 年 12 月刪除檢附外勞宿舍執照，改為檢附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因

此這次「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裁量基準」修法方向著重「安全管理」部分修正。 

據悉，草案規劃居住空間由每人 3.2 平方公尺修正為 3.6 平方公尺（包含個人置

物空間），衛浴數量人次維持現行規定不變，增加聲明事項須檢附建築物公共安全申

報資料，及消防安全檢修合格申報資料，宿舍走廊通道寬度規定拿掉，回歸主管機關

認定。 

勞動部強調，未來外勞宿舍將朝「風險管理」，雇主申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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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防安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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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1.04 外勞通訊社 

雇主資遣及大量解僱 需依規定辦理通報 
 

時近歲末年終，雇主可能選擇於這段期間辦理資遣員工，臺北市政府勞動局提醒，

事業單位應依法辦理資遣通報，若解僱人數超過 10 人以上者，亦須注意是否符合大

量解僱勞工保護法規定，需另辦理大量解僱通報。 

勞動局表示，雇主依勞動基準法第 11 條、第 13 條但書及第 20 條所規定情形終

止勞動契約時，即為資遣員工，應於員工離職之 10 日前，將被資遣員工相關資料，

通報員工工作所在地之主管機關及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若員工於臺北市工作，應通報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及臺北市就業服務處。 

此外若 60 日內企業依勞動基準法第 11 條規定或因併購、改組而解僱勞工超過

10 人以上者，應另外按公司規模，檢視是否符合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第 2 條規定，

如符合則應依規定辦理大量解僱通報。 

臺北市目前提供線上及書面兩種資遣通報的方式，雇主可擇一辦理，線上辦理可

至臺北市民 e 點通(https://www.e-services.taipei.gov.tw/)\勞動類\勞動局\勞動

服務\資遣通報，選擇網路申辦，或逕於檔案下載中取得資遣員工通報名冊。 

 

 

 

 

108.01.04 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勞動局表示，雇主依勞動基準法第 11 條、第 13 條但書及第 20

條所規定情形終止勞動契約時，即為資遣員工，應於員工離職

之 10 日前，將被資遣員工相關資料，通報員工工作所在地之主

管機關及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若員工於臺北市工作，應通報臺

北市政府勞動局及臺北市就業服務處。此外若 60 日內企業依勞

動基準法第 11 條規定或因併購、改組而解僱勞工超過 10 人以

上者，應另外按公司規模，檢視是否符合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

第 2 條規定，如符合則應依規定辦理大量解僱通報。 

https://www.e-services.taipe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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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夜間工作勞工健檢 勞部：雇主須給公假 
 

勞動部要求今年起長期夜間工作勞工健檢，且費用由雇主負擔，但外界仍有許多 

疑問。勞動部發出問答集解答雇主疑問，包含雇主須給公假、由雇主認定是否有達強

制健檢目標等。  

勞動部今年試辦長期夜間工作勞工強制健檢，也就是 107 年在晚上 10 時至清

晨 6 時間從事工作，所指定的特定對象為全年度夜間工作時數累積達 700 小時以上， 

或每月在夜間工作達 3 小時的日數佔當月工作日的 1/2，且全年度有 6 個月以上 

的勞工，今年需要強制健檢。  

不過，雇主對此相關法令仍有許多疑問，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日前在官網 PO 

出「指定長期夜間工作之勞工為雇主應施行特定項目健康檢查之特定對象」問答集解

答。  

根據問答集，勞動部指出，此檢查並不是勞工保險預防職業病健檢補助的適用範 

圍，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0 條規定，健檢費用應由雇主負擔。  

勞動部也說，勞工一般健檢是依據勞工年齡定期每 5 年、3 年或 1 年實施，公

告的特定健檢是針對勞工達到夜間工作暴露量者所實施，且部分評估項目不同。  

所以即使勞工 107 年已實施一般健檢，若當年夜間工作暴露達長期夜間工作標 

準，108 年仍須再行特定健檢，雇主與勞工也可透過先後檢查結果，評估夜間工作調

配與健康管理措施的適當性，不過，今年度的一般健檢可合併特定健檢。  

勞動部也認為，由於考量勞工的排班與差勤等是由雇主指揮與管理，因此所僱勞 

重點整理： 

勞動部今年試辦長期夜間工作勞工強制健檢，也就是 107 年在

晚上 10 時至清晨 6 時間從事工作，所指定的特定對象為全年

度夜間工作時數累積達 700 小時以上，或每月在夜間工作達 3 

小時的日數佔當月工作日的 1/2，且全年度有 6 個月以上的勞

工，今年需要強制健檢。所以即使勞工 107 年已實施一般健

檢，若當年夜間工作暴露達長期夜間工作標準，108 年仍須再

行特定健檢，雇主與勞工也可透過先後檢查結果，評估夜間工

作調配與健康管理措施的適當性，不過，今年度的一般健檢可

合併特定健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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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是否達到公告所定長期夜間工作，是由雇主認定辦理，加上是課以雇主施行健檢的

責任，所以原則上雇主應核予公假使勞工受檢。  

勞動部並指出，根據 104 年勞工生活及就業狀況調查資料推估，國內長期夜間

工作的勞工人數約為 40 萬人，主要分布在電力及燃氣供應業、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

服務業、製造業及支援服務業等行業，且大多為具一定規模的事業單位。  

勞動部說，因長期夜間工作勞工的健檢屬為期 2 年的臨時性健檢，且其項目僅

較一般作業健康檢查增加心電圖等項目，若勞工適逢當年度須辦理一般健檢，可免除

重疊項目，就經費部分不致造成企業太大負擔。  

醫療機構部分，勞動部表示，現行認可辦理勞工特殊健檢的醫療機構有 146 家， 

每年辦理勞工特殊健檢量約 35 萬多人次，因此醫療機構辦理長期夜間工作勞工的健

檢量能尚可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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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勞銀行開戶 今年起須提供稅籍編號 

