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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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事情拖不得，性子急不得，目標低不得，下手重不得。 

§ 生命有如鐵砧，愈被敲打，愈能發出生命的火花。            楊董                                                                                                                         

                                                               

§ 小機會通常是大事業的開端，小成就一定是大成功的起步。 

§ 鍥而捨之，朽木不折，鍥而不捨，金石可鏤。       二姐                                           

                                                               

§ 能勤，時間自然比他人多；肯動，空間自然比他人廣；耐苦，成功自然比他人大。 

§ 人生有許多岔路，熱誠是方向的指南針。        張姐                     

                                                               

§ 聰明的人，藉他人的經驗自用；愚笨的人，熬過了痛苦，卻忘了經驗。 

§ 德如美玉終生守，心若良田一世耕。         嘉文                                          

                                                               

§ 今天再大的事，到了明天就是小事；今年再大的事，到了明年就是故事。 

§ 管好自己的嘴，有時候做啞巴，是一種境界。                      金瑛 

                                                               

§ 我們的選擇遠比我們的能力更能表明我們是怎麼樣的人。 

§ 放棄嘗試，你 100%不會成功。            阿線 

                                                                                                     

§ 溝通之所以這麼困難 在於大部分的人聆聽時都不是為了理解而是為了反駁。 

§ 即使所有人在乎的只是你飛得高不高,還是有人會在乎你飛得累不累。  勇衡                                            

                                                               

§ 理想猶如天上的星星，我們猶如水手，雖不能到達天上，但是我們的航程可憑它 

   指引。 

§ 我們必須接受有限的失望，但絕不失去無盡的希望。 宏哲  

                                                               

§ 與其說是別人讓你痛苦，不如說自己的修養不夠。 

§ 只有當你選擇要快樂時，你才能感到快樂。       巧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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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人能做得到的，也許我們很難辦到，但我們能做到的，就是盡力去做。 

§ 不要去欺騙別人，因為你能騙到的人，都是相信你的人。    愷悌                                                                                          

                                                                 

§ 對別人能多原諒一分，能多忍讓一分，就能得到十分的福，所以說:心寬就是福。 

§ 平凡就是幸福,簡單就是快樂,健康才是一切。       婉蒂                          

                                                               

§ 有人幫你是幸運，學會心懷歡喜與感恩；無人幫你是命運，學會坦然面對與承擔。 

§ 人生不能靠心情活著，而要靠「心態」去生活。      雅琳 

                                                                

§ 不斷發揮生命功能，才是活著的人生。 

§ 原諒別人是美德，原諒自己是損德。                  阿河 

                                                                

§ 善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所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 把事情做好，不只是一種學習，而是一份決心。            莎莎                                                                                                                                      

                                                                

§ 放輕鬆，別被壓力壓的喘不過氣。 

§ 要有自信,不要害怕。 海平                                                                                                                                     

                                                                  

§ 人，要克服難， 不要被難克服。 

§ 小事不做，大事難成。            阿本 

                                                                

§ 舉手之勞是謙辭，不是被用來道德綁架的說辭。不要把別人的情分，當做你的福

分;不要把別人的客氣，當做你的運氣。 

§ 能用金錢解決的問題，就別用人情;能用汗水解決的問題，就別用淚水。 葦薰                          

                                                                  

§ 逃避現實，你只能暫時躲藏，得過且過。勇敢面對，至少還會有經驗的累積與前

進的機會。 

§ 用心生活，人生不會只有工作而已；時間不停留，要盡情、也要把握。    妙儒                

                                                                

§ 不屬於你的，就不要操心不需要去攀比，而是要無愧於心。 

§ 心要開，運才會轉，福就會來。        毓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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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少力量，就做多少事，切莫等待，等待常會落空。 

§ 人生為人群付出多少，就得多少踏實感。        雅姿             

                                                                                                                                

§ 懂得換位思考，尊重別人就是尊重自己！換個角度，才能看見不一樣的風景！ 

§ 最好的臉部保養品，就是微笑與善念。       芳宜                                    

                                                                                                                               

§ 以鍛煉為本，學會健康;以修進為本，學會求知;以進德為本，學會做人;以適應為 

   本，學會生存。 

§ 人生舞台的大幕隨時都可能拉開，關鍵是你願意表演，還是選擇躲避。   雙雙 

                                                                                                                               

§ 前腳走，後腳放，意即：昨天的事就讓他過去，把心神專注於今天該做的事。 

§ 零碎布條可製彩衣，零碎時間可織美夢。      美甄     

                                                                                                                               
 