以生日加英文姓名組合 仲介籲加強宣導 
 

有仲介業者反映，近期外勞到金融機構開戶，部分銀行要求提供外勞提供「稅籍

編號」，否則不受理開戶。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說明，稅籍編號原則，係以西元出生年

月日八碼加英文姓名前兩字母兩碼的順序排列，其中英文姓名以護照所載資料為準，

建議仲介業者或雇主協助外勞銀行開戶時，可向金融機構或郵局確認是否可以僅提供

外僑居留證統一證號作為開戶資料，若必須填寫稅籍編號，則請依照前述方式填寫。 

因應國際提升資訊透明標準，維護租稅公平及保障合宜稅收，財政部已在 106 年

11 月 16 日公告訂定「金融機構執行共同申報及盡職審查作業辦法」，當中規定境內

金融機構應進行稅務用途金融帳戶資訊交換盡職審查，並向稅捐機關申報帳戶相關資

訊，因此金融機構陸續修改表單，增加稅籍編號的欄位，但近期發現有些銀行行員並

不清楚何為稅籍編號，至於是否將稅籍編號列為必須提供的資料，各家銀行的規定也

不一定相同。以中華郵政為例，兩項資料都必須提供才受理開戶。 

稅籍編號實際上為「稅務識別碼」。財政部台北國稅局說明，稅務居住者識別碼

（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 TIN）編配原則分為個人及非個人（含法人、機關、

團體、機構或其他實體），其中個人具身分證字號者為身分證字號共 10 碼，具統一證

號者為統一證號共8碼，個人無身分證字號或統一證號者，以現行稅籍編號方式編配，

大陸地區人民以外編配規則為西元年月日 8 碼加英文姓名前 2 字母 2 碼。 

新規定實施初期，很多仲介及雇主對相關規定並不了解，以致所提供資料未必正

確。國稅局表示，不清楚各金融機構的作業情形，如開戶時所提供資料有錯誤，可能

重點整理： 

近期外勞到金融機構開戶，部分銀行要求提供外勞提供「稅籍

編號」，否則不受理開戶。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說明，稅籍編號

原則，係以西元出生年月日八碼加英文姓名前兩字母兩碼的順

序排列，其中英文姓名以護照所載資料為準，建議仲介業者或

雇主協助外勞銀行開戶時，可向金融機構或郵局確認是否可以

僅提供外僑居留證統一證號作為開戶資料，若必須填寫稅籍編

號，則請依照前述方式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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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部分稅務資料無法比對。至於目前中華郵政受理開戶，會要求申請人出示居留證

現場比對，後續如發現稅籍編號資料有誤，會通知申請人修改。 

仲介業者表示，如僅是要求開戶提供護照上的資料，並不會造成太大的作業負擔，

但實際開戶時很多行員都不知道怎該怎麼填寫，以致每家機構實際作法都不同。此外，

以越南為例，阮性佔其全國人口的四成，遇到相同出生年月日就會重複，因此也應加

強宣導，避免大家無所適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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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勞退金舊制 連3年9成事業單位足額提撥 

107年未足額提撥開罰80件7成是製造業 
 

為保障舊制勞工退休金權益，《勞動基準法》第 56 條第 2 項規定，雇主除按月提

撥退休準備金外，應於每年年底預估次一年度成就退休條件勞工所需退休金，於次年

3 月底前補足準備金差額。勞動部表示，107 年度事業單位符合足額提撥率達 98.48%，

另未足額提撥 107 年已開罰 80 件，裁罰金額達 1,016 萬元。 

另外，勞退舊制除足額提撥外，依法雇主仍須每月提繳勞退舊制 2％至 15％，107

年底未按月提繳勞退舊制開罰共有 29 件，將會被處 2 萬元至 30 萬元罰鍰。 

勞動部勞動福祉司長孫碧霞指出，為落實《勞動基準法》第 56 條第 2 項補足退

休準備金差額規定，勞動部每年會同地方主管機關在各地辦理說明會，107 年度辦理

73 場，計 5,727 位事業單位代表參加。地方主管機關於年初發文通知轄內事業單位，

督促其依法估算及補足差額，自 4 月起就尚未補足差額之事業單位逐案查處及輔導，

全年已查核 7 萬餘家次。 

孫碧霞說明，107 年度適用勞退舊制事業單位共 10 萬 4,393 家，至 12 月底，已

足額提撥之事業單位達10萬 2,809家，佔上述事業單位的98.48%，全年提撥金額1,234

億元。 

孫碧霞表示，107 年度已裁罰 80 件未足額提撥案件，依法將處 9 萬元至 45 萬元，

有連續 3 年未足額提撥被裁罰 27 萬元；80 件裁罰案件 7 成是製造業、1 成 3 是批發

零售；新北市裁罰 18 家、台北市與桃園市各裁罰 13 家、台中市裁罰 9 家、高雄市裁

重點整理： 

為保障舊制勞工退休金權益，《勞動基準法》第 56 條第 2 項規

定，雇主除按月提撥退休準備金外，應於每年年底預估次一年

度成就退休條件勞工所需退休金，於次年 3 月底前補足準備金

差額。勞動部勞動福祉司長孫碧霞指出，為落實《勞動基準法》

第 56 條第 2 項補足退休準備金差額規定，勞動部每年會同地方

主管機關在各地辦理說明會。地方主管機關於年初發文通知轄

內事業單位，督促其依法估算及補足差額，自 4 月起就尚未補

足差額之事業單位逐案查處及輔導，全年已查核 7 萬餘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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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罰 8 家、台南市 7 家等。 