 

 

 

 

 

 

 

~以上勵志小語感謝恆力各位同仁溫馨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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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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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4,439 269,601 154,082 60,203 220,552 1 

農、林、漁、牧業(船員) 12,557 9,058 1,775 27 1,697 0 

製 造 業 428,542 61,691 120,628 57,351 188,871 1 

食品及飼品 27,443 4,847 4,044 3,187 15,365 0 

飲  料 896 152 150 126 468 0 

紡  織 25,995 4,975 4,859 5,454 10,707 0 

成衣及服飾品 4,764 353 595 427 3,389 0 

皮革、毛皮及其製 品 2,270 383 105 495 1,287 0 

木竹製品 2,980 944 258 153 1,625 0 

紙漿、紙及紙製品 6,477 1,667 855 832 3,123 0 

印刷及資料儲存媒 體複製 4,044 556 431 477 2,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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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8 491 1,731 794 1,692 0 

其他化學製品 3,301 834 766 321 1,380 0 

藥品及醫用化學製品 1,012 246 389 30 347 0 

橡膠製品 10,626 1,717 942 1,931 6,036 0 

塑膠製品 29,351 4,944 3,962 4,512 15,933 0 

非金屬礦物製品 11,965 2,310 2,147 2,786 4,722 0 

基本金屬 19,892 4,368 3,166 6,226 6,131 1 

金屬製品  97,531 16,919 14,143 13,786 52,683 0 

電子零組件 73,274 1,345 57,551 3,728 10,650 0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 13,033 116 9,438 230 3,249 0 

電力設備及配備 9,016 1,433 1,638 1,351 4,594 0 

機械設備 40,178 5,417 6,494 4,702 23,565 0 

汽車及其零件 14,385 2,729 2,706 2,630 6,320 0 

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 9,352 1,720 866 2,034 4,732 0 

家  具 5,007 1,262 672 443 2,630 0 

其  他 11,006 1,950 2,718 695 5,643 0 

營 建 工 程 業 4,032 538 12 2,355 1,127 0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其他服務業 259,308 198,314 31,667 470 28,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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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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春安勞檢初查90家 共301項缺失 

工地墜落危害居多 製造業多機械設備違規 
 

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日前啟動春安專案勞檢，初查結果發現，所抽查的 30 處

營造工地及 60 家製造業及旅宿餐飲業，共發現有 301 項次違規，當中超過三成屬於

營造工地缺失，以墜落危害類型最普遍；製造業則以機械設備方面的缺失最多。勞檢

處已依法要求限期改善，並針對有立即危害的工作場所開出 10 張停工處分。 

針對缺失項目，勞檢處後續將持續複查，以督促事業單位確實改善，如發現重複

違規將加重處分至業者改善為止，保障勞工作業安全。 

為避免事業單位因趕工、歲修或廠房修繕，使勞工加班作業而提高職災風險，勞

檢處 1 月上旬起，抽選 90 家曾經發生職業災害，以及根據工作場所的危害性、使用

的機械設備及化學品，參考企業聘僱人數、規模等項目，經勞檢處綜合評估認定的高

風險工程、工廠及事業單位共 90 家，做為今年的專案執行對象。 

勞檢處分析，此次檢查發現的違規事項，營造工地缺失達 109 項，仍以墜落危害

類型最為普遍，例如 2 公尺以上開口未設置護欄或安全網防護設備等，共計 28 項，

其次為倒、崩塌 16 項，占 14.7%，針對有重大疏失的 15 處工地開出罰鍰，總金額新

臺幣 53 萬元。製造業受檢家數 30 家，共計有 56 項缺失，以機械設備違規最為常見，

如高溫熱表面未設警示標示、壓力容器未標示最高使用壓力等，計 27 項，占 48.2%，

重點整理： 

為避免事業單位因趕工、歲修或廠房修繕，使勞工加班作業而

提高職災風險，勞檢處 1 月上旬起，抽選 90 家曾經發生職業災

害，以及根據工作場所的危害性、使用的機械設備及化學品，

參考企業聘僱人數、規模等項目，經勞檢處綜合評估認定的高

風險工程、工廠及事業單位共 90 家，做為今年的專案執行對

象。所抽查的 30 處營造工地及 60 家製造業及旅宿餐飲業，共

發現有 301 項次違規，當中超過三成屬於營造工地缺失，以墜

落危害類型最普遍；製造業則以機械設備方面的缺失最多。勞

檢處已依法要求限期改善，並針對有立即危害的工作場所開出

10 張停工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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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涉及自主管理缺失有 15 項，化學品管理 13 項，分別占 26.8%、23.2%，均已要求

限期改善。 

另外因應年節前的旺季需求，今年將旅宿及餐飲業納入專案對象，缺失達136項，

則以未採取人因危害及過勞預防措施的比例最高，計 34 項，占 25%。此次檢查所發

現的缺失，後續都將列入複查重點。 

勞工局長陳瑞嘉提醒，各行各業趕工、歲修等臨時作業增加，警覺性較為放鬆，

危險性也相對提高，為防範職災發生，雇主及勞工應共同努力，加強現場安全衛生管

理，並注意勞工身體狀況及工作時間的合理調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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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戰台商回流 搶人大戰開打起薪加5% 
 

貿易戰影響，不少科技廠遷廠回台，包括大立光、廣達、網通廠智邦等科技大廠。 

但缺人、缺工問題令業者頭痛，有科技廠高層透漏，政府有部分鬆綁聘請外勞制度，

也有些廠調高薪資達 5%，搶人大戰正式開打。 智邦（2345）日前宣布，在苗栗廣源

科技園區建廠，預計將招募 1000 名員工，目前智邦在台員工有 1500 人，增幅達 7 

成；神準（3558）日前也透漏，將再招募 100~200 名員工，以目前神準在台員工達 

400~500 人，增幅達 2 成。 神準董事長蔡文河表示，依照目前各廠遷回台的速度來

看，預計到第 2 季就會開始缺工，目前作業員薪資約在 25、26K，為了搶人只好將

起薪調高 3%~5%不等，待遇在華亞園區內薪水不算低。 

金仁寶集團旗下電源廠康舒（6282）也在台擴廠，預計研發部門、初階測試、設

計部門等，各部門加總至少要再聘請 500 名員工，至於生產線人員含外籍勞工約 700 

名，預計能增加約 1500 個工作機會。 根據業界人士透漏，目前各地方政府都有提

供部分資源，以往聘請外勞僅能佔整體勞工數 15%，且必須要是先聘請本國勞工，之

後才可加聘外勞。但現在有比較彈性，能先徵外勞，再慢慢補台灣勞工補到預定人數

即可，比較彈性的作法增加回台意願。 

 

 

 

 

108.02.11 人力仲介會訊 

重點整理： 

貿易戰影響，不少科技廠遷廠回台，包括大立光、廣達、網通

廠智邦等科技大廠。 但缺人、缺工問題令業者頭痛，科技廠高

層透漏，政府有部分鬆綁聘請外勞制度，也有些廠調高薪資達 

5%，搶人大戰正式開打。目前各地方政府都有提供部分資源，

以往聘請外勞僅能佔整體勞工數 15%，且必須要是先聘請本國

勞工，之後才可加聘外勞。現在有比較彈性，能先徵外勞，再

慢慢補台灣勞工補到預定人數即可，彈性的作法增加回台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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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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臺北市修正勞基法裁罰基準 5月起實施 

甲類增列100人以上企業 公開裁處金額 
 

目前臺北市固定每個月公布違反勞動基準法事業單位名單，藉以督促事業單位落

實法規。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宣布，自 5 月 1 日起，除事業單位及負責人姓名外，將一

併公布裁罰金額。此外，考量有些單位如醫院、基金會等法人組織，雖然並非「公司」，

即使僱用人數眾多，仍適用較寬鬆的裁罰級距，因此修正「臺北市政府處理違反勞動

基準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規定，甲類增列「僱用人數達 100 人以上之事業單位（含