孫碧霞說，僱有舊制年資勞工之事業單位尚有 1,584 家，舊制勞工還有 95 萬人，

她提醒，108 年度仍應持續估算所需退休準備金差額，並於 3 月底前補足。各地方主

管機關亦自 108 年元月起通知事業單位依規定提撥差額，事業單位對法令規定或提撥

實務如有須了解之處，可洽當地勞工主管機關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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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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工資提高 非居住者扣繳基準變動 

全月薪資給付34,650元以下 按6%扣繳 
 

基本工資自今年元月起調升至每月新臺幣 23,100 元，財政部臺北國稅局提醒，

扣繳單位給付非境內居住者薪資所得，計算適用扣繳率的金額基準須隨之調整。全月

薪資給付總額在基本工資 1.5 倍以下者，也就是未達 34,650 元者，按給付總額扣取

6%計算；超過此金額者，則按給付總額扣取 18%。 

依據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第 3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2 目規定，除政府派駐國外工作

人員所領政府發給之薪資依第 1 目規定扣繳外，非境內居住者全月薪資給付總額在行

政院核定每月基本工資 1.5 倍以下者，按給付額扣取 6%，個人全月薪資給付總額超

過每月基本工資 1.5 倍者，按給付額扣取 18%。換言之，適用稅率將隨著基本工資連

動調整。 

由於基本工資月薪自今年元月起調整為 23,100 元，扣繳單位給付非境內居住者

全月薪資給付總額在每月基本工資 1.5 倍以下，即 34,650 元以下者，按給付總額扣

取 6%；全月薪資給付總額超過 34,650 元，按給付總額扣取 18%。 

   國稅局指出，扣繳單位 108 年給付非境內居住者薪資所得時，扣繳義務人應依前

述規定扣繳稅款，自代扣稅款之日起 10 日內向國庫繳清並向所轄稽徵機關辦理扣繳

申報事宜，以免受罰。此外，目前已可利用網路申報非居住者各類所得扣繳憑單，一

經上傳成功，即完成申報程序，事業單位可多加利用，減少紙本憑證印製成本。 

 

 

 

108.01.14 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提醒，由於基本工資月薪自今年元月起調整

為 23,100 元，計算適用扣繳率的金額基準須隨之調整。扣繳單

位給付非境內居住者全月薪資給付總額在每月基本工資 1.5 倍

以下，即 34,650 元以下者，按給付總額扣取 6%；全月薪資給付

總額超過 34,650 元，按給付總額扣取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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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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臺商回臺投資 近期再召開審查會議 

將研發APP 提供廠商產業用地媒合訊息 
 

因應中美貿易戰，行政院去年底核定歡迎臺商回臺投資方案，自今年元月起實施，

第一次聯審會議於 1 月 4 日召開，會中核准智邦科技、慶豐富實業兩家申請案。經濟

部工業局長呂正華表示，1 月 11 日召開第二次會議，通過第三家申請案，18 日預計

召開下一次聯審會議，家數尚未確定。 

為協助臺商回臺投資，工業局 108 年施政重點，將協助有土地需求廠商提供出租

優惠措施及毗連土地變更，研發 APP，提供廠商即時查詢立即可供土地、閒置用地、

媒合資訊、公布產業用地訊息服務。 

歡迎臺商回臺投資方案今年元月起，實施期程為三年至 110 年 12 月底止。外勞

引進措施方面，申請廠商若符合全新設廠或擴廠達一定規模，以及新設立廠場、高科

技投資金額達 2 億 5 千萬元，其他產業達 5 千萬，並能創造一定就業人數等條件，在

現行外勞核配及 extra 制的基礎下，得再提高外勞配額至 10%，總上限 40%，外勞採

預核方式，且一年內免定期查核。 

據了解，第二次會議通過審查的企業為桃園電子業上市櫃公司，但礙於保密原則，

官方無法透露公司名稱，僅表示會在方案執行一段時間後再做彙整。 

工業局成立智慧製造輔導團，107 年主動提供 324 家中小企業診斷服務，其中協

重點整理： 

因應中美貿易戰，行政院去年底核定歡迎臺商回臺投資方案，

自今年元月起實施，實施期程為三年至 110 年 12 月底止。為協

助臺商回臺投資，工業局 108 年施政重點，將協助有土地需求

廠商提供出租優惠措施及毗連土地變更，研發 APP，提供廠商

即時查詢立即可供土地、閒置用地、媒合資訊、公布產業用地

訊息服務。外勞引進措施方面，申請廠商若符合全新設廠或擴

廠達一定規模，以及新設立廠場、高科技投資金額達 2 億 5 千

萬元，其他產業達 5 千萬，並能創造一定就業人數等條件，在

現行外勞核配及 extra 制的基礎下，得再提高外勞配額至 10%，

總上限 40%，外勞採預核方式，且一年內免定期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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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助 58 家廠商申請政府資源 6.98 億元，帶動廠商投入 8.55 億元。 

另為促進民間閒置工業區土地活化利用，107 年 5 月 10 日公告發布「產業園區

閒置土地認定與輔導使用及強制拍賣辦法」，採優先輔導，限期改善、罰鍰及協商等

機制，如地主仍未建廠使用，最後將採強制拍賣方式。工業局 107 年 9 月 26 日公告

閒置土地名單，面積約 214.5 公頃。 

日前彰濱工業區進行廠商座談會時，有企業反映一年中僅有特定時間有人力需求，

希望可以由工業區統一僱用，以派遣方式協助生產。工業局副局長游振偉證實，確實

有廠商提出此項建議，他並提到，廠商申請這類短期人力，原則上仍須具備引進外勞

的條件，但製造業的工作類型不同，時間也未必能夠完美銜接，因此可能會先採取小

規模的試辦，但實際的方案還需要進一步規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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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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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越勞赴海外工作 2018年突破14萬人 