分支機構）」，自 5 月起生效。 

由於勞基法僅明文規定主管機關應公布違法事業單位名稱、負責人姓名，因此是

否包含罰鍰金額，各縣市有不同的作法，現階段僅有新北市公布罰鍰金額。基於政府

資訊公開，勞動局自 5 月起將公布裁罰金額資訊，以利民眾查詢業者受處罰情形，了

解案件處分輕重。 

勞動局表示，目前採固定每個月公布前兩個月裁處名單的方式，因此今年 5 月份

所公布的名單，即為 3 月份的裁罰案件，將會是第一波適用新制的對象。 

為使勞基法罰鍰標準更為明確，臺北市制定統一裁罰基準，依雇主或事業單位規

重點整理： 

目前臺北市固定每個月公布違反勞動基準法事業單位名單，藉

以督促事業單位落實法規。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宣布，自 5 月 1

日起，除事業單位及負責人姓名外，將一併公布裁罰金額。此

外，考量有些單位如醫院、基金會等法人組織，雖然並非「公

司」，即使僱用人數眾多，仍適用較寬鬆的裁罰級距，因此修

正「臺北市政府處理違反勞動基準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規定，

甲類增列「僱用人數達 100 人以上之事業單位（含分支機構）」，

自 5 月起生效。為使勞基法罰鍰標準更為明確，臺北市制定統

一裁罰基準，依雇主或事業單位規模大小、性質區分為甲類及

乙類，其中甲類同一條文違反五次以上，即有可能以勞基法最

高罰鍰金額 100 萬元進行裁處，其餘乙類企業，同一條文第八

次以上違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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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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模大小、性質區分為甲類及乙類，其中甲類同一條文違反五次以上，即有可能以勞基

法最高罰鍰金額 100 萬元進行裁處，其餘乙類企業，同一條文第八次以上違反適用。 

勞動局表示，過去甲類企業僅包含上市櫃及資本額達 1 千萬元以上的公司，但考

量有相同行業但非以公司為組織型態，例如醫院、機關學校、財團法人、基金會等，

雖僱用人數眾多仍適用乙類，此次修正增加「僱用人數達 100 人以上之事業單位（含

分支機構）」，並參考中小企業標準，將「資本額 1 千萬元以上」調整修正為「資本額

8 千萬元以上」作為分級基準，以符合實務狀況，新修正規定將自 5 月 1 日生效，屆

時相關裁罰案件將適用新的分類標準裁處。 

根據該基準，甲類企業違反次數及罰鍰級距，同一條文違反第一次，處 2 萬元至

20 萬元；第二次處 10 萬元至 40 萬元；第三次處 30 萬元至 60 萬元；第四次處 60 萬

元至 80 萬元；第五次以上處 80 萬元至 100 萬元。 

乙類企業違反次數及罰鍰級距，同一條文違反第一次，處 2 萬元至 15 萬元；第

二次處 5 萬元至 20 萬元；第三次處 15 萬元至 30 萬元，第四次處 30 萬元至 45 萬元；

第五次處 45 萬元至 60 萬元；第六次處 60 萬元至 80 萬元；第七次處 80 萬元至 100

萬元；第八次以上以上限 100 萬元處分。 

 

 

 

 

 

 

 

 

 

 

 

 

 

 

 

108.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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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逾53萬家企業完成首次董、監事申報 

尚未辦理月底前書面通知 仍未改善將處分 
 

為配合洗錢防制政策，去年 11 月 1 日公布施行的公司法增訂第 22 條之 1 規定，

事業單位須上網申報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有股份或出資額超過 10%股東的相關

資訊。經濟部表示，截至 2 月 12 日止，已有將近八成、超過 53 萬家企業完成首次申

報，針對尚未辦理者，預計 2 月底前以書面通知，提醒企業完成相關程序。 

企業首次申報，可至「公司負責人及主要股東資訊申報平臺」（網址：

https://ctp.tdcc.com.tw）辦理申報，經濟部並於網站提供線上教學影片或操作簡

報等指南，企業依步驟完成申報即可。採電話諮詢者，亦可撥打客服專線 4121166 或

(02)2321-2200，由諮詢人員進行解說。 採臨櫃方式辦理者，可到經濟部商業司、

中部辦公室或六都公司登記機關櫃台，由專人現場協助上網申報。 

新修公司法規定，未依規定申報，經通知限期申報屆期仍未改正，將處新臺幣 5

萬元至 50 萬元罰鍰。經濟部預計近期內陸續以書面通知，如仍未申報者，將按次處

罰至改善為止。 

 

 

 

 

108.02.14 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為配合洗錢防制政策，去年 11 月 1 日公布施行的公司法增訂第

22 條之 1 規定，事業單位須上網申報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

持有股份或出資額超過 10%股東的相關資訊。企業首次申報，

可至「公司負責人及主要股東資訊申報平臺」（網址：

https://ctp.tdcc.com.tw）辦理申報。新修公司法規定，未依規定申

報，經通知限期申報屆期仍未改正，將處新臺幣 5 萬元至 50 萬

元罰鍰。經濟部預計近期內陸續以書面通知，如仍未申報者，

將按次處罰至改善為止。 

https://ctp.tdcc.com.tw/
https://ctp.tdc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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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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就安費繳費多元化 更便利、超即時 