超出原設定目標三成 赴日首度超越臺灣 
 

越南政府統計，2018 年全年共計有 14 萬 2,860 名越南勞工赴海外工作，超過原 

先所設定目標的 11萬人，較 2017年增加 6%，其中以赴日本工作人數最多，達到 68,737

人，其次為臺灣 60,369 人，南韓則為 6,538 人，顯示日本市場在去年有相當顯著的

成長，赴日人數佔越南出國工作總人數的 48.1%，不僅較 2017 年增加將近 1 萬 5 千

人，也是近年首度超越臺灣。 

另一方面，全年赴臺人數則較 2017 年減少約 6 千 5 百人，不過根據臺灣勞動部

統計，越勞在臺人數已達 22 萬 2,636 人，仍佔藍領外勞總人數的 31.52%，且每個月

均有緩步成長，因此越勞對臺仍是相當重要的基礎勞動力來源。 

越南海外勞工管理局 1月 9日召開業務會議，針對 2018年的業務成果進行報告，

並提出年度計畫。去年赴海外工作人數再度突破 10 萬人，也是連續五年達成此目標，

2019年海外輸出人數將提高至 12萬人，會中並揭示，高收入的國家將會是優先目標，

在擴大市場的同時，也須逐步減少存在較高風險的地區。 

越方分析，去年出國工作的越南勞工中，女性約佔 34.8%，男性則為 63.2%。除

臺灣、日本、南韓等亞洲鄰近國家外，其他還包括沙烏地阿拉伯、馬來西亞、澳門、

新加坡，以及部分歐洲國家。 

海外勞工管理局指出，勞動力輸出主要市場包括日本、臺灣在內的需求持續擴增，

去年在勞動力輸出上相當成功。同時日本政府擴大引進包括護理、農業、水產業及其

重點整理： 

越南政府統計，2018 年全年共計有 14 萬 2,860 名越南勞工赴海

外工作，赴日人數佔越南出國工作總人數的 48.1%，不僅較 2017

年增加將近 1 萬 5 千人，也是近年首度超越臺灣。海外勞工管

理局指出，勞動力輸出主要市場包括日本、臺灣在內的需求持

續擴增，去年在勞動力輸出上相當成功。同時日本政府擴大引

進包括護理、農業、水產業及其他技術人力，在這些領域越南

勞工都能夠滿足人力需求，勞工本身也願意提升語言溝通、工

作技能，滿足這些門檻較高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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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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技術人力，在這些領域越南勞工都能夠滿足人力需求，勞工本身也願意提升語言溝

通、工作技能，滿足這些門檻較高的市場。 

海外勞工管理局並提到，為保障勞工權益，針對從事勞務輸出的企業加強檢查，

發現有七家企業違法，行政罰鍰達 4.3 億元越南盾。2019 年將持續健全各項法規制

度，最快在明年陸續施行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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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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這個星期六 19 日是補班日喲！加班費怎麼算看這篇 
  

這個星期六（1 月 19 日）是補班日，許多公司行號都會比照公務員，將星期六

跟 2 月 8 日的工作日對調，讓農曆春節可以有 9 天連假。勞動部說，若勞工比照

公務員將星期六休息日跟 2 月 8 日工作日對調，屬正常上班日，雇主不用另外加給 

薪資，但若無對調，須依照休息日方式給付加班費。  

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長謝倩蒨今天受訪表示，如果勞工比照公務員，將 

19 日的休息日跟 2 月 8 日的工作日對調，19 日就屬於正常上班日，勞工出勤， 雇

主不用另外加給薪資。 謝倩蒨指出，但如果公司並沒有將 19 日的休息日跟 2 月 8 

日的工作日對調，對於勞工來說，19 日就是休息日，依法出勤雇主就須按照休息日

的加班費計算方式，給予勞工加班費。休息日的加班費計算方式為，前 2 小時是 1 又 

1/3，3 到 8 小時為 1 又 2/3。 

 

 

 

 

 

 

 

 

 

 

108.01.18 人力仲介會訊 

 

重點整理： 

這個星期六（1 月 19 日）是補班日，若勞工比照公務員將星

期六休息日跟 2 月 8 日工作日對調，屬正常上班日，雇主不

用另外加給 薪資，但若無對調，須依照休息日方式給付加班

費。休息日的加班費計算方式為，前 2 小時是 1 又 1/3，3 到 

8 小時為 1 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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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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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部-108 年春節期間之出勤及工資給付規定 
 

勞動部表示，《勞動基準法》第 37 條規定，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

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日，均應休假，工資照給。由於內政部所定《紀

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已明定「農曆除夕」(108 年 2 月 4 日)及 「春節」（108 年 

2 月 5 日至 7 日）均為應放假之日，雇主應依法給假並給薪，如徵得勞工同意於前

開休假日出勤，工資應依法加倍發給；至於前開休假日如 適逢勞工之例假或休息日，

應於其他工作日補休。  

勞動部進一步指出，民間企業如屬週一至週五為工作日、週六為休息日、週日為

例假的出勤模式，為比照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而形成「春節連假」，可依照「8 週

彈性工時」規定，於「有工會者，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

意」之程序後，將 108 年 1 月 19 日的休息日與 2 月 8 日的 工作日調整互換。

調整後，1 月 19 日成為上班日，2 月 8 日則成為休息日；如果雇主再有徵得勞工

於 2 月 8 日工作之必要者，應給付休息日加班費。  

勞動部強調，108 年春節期間之出勤及工資給付，事業單位應依法辦理。雇主如

有違反相關規定，勞工可檢具相關事證，就近向當地勞工行政主管機關【直轄市、縣、

市政府勞工局（處）或社會局（處）】申訴，以維權益。 

 

 

108.01.21 人力仲介會訊 

重點整理： 

勞動部表示，《勞動基準法》第 37 條規定，內政部所定應放

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日，

均應休假，工資照給。由於內政部所定《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

法》已明定「農曆除夕」(108 年 2 月 4 日)及 「春節」（108 

年 2 月 5 日至 7 日）均為應放假之日，雇主應依法給假並給

薪，如徵得勞工同意於前開休假日出勤，工資應依法加倍發給；

至於前開休假日如 適逢勞工之例假或休息日，應於其他工作日

補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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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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要求預排全年特休 勞動部：不可限制一次排完 
 

不少企業擔心勞工特別休假未能休完、屆期將強制換回特休未休工資，因此在每 

年年初，部分雇主會要求勞工預排整年的特別休假日，如果排定後，便不得再調動，

或需要調動假日要經過更繁瑣的申請手續。對此，勞動部表示，雇主可提醒或促請勞

工排定休假，但不可以限制勞工僅得一次預先排定或在特定期日前休假。  

部分雇主為了方便管理，常會在前一年的 12 月，或當年 1 月，要求勞工排定

整年的特別休假放假日，但勞動部表示，勞動基準法的特別休假，是為了提供勞工休

憩之用，休假日期由勞工依照自己意願決定，「勞工用有特休假的排定權」。  

據現行的勞基法規定，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下，繼續工作滿 6 個月以上 1 

年未滿者，3 日；1 年以上 2 年未滿者，7 日；2 年以上 3 年未滿者，10 日；3 年 

以上 5 年未滿者，每年 14 日；5 年以上 10 年未滿者，每年 15 日；10 年以上者，

每 1 年加給 1 日，加至 30 日為止。  

勞動部表示，當年的特別休假若未休畢，可經由勞雇雙方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 

但如果在次一年度終結的末日仍未休日數，雇主仍應發給工資，不可以再遞延。至於，

近期不少企業都在發放年終獎金，有雇主刻意把特休假未休之工資改以年終獎金發放。

勞動部提醒，因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特別休假日數，不論沒有休的原因為

何，雇主都應該發工資。  

勞動部強調，特別休假是勞動基準法課予雇主的法定義務，與雇主依民俗發給勞 

工年終獎金的福利性質概念不同，雇主擅自更改勞動契約，並以年終獎金替代特別休

假未休工資，已違反勞動基準法規定。 

108.01.22 人力仲介會訊 

重點整理： 

勞動部表示，當年的特別休假若未休畢，雇主可提醒或促請勞

工排定休假，但不可以限制勞工僅得一次預先排定或在特定期

日前休假。當年的特別休假若未休畢，可經由勞雇雙方協商遞

延至次一年度，但如果在次一年度終結的末日仍未休日數，雇

主仍應發給工資，不可以再遞延。勞動部提醒，因為年度終結

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特別休假日數，不論沒有休的原因為何，

雇主都應該發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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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逾期外來人口2,300人自行到案 失聯移工占4成 
 

內政部移民署指出，目前正在推動「擴大逾期停(居)留外來人口自行到案專案」，

鼓勵「失聯移工」與「非失聯移工」自行到案，截止 1 月 22 日止，已經自行到案的

逾期停(居)留外來人口已有 2,300 餘人，其中移工占 4 成、非移工 6 成，跟 107 年同

期間的 900 多人相比，增加了 1.5 倍。 

移民署說明，「擴大逾期停(居)留外來人口自行到案專案」實施期間是 108 年 1

月 1日至 108年 6月 30日止，1月 1日至 1月 31日為宣導期間，自行到案的逾期停(居)

留外來人口，可以享有免收容、繳最低逾期罰鍰新臺幣 2,000 元，以及減免管制來臺

期間的優惠待遇。 

至於「擴大逾期停(居)留外來人口自行到案專案」執行期將從 108 年 2 月 1 日起

至 6 月 30 日止，除「自行到案」者「從寬」論處外，「查獲到案」者將「從重」論處，

包含收容、最高逾期罰鍰 1 萬元、從重計算管制來臺期間。專案結束後，除從重論處，

還會提高逾期罰鍰且延長管制來臺的期間。 

移民署呼籲，若有認識在臺逾期停(居)留的外來人口，鼓勵當事人自行到案，並

踴躍舉發非法雇主、仲介，以利移民署依法調查非法雇主或仲介，並追究非法雇主或

仲介支付當事人返國旅費的責任。 

民眾可撥打免付費自行到案及檢舉非法雇主、仲介的專線 0800-024-881(ByeBye)，

以及防制人口販運專線(02)-2388-3095(響鈴救我)。 

 

108.01.24 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內政部移民署指出，目前正在推動「擴大逾期停(居)留外來人口

自行到案專案」，鼓勵「失聯移工」與「非失聯移工」自行到

案，移民署說明，「擴大逾期停(居)留外來人口自行到案專案」

實施期間是 108 年 1 月 1 日至 108 年 6 月 30 日止，1 月 1 日至 1

月 31 日為宣導期間，自行到案的逾期停(居)留外來人口，可以

享有免收容、繳最低逾期罰鍰新臺幣 2,000 元，以及減免管制來

臺期間的優惠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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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舊制勞退金 勞工需在五年內主動申請 

雇主申請領回 新北將查驗是否依法給付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提醒，勞工如有舊制年資，離職時如已成就退休條件，須在五