即起新增行動支付「台灣Pay」及「嗶嗶繳」 
 

為便利所有聘僱外勞的雇主更加快速簡便繳納就業安定費，並順應數位化科技趨

勢，勞動部自 108 年 2 月起推出行動支付繳納就業安定費服務，雇主可透過「台灣

Pay」及「嗶嗶繳」等行動支付工具繳納就業安定費，而且不需要額外負擔手續費用。 

勞動部說明，依就業服務法第 55 條及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46 條之

2 規定，就業安定費應於每年 2、5、8、11 月 25 日前繳納，並得寬限 30 日，如雇主

於寬限期滿仍未繳納者，自寬限期滿日起至完納前 1 日止，每逾 1 日加徵未繳就業安

定費 0.3%滯納金，但以其未繳之就業安定費 30%為限，請雇主注意繳納期限以免產生

滯納金。 

勞動部指出，為提供雇主繳納就業安定費的多元管道，陸續增加新繳費方式目前

除已提供持繳款單至四大超商、美廉社、郵局、全國農漁會信用部、台新銀行等各通

路繳費、劃撥或轉帳等無單繳費、及透過約定金融機構或郵局帳戶自動扣繳，還有透

過全國繳費網以雇主本人活期性存款帳戶繳納就業安定費，無需使用晶片金融卡，隨

時即可使用行動裝置輕鬆完成繳費等多種繳費方式外，隨著智慧型手機的普及，以行

動支付方式繳費之趨勢，即日起再新增「台灣 Pay」及「嗶嗶繳」等兩種繳費方式，

讓雇主可以透過行動支付方式繳納就業安定費。 

重點整理： 

為便利所有聘僱外勞的雇主更加快速簡便繳納就業安定費，並

順應數位化科技趨勢，勞動部自 108 年 2 月起推出行動支付繳

納就業安定費服務，雇主可透過「台灣 Pay」及「嗶嗶繳」等行

動支付工具繳納就業安定費，而且不需要額外負擔手續費用。

勞動部說明，依就業服務法第 55 條及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

理辦法第 46 條之 2 規定，就業安定費應於每年 2、5、8、11 月

25 日前繳納，並得寬限 30 日，如雇主於寬限期滿仍未繳納者，

自寬限期滿日起至完納前 1 日止，每逾 1 日加徵未繳就業安定

費 0.3%滯納金，但以其未繳之就業安定費 30%為限，請雇主注

意繳納期限以免產生滯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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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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勞動部表示，採手機行動支付就業安定費，可隨時隨地繳納，具有無須攜帶錢包、

免找零、不使用卡片及快速完成付款等優點，希望雇主能多加利用。 

針對催繳帳單寄件量佔大宗、雇主資料異動較頻繁且簡訊通知對象明確之外籍家

庭看護工、家庭幫傭及海洋漁撈工雇主，勞動部有提供以行動電話簡訊通知雇主繳納

就業安定費服務，簡訊內容包含就業安定費繳納期數、繳款期限及洽詢專線，有需要

的雇主可在相關申請書(如招募、聘僱等)填寫聯絡人行動電話，日後就可收到就業安

定費相關簡訊通知，有助於雇主及時繳納就業安定費，以免遭加徵滯納金。 

勞動部說，雇主應在規定期限內繳納就業安定費，以免逾期繳納遭加徵滯納金。

如有使用行動支付繳納就業安定費等相關疑問，均可電洽勞動部電話服務中心（電話：

02-8995-6000），或至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網站（網址：https://www.wda.gov.tw）查

詢。 

 

 

 

 

 

 

 

 

 

 

 

 

 

 

 

 

 

 

 

108.02.14 外勞通訊社 

https://www.wd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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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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外勞2月起須檢附4次勞資會議記錄 

公司申請上市櫃比照108年按季逐步達標 
 

勞動部提醒，除家庭類外勞雇主在招募時不需檢附「無違反勞工法令證明文件」

外，其餘產業外勞雇主都需申請「無違反勞工法令證明文件」，自 108 年 2 月 1 日起

須檢附「最近 4 次勞資會議紀錄」；勞動部強調，依據《勞動基準法》及「勞資會議

實施辦法」規定，事業單位至少每 3 個月應舉辦勞資會議 1 次，因此檢附的必需是每

3 個月定期會議記錄，臨時會議紀錄不採計。 

另外，勞動部已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達成共識，於 108 年 1 月 1 日開始，公開