年內主動向雇主請領舊制退休金，否則超過請求時效，雇主將不再負有給付退休金的

義務。為保障勞工請領舊制勞退金的權益，針對事業單位申請勞工退休金餘額領回的

案件，將會逐筆查核是否還有未給付的舊制退休金，以及當初給付的金額是否足額，

否則將要求雇主補發後始得領回。新北市 107 年審查勞退準備金領回的案件，總計協

助勞工追回超過 1,600 萬元的舊制退休金。 

近期勞工局協助處理的一名個案，該名勞工在勞退新制施行前就進入公司任職，

事後選擇適用勞退新制，但依法舊制年資應繼續保留。勞工在 107 年離職時已符合勞

基法退休條件未申請舊制退休金，事後公司因已無僱用舊制員工，在申請領回勞退準

備金餘額時，被發現未依規定發給該名員工舊制退休金，在勞工局的提醒下，協助他

領回約 23 萬元的舊制退休金。 

勞退新制已實施近 14 年，目前尚有舊制勞退金專戶的事業單位，都是在 94 年勞

退新制實施前即已設立，其從業人員年資較長，據此推估，這類事業單位以傳統產業

佔大宗。不過隨時間過去，有舊制年資的員工已經越來越少，且很多舊制勞退的勞工

不知要主動申請，企業也因疏忽而未發給，產生退休金未給付的問題。 

重點整理： 

依勞動基準法第 53 條規定，勞工如在同一事業單位工作年資達

25 年，或工作年資達 15 年且年滿 55 歲，或者是工作年資達 10

年且年滿 60 歲，即可向雇主申請退休，雇主不得拒絕，且應一

次發給勞工舊制退休金。新北市政府勞工局提醒，勞工如有舊

制年資，離職時如已成就退休條件，須在五年內主動向雇主請

領舊制退休金，否則超過請求時效，雇主將不再負有給付退休

金的義務。為保障勞工請領舊制勞退金的權益，針對事業單位

申請勞工退休金餘額領回的案件，將會逐筆查核是否還有未給

付的舊制退休金，以及當初給付的金額是否足額，否則將要求

雇主補發後始得領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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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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勞動基準法第 53 條規定，勞工如在同一事業單位工作年資達 25 年，或工作年

資達 15年且年滿 55歲，或者是工作年資達 10年且年滿 60歲，即可向雇主申請退休，

雇主不得拒絕，且應一次發給勞工舊制退休金。 

勞工局說明，由於舊制退休金的請求權時效為 5 年，勞工若發現自己離職時已達

到退休條件，雇主卻未給付退休金，此時應儘速向雇主提出申請，否則過了請求時效，

雇主就不再負有給付退休金的義務。 

勞工局強調，只要勞工達到勞基法的退休條件，可向雇主提出退休申請，雇主應

在 30 日內發給舊制退休金，否則依勞基法規定得處 30 萬到 150 萬元罰鍰，並公布業

者名稱及負責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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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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商回臺投資 已有五家企業通過審查 

需求以貸款、勞工居多總投資額222億元 
 

為協助企業因應美中貿易戰的衝擊，「歡迎臺商回臺投資行動方案」自今年元月

起上路，截至 1 月 25 日止，投資臺灣事務所共計召開四次「歡迎臺商回臺投資行動

方案」，通過五家廠商資格審查，包括智邦科技、慶豐富實業、廣達電腦、南六企業，

以及一家未上市公司，合計總投資金額為新臺幣 222 億元，預計可創造本國就業人數

逾 3 千人。 

政府輔導臺商返臺投資，實施期程為三年的「歡迎臺商回臺投資行動方案」，至

110 年 12 月底截止，由廠商需求端給予水電、土地、勞工、專案貸款協助。 

在外勞引進措施方面，申請廠商若符合全新設廠或擴廠達一定規模，以及新設立

廠場、高科技投資金額達 2 億 5 千萬元，其他產業達 5 千萬，並能創造一定就業人數

等條件，在現行外勞核配及 extra制的基礎下，得再提高外勞配額至 10%，總上限 40%，

外勞採預核方式，且一年內免定期查核。 

投資臺灣事務所營運長陳秀全表示，目前核准通過的企業，優惠需求以優惠貸款

及勞工居多，部分已確定設廠地點，例如第一次會議通過的慶豐富實業將在彰濱工業

區新建廠房，智邦科技在苗栗廣源科技園區擴廠，以及最近一次會議通過審查的南六

企業，將在高雄市燕巢區成立營運中心與智慧化生產基地等，其餘若有尚未找到合適

設廠用地的臺商，將會給予專人專案協助。 

臺商申請資格認定時，將一併了解廠商土地、陸籍專業人才、外勞、融資等四大

重點整理： 

政府輔導臺商返臺投資，實施期程為三年的「歡迎臺商回臺投

資行動方案」，至 110 年 12 月底截止，由廠商需求端給予水電、

土地、勞工、專案貸款協助。 

在外勞引進措施方面，申請廠商若符合全新設廠或擴廠達一定

規模，以及新設立廠場、高科技投資金額達 2 億 5 千萬元，其

他產業達 5 千萬，並能創造一定就業人數等條件，在現行外勞

核配及 extra 制的基礎下，得再提高外勞配額至 10%，總上限

40%，外勞採預核方式，且一年內免定期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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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面向需求。陳秀全指出，目前已有智邦科技、南六企業及慶豐富等表明有勞力需求。

不過其他案件因廠商還有生產線在中國，事涉敏感，基於尊重企業意願，不方便透露

太多細節。 

1 月 25 日通過的南六企業，預計總投資金額約新臺幣 35 億元，預計可創造本國

就業人數 72 人。取得資格認定的臺商，應在三年內向國發會、勞動部提出貸款或外

勞申請。 

 

 

 

 

 

 

 

 

 

 

 

 

 

 

 

 

 

 

 

 

 

 

 

 

108.01.28 外勞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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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製造業聘外勞定期查核累計逾90萬家次 