發行公司於初次申請上市（櫃）前，應先將召開勞資會議紀錄等相關文件函送勞動部，

並取得該部所出具之收訖函。勞動部表示，為不影響公司依法申請上市上櫃，將分階

段進行，108 年 1月 1日正式實施，按季分 4階段漸進增加應檢附勞資會議紀錄次數，

至 108 年 10 月 1 日以後，申請公司需檢附函送日期前 1 年，依法應每 3 個月至少召

開定期勞資會議共 4 次的會議紀錄等相關文件。 

勞動部提醒，勞資會議未定期召開雖無罰則，但包括加班、女性夜間工作、彈性

工時、7 休 1 例假挪移、輪班間隔縮短等都須經勞資會議同意，若未經同意就實施，

可處 2 萬元到 100 萬元罰鍰。 

為提升勞資會議召開率，勞動部表示，除要求申請外勞的企業，與初次申請上市、

重點整理： 

勞動部提醒，除家庭類外勞雇主在招募時不需檢附「無違反勞

工法令證明文件」外，其餘產業外勞雇主都需申請「無違反勞

工法令證明文件」，自 108 年 2 月 1 日起須檢附「最近 4 次勞

資會議紀錄」；勞動部強調，依據《勞動基準法》及「勞資會

議實施辦法」規定，事業單位至少每 3 個月應舉辦勞資會議 1

次，因此檢附的必需是每 3 個月定期會議記錄，臨時會議紀錄

不採計。勞動部提醒，勞資會議未定期召開雖無罰則，但包括

加班、女性夜間工作、彈性工時、7 休 1 例假挪移、輪班間隔

縮短等都須經勞資會議同意，若未經同意就實施，可處 2 萬元

到 100 萬元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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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櫃公司逐步增加檢附每 3 個月定期勞資會議紀錄外，107 年還推動實施「強化勞資會

議機制計畫」，包括如何召開勞資會議、勞方勞資會議代表培訓、違法未召開勞資會

議之事業單位進行教育訓練、入廠輔導等措施。 

勞動部勞動關係司說明，「強化勞資會議機制計畫」實施成效，截至 107 年 12 月

底，「如何合法成立與召開勞資會議說明活動」辦理 25 場次、參與人數 2,258 人；輔

以勞資會議個案式入廠輔導 171 家次事業單位成立及召開勞資會議；對過去 3 年曾有

未依法舉辦勞資會議致認定違法情事的事業單位，辦理 3 場法遵講習活動，共有 180

家企業參加。 

對於已成立勞資會議事業單位，召開 21 場次培訓其勞資會議的勞方代表 1,732

位，強化其對於勞資會議進行相關應注意事項及程序之認知，以發揮勞方代表之功能

且避免發生勞資會議造假或不實情形；同時訓練了 127 位種子師資去入廠輔導勞資會

議相關事項。 

勞動部表示，108 年將續辦相關強化勞資會議機制的計畫，同時為便利地方政府

協辦推動勞資會議相關計畫，以強化事業單位依法舉辦勞資會議，因而訂立「補助行

政機關推動勞資會議機制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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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最低工資法草案 許銘春：5月送行政院 

研究小組成員與應參採指標 各界意見多 
 

《最低工資法》草案 60 天預告已經結束，在國發會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共有

48 則回應，勞動部近期舉行傾聽之旅收集各方意見，勞動部長許銘春 18 日表示，外

界對於草案中有關「研究小組成員」與「應參採指標」有較多意見，目前尚在收集意

見，預計 3 月會送勞動部法規會，5 月送進行政院審查。 

另外，對於華航罷工事件，有執政黨立委要求訂立「罷工預告期」，以免影響旅

客權益，許銘春表示，罷工預告期可以討論，但是需要慎重研議。 

《最低工資法》草案於 107 年 11 月 30 日出爐，預告 60 天，已於 108 年 1 月 29

日截止，草案條文共有 16 條，我國對於勞工工資最低標準之保障雖以「基本工資」

名之，實與世界各國所定之「最低工資」無異。但考量基本工資審議辦法之位階終屬

法規命令，為使相關制度更為健全，有必要立法建構最低工資制度，強化審議程序，

並將最低工資所需參考的社會、經濟指標入法，以保障勞工權益。 

草案指出，為避免產生法律適用之空窗期，明定最低工資首次公告實施前，仍然

繼續適用原核定的基本工資金額；首次訂定之最低工資並不得低於原基本工資，以確

保勞工權益。 

外界最關注的參考指標，草案規定調整指標分「應」參採指標與「得」參採指標；

其中「應」參採指標只有 1 項，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另新增研究小組，成員含學