107年11月查核逾3.7萬家 千餘家外勞超額 
 

根據勞動部 107 年 11 月定期查核資料，逾 3.7 萬家製造業雇主接受查核，較去

年同期增加 2,031 家，查核結果有 1,279 家雇主聘僱外勞人數超過所核配比例，違法

比率為 3.41％；定期查核自 97 年 5 月實施至 107 年 11 月止，共查核 43 次，已累計

查核家次破 90 萬家次。 

為保障本國勞工權益，並避免雇主超額聘用外勞，勞動部依規定於每年 2 月、5

月、8 月、11 月，每 3 個月定期查核製造業雇主聘僱外勞人數及比例。 

勞動部說明，截至 107 年 11 月底製造業定期查核已實施 43 次，累計總查核突破

90 萬家次、達 91 萬 8,418 家次，不符規定比例的雇主累計 2 萬 7,053 家次，約占查

核總家次 2.95％，累計提報廢止有 3,331 家次、廢止外勞人數 5,092 人。 

勞動部表示，部分製造業雇主雖沒有引進特定製程 5 級制外勞，或是其外勞屬於

未重新招募一般製造業與重大投資案，原先是無需參加定期查核，但是只要雇主有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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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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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製造業雇主雖沒有引進特定製程

5 級制外勞，或是其外勞屬於未重新招募一般製造業與重大投

資案，原先是無需參加定期查核，但是只要雇主有申請並取得

外加就安費附加外勞配額引進滿 3 個月後，就需接受定期查

核，採二階段查內框與外框，檢視外勞配額有無超標。『雙框

查核』係指已以外加案引進外國人之雇主之定期查核方式；『單

框查核』則係指尚未以外加案引進外國人之雇主之定期查核方

式。勞動部指出，針對被通知改善的雇主，必須在規定期限增

聘本國勞工或是減少外籍勞工人數，以符合規定；如屆期未改

善，雇主除將被廢止超額之外籍勞工聘僱許可，並管控配額外，

還需面臨就業服務法核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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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框與外框，檢視外勞配額有無超標。 

勞動部說，『雙框查核』係指已以外加案引進外國人之雇主之定期查核方式；『單

框查核』則係指尚未以外加案引進外國人之雇主之定期查核方式。 

根據勞動部 107 年 11 月定期查核資料，共查核 3 萬 7,524 家雇主，結果有 1,279

家雇主聘僱外勞人數超過所核配比例，違法比率為 3.41％；勞動部已發函通知限期

改善；另外 91 家雇主經要求限期改善，但複查後仍未符合規定，將廢止其招募許可

與聘僱許可，而廢止許可外勞人數有 156 人。 

勞動表示，3 萬 7,524 家雇主其中 1 萬 5,610 家製造業雇主有申請外加就安費引

進外勞配額滿 3 個月接受查核，其中 771 家雇主外勞超標要求限期改善，有 56 家須

提報廢止外勞配額，廢止外勞人數 119 人 

勞動部指出，針對被通知改善的雇主，必須在規定期限增聘本國勞工或是減少外

籍勞工人數，以符合規定；如屆期未改善，雇主除將被廢止超額之外籍勞工聘僱許可，

並管控配額外，還需面臨就業服務法核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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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化！日外籍勞工人數創新高，中國人約佔三成 
 

參考消息網 1 月 29 日報導 日本共同社 1 月 25 日刊載題為《在日外籍勞動

者達 146 萬人創新高 中國人最多》的報導稱，日本厚生勞動省 25 日公佈的數據顯

示， 截至 2018 年 10 月，外籍勞動者達 1,460,463 人，創下自 2007 年法律規定

企業必須向國家申報以來的最高紀錄。該數字較上年增加約 18 萬人，增幅為 14.2%。

2008 年約為 49 萬人，十年來增長了兩倍。  

報導稱，受少子老齡化影響，日本作為主要勞動力的 15 至 64 歲勞動年齡人口

驟減。在經濟復甦的背景下，因人手嚴重短缺狀況持續，企業積極接納外國人可能是 

外籍勞工人數增加的主要原因。  

報導介紹，今年 4 月，日本將啟動把接納外籍勞動者放寬至單純勞動領域的新

制度，預計五年內最多接納約 34 萬人。不過，在以向海外轉移技能為目的的現行外 

國人技能實習等制度中，拖欠工資及違法長時間勞動成為問題，需要改善勞動環境並

加強對企業的指導。  

報導稱，從不同國籍來看，在 146 萬外籍勞動者中，來自中國的人數最多，為 

389,117 人，佔總數的 26.6%。其後依次是越南的 316,840 人（21.7%）和菲律賓的 

164,006 人 （11.2%）。相比上年，人數增幅較大的有越南的 31.9%和印度尼西亞的 

21.7%。 

 

 

108.01.31 人力仲介會訊 

重點整理： 

日本厚生勞動省 25 日公佈的數據顯示， 截至 2018 年 10 

月，外籍勞動者達 1,460,463 人，創下自 2007 年法律規定企業

必須向國家申報以來的最高紀錄。該數字較上年增加約 18 萬

人，增幅為 14.2%。2008 年約為 49 萬人，十年來增長了兩倍。

受少子老齡化影響，日本作為主要勞動力的 15 至 64 歲勞動

年齡人口驟減。在經濟復甦的背景下，因人手嚴重短缺狀況持

續，企業積極接納外國人可能是外籍勞工人數增加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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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指定長期夜間工作之勞工為雇主應施行特定項目健康檢查

之特定對象」 問答集 

 

Q1：為何要指定長期夜間工作為特定健檢？其檢查項目與一般勞 

    工健檢的項目有何差異? 檢查費用勞保局有補助嗎? 

A： 

1. 依據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以下簡稱勞安所)研究，長期

夜間工作可能對健康產生生理節律紊亂、疲勞、睡眠障礙、加重心血

管與肝臟疾病等衝擊，為使雇主能重視長期夜間工作者的健康保護，

強化健康管理，同時蒐集本土性資料，作為工作相關疾病預防政策的

參考。 

2. 考量夜間工作對前述健康的影響，並參考國內外相關調查資料，其檢

查項目除涵蓋一般勞工健檢項目外，尚增加睡眠、疲勞、心電圖、肝

膽腸胃與生殖系統等相關生理功能之檢測及評估。 

3. 此檢查尚非勞工保險預防職業病健檢補助的適用範圍，依職業安全衛

生法（以下簡稱職安法）第 20 條的規定，健檢費用應由雇主負擔。 

 

Q2：何謂長期夜間工作?依公告內容，如 107 年 8 月 1 日才到職的勞 

     工(固定上夜班)，是否為長期夜間工作者的指定範圍？ 

A： 

1.長期夜間工作的適用情形有兩種，一是工作日數，另一是工作時數，

而夜間工作，是指於晚上 10 點到清晨 6 點間從事工作。 

2.如勞工於 107 年 8 月到職者，以工作日數的標準 (即每月工作日數有 1/2  

以上在夜間，且 1 年內有 6 個月以上者)來看，距離 107 年 12 月因僅有 5個月，

未達工作日數標準。但，若勞工自 107 年 8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日期間，上

夜班的工作時數(即晚上 10 點到清晨 6 點間)累計達到 700 小時，就符合工

作時數標準，即須於 108 年實施特定項目健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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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依公告辦理之時間，為 108 年實施特定健檢，若 107 年已做過一 

    般健檢，108 年還要再做此特定健檢嗎? 另，若 108 年辦理一般勞 

    工健檢， 可以免除或需一起實施此特定檢查？ 

A： 

1. 勞工一般健檢是依據勞工年齡定期每 5 年、3 年或 1 年實施，公告的特

定健檢，是針對勞工達到夜間工作暴露量者所實施，且部分評估項目不

同，故 107 年已實施一般健檢，若當年夜間工作暴露達長期夜間工作標

準者，108 年仍須再行特定健檢，雇主與勞工亦可透過先後檢查結果， 評

估夜間工作調配與健康管理措施的適當性。 

2. 如果當年度(例如 108 年)適逢辦理一般勞工健檢，雇主仍須實施此特定

健檢，雇主可將兩者項目合併辦理，毋須重複檢查。 
 

Q4：夜間工作時數或工作日數的計算，由誰認定? 此檢查為公假 

    嗎？  

A： 

1. 考量勞工的排班與差勤等，係由雇主指揮與管理，故所僱勞工是否達

到公告所定長期夜間工作，係由雇主認定辦理。 

2. 依職安法第 20 條規定，此檢查係課以雇主施行健檢的責任，故原則上雇

主應核予公假使勞工受檢。 
 

Q5：此特定檢查之結果，雇主可以保存嗎? 會違反個資法嗎? 

A： 

勞工健檢資料為個資法的適用範圍，查個資法第 19 條及第 20 條規定略

以，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應有特定目的，並符合法律

明文規定；此長期夜間工作的檢查為依職安法第 20 條所授權指定，且其

目的為勞工身心健康保護與職場健康管理，故雇主對於所僱勞工依公告

所定項目檢查結果之保存，若依循上開特定目的，並保障勞工隱私權， 

尚符合個資法之規定。惟若超出指定公告所定項目及特定目的，雇主

即須依個資法規定，才得蒐集、處理與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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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聽說夜間工作女性乳癌與流產比一般勞工發生率高，為何檢 

    查項目未納入乳癌檢查?但於公告之備註又說明得經勞工同 

    意後檢查，且報告不列入健檢紀錄？ 

A： 

1. 依國外相關文獻顯示，乳癌發生的原因為多重因素，與職業的風險性

尚未有充分醫學實證，且職安法所規定的勞工健檢係強制雇主實施，

及勞工有受檢的義務，任一方違反規定具有罰則。 

2. 惟勞動部為配合衛生福利部癌症防治政策，並兼顧個人資料保護法

（以下簡稱個資法）對個人健檢隱私的保護，故於公告（草案）內容

載明實施健檢時，在符合癌症防治法辦理口腔癌、大腸癌、女性子宮

頸癌及女性乳癌資格的前提下，得經勞工同意併行辦理，但因該等檢

查尚非職安法授權雇主可蒐集或處理的特種個資，故無法將四癌篩檢

的檢查結果納入於紀錄。 
 

Q7：據先前媒體報導適用的長期夜間工作勞工有 160 幾萬，此公告 

    是否會對事業單位或健檢醫療機構造成衝擊? 又檢查後，由誰上 

    傳健檢資料到職安署? 職安署對此公告有何相關配套措施？ 

A： 

1. 經查媒體報導國內約有 167 萬夜班勞工，是採用勞安所「工作環境安

全衛生狀況認知調查(2013 年)」，將大夜班、固定下午班、小夜班、輪

班但不須深夜工作者等均納入。依勞動部統計處 104 年勞工生活及就業

狀況調查資料推估，國內長期夜間工作之勞工人數約為 40 萬人，主要分布

在電力及燃氣供應業、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製造業及支援

服務業等行業，且大多為具一定規模之事業單位，另因長期夜間工

作勞工之健檢屬為期 2 年之臨時性健檢，且其項目僅較一般作業健康

檢查增加心電圖等項目，若該勞工適逢當年度須辦理一般健檢，可免除

重疊項目， 就經費部分不致造成企業太大負擔；至醫療機構部分，現行

認可辦理勞工特殊健檢之醫療機構計 146 家，每年約辦理勞工特殊健檢量

約 35 萬餘人次，故認可醫療機構辦理長期夜間工作勞工之健檢量能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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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 

2. 依職安法第 20 條的規定，檢查結果通報的責任係為勞工健檢醫療機構，該

等機構自 105 年即已有上傳特殊健檢結果的實務經驗，且於指定公告後，

已於 107 年 11 月 9 日公告勞工特殊健檢之醫療機構通報相關事宜。 

3. 職安署於此特定健檢公告後，著手修正「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

防指引」，並預定於 108 年第 1 季公告，提供事業單位就夜間工作者健康

管理之參考；亦會就所蒐集的資料予以分析，以作為日後強化勞工

身心健康保護措施之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