重點整理： 

《最低工資法》草案於 107 年 11 月 30 日出爐，預告 60 天，已

於 108 年 1 月 29 日截止，草案條文共有 16 條，考量基本工資

審議辦法之位階終屬法規命令，為使相關制度更為健全，有必

要立法建構最低工資制度，強化審議程序，並將最低工資所需

參考的社會、經濟指標入法，以保障勞工權益。勞動部近期舉

行傾聽之旅收集各方意見，勞動部長許銘春 18 日表示，外界對

於草案中有關「研究小組成員」與「應參採指標」有較多意見，

目前尚在收集意見，預計 3 月會送勞動部法規會，5 月送進行

政院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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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者專家 4-6 人。 

許銘春指出，在草案預告期，各界對於「研究小組成員」應由誰組成，最低工資

小組學者委員應否排除，以及「應參採指標」目前只有 1 項有較多意見，因此尚在收

集彙整意見，將會在 3 月送法規會討論，5 月再送行政院審查。 

國發會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共有 48 則回應，由於最低工資法的適用對象與勞

動基準法相同，也就是本、外勞一體適用，但是未納入適用勞基法的家事勞工則不適

用最低工資法。 

其中有民眾提出修法建議，制定最低工資法有其必要，但建議同步檢討最低工資

法與勞動部訂定之合理薪資兩者關聯性；建議勞動部可增訂除製造業外，各行業（服

務業、農業、漁業…等）合理薪資，區別勞工實際生活需求。 

該民眾提出，本國勞工從求學、社交、家庭生活（保險、房屋、水電開支…等）

都在台灣，依各縣市最低生活費標準，107 年台灣省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為新台幣

12,388 元，如台灣一家三口，父母未工作，家中僅一子女情境下，則該名子女每月

最低應賺取 37,164 元（12,388 X 3）方能滿足家庭最低需求，因此合理薪資有其落

實之必要；外籍勞工其父母、伴侶、子女多在母國，因此建議本、外勞不應一概而論。 

該民眾提出建議，本國勞工均採合理薪資，外籍勞工則採行最低工資，未來開會

訂定相關薪資時，阻力就不會讓每年勞資雙方彼此意見聲浪都很大，反而可以適度訂

出符合台灣經濟發展合宜之最低工資與合理之薪資條件。外籍勞工能領取符合其需求

之薪資，同時降低製造業對調升最低工資法的牴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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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登記工廠擬採登記納管、就地輔導規範 
 

由於工廠管理輔導法將在明年 6 月 2 日落日，後續輔導期限是否延長，將攸關目

前上千家領有臨時工廠登記證業者的權益。外傳經濟部有意採不訂落日的方向修正，

行政院 2 月 18 日舉行行政立法協調會報，會中共識列為本會期最優先法案，但其中

內容，政院還在討論研議，朝「就地輔導」方向研擬配套。 

行政院發言人 Kolas Yotaka 表示，是否取消落日條款，目前都尚未進入討論，

但即便不設輔導期限，仍必須有最基本的條件，包括不得為高污染、違法經營的業者。

至於 2016 年 5 月 20 日以後興建的農地工廠，目前不在討論範圍，但都還在討論過程

中，輔導廠商是目前的大方向。 

行政院列出本會期最優先 47 項修正法案，除了工廠管理輔導法，針對農地工廠

建立就地輔導納管制度外，還包括產業創新條例草案，業者投資全新智慧機械或 5G

相關設備、技術或技術服務之支出，得抵減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以及其他涉及租

稅優惠、提高研發投資抵減率的修正條文。與中階技術人力相關的新經濟移民法也同

樣列入優先法案。 

經濟部指出，目前擬將申請門檻放寬至 2016 年 5 月 20 日前的未登記工廠，另外

將編列預算，今年內全面清查，以掌握違章工廠合法化的進度，而非以整體落日條款

規範。登記納管、就地輔導是目前的大方向，將由政委張景森邀集各部會，希望盡快

提出修法版本。                                        108.02.18 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工廠管理輔導法將在明年 6 月 2 日落日，後續輔導期限是否延

長，將攸關目前上千家領有臨時工廠登記證業者的權益。行政

院 2 月 18 日舉行行政立法協調會報，會中共識列為本會期最優

先法案，但其中內容，政院還在討論研議，朝「就地輔導」方

向研擬配套。經濟部指出，目前擬將申請門檻放寬至 2016 年 5

月 20 日前的未登記工廠，另外將編列預算，今年內全面清查，

以掌握違章工廠合法化的進度，而非以整體落日條款規範。登

記納管、就地輔導是目前的大方向，將由政委張景森邀集各部

會，希望盡快提出修法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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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逾400名外勞因酒駕廢聘 勞動部製作影片宣導 
 

根據統計，107 年外籍勞工因為酒駕廢止聘僱許可已逾 400 件，勞動部勞動力發

展署提醒，雇主應加強對所聘僱的外勞宣導法令規定，為方便雇主及仲介公司加強向

外籍勞工法令宣導，勞動力發展署已製作外籍勞工職前講習國語版及外語版 1 小時影

片，雇主與仲介可上「跨國勞動力權益維護資訊網站」(https://fw.wda.gov.tw)自

行運用。 

勞動力發展署強調，政府目前對於酒駕採零容忍政策，並大力取締酒駕，外籍勞

工因酒駕丟工作的案件 107 年已逾 400 件；發展署說明，一旦外籍勞工違反我國法令

情節重大，例如酒駕涉及刑事責任，就須依就業服務法第 73 條規定廢止聘僱許可並

限期離境，且不得再入境工作；雖然外籍勞工依法出境後，雇主可以申請遞補招募許

可僱用其他外籍勞工，不會影響名額及用人權益，但是仍會對雇主生產運作產生影

響。 

發展署表示，外籍勞工在臺大多以腳踏車、電動自行車或電動機車代步，雖然這

些都是慢車，但若酒駕仍是違法，一旦經移送後遭起訴或判刑，就須依法廢止聘僱許

可及限期出境，除酒駕外，較常見的一般交通違規，還包括自行改裝並騎乘電動自行

車、闖紅燈、逆向行駛。為了讓外籍勞工安穩的在臺工作，避免外籍勞工因語言、文

化及生活習慣不同，有時無心或貪圖方便違反交通法規，需要雇主及仲介公司多加宣

導。                                                  108.02.19 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勞動力發展署強調，政府目前對於酒駕採零容忍政策，107 年外

籍勞工因酒駕廢止聘僱許可已逾 400 件；發展署說明，一旦外

籍勞工違反我國法令情節重大，例如酒駕涉及刑事責任，就須

依就業服務法第 73 條規定廢止聘僱許可並限期離境，且不得再

入境工作；雖然外籍勞工依法出境後，雇主可以申請遞補招募

許可僱用其他外籍勞工，不會影響名額及用人權益，但是仍會

對雇主生產運作產生影響。勞動力發展署提醒，雇主應加強對

所聘僱的外勞宣導法令規定，為方便雇主及仲介公司加強向外

籍勞工法令宣導，勞動力發展署已製作外籍勞工職前講習國語

版及外語版 1 小時影片，雇主與仲介可上「跨國勞動力權益維

護資訊網站」(https://fw.wda.gov.tw)自行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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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製造業擬再申請7休1及輪班間隔例外 

勞動部籲依評估原則辦理 反對意見需詳載 
 

經濟部去年提出 15 種製造業部分行業因非可預期性或緊急性之需求如急單，要

求適用鬆綁 7 休 1 行業，但是在勞動部法規會遭保留，對此，經濟部今年捲土重來，

勞動部提醒，須依勞動部訂立鬆綁 7 休 1 及輪班間隔縮短的審核評估原則辦理，勞資

雙方意見需詳載，其中反對意見必須記載，同時載明為何在有反對意見下仍要申請例

外的理由。 

由於 107 年初勞動部預告「輪班換班間距」及「例假 7 休 1」規定之例外情形，

經濟部有提出 15 種製造業相關業別因為非預期或是急單因素申請「狀況特殊」調移

例假，但最後因法規會有意見遭保留，要求經濟部與其相關勞資團體協商溝通後，再

次依循程序提出審查。 

因此經濟部除在農曆春節前已為「紡織業及人造纖維製造業」向勞動部提出申請

縮短輪班間隔及鬆綁 7 休 1 外，勞動部已於 1 月 28 日召開勞動基準諮詢會議討論，

需再徵詢勞方意見，尚無結論；經濟部目前已安排 2 月 26 日與 27 日分別召開 3 場「資

訊電子相關產業」、「民生化工相關產業」及「金屬機電相關產業」等共 14 個行業進

行勞資溝通會議，一樣是會談縮短輪班間隔及鬆綁 7 休 1。 

勞動部政次劉士豪表示，當時在審查時製造業急單定義不明，不同行業有不同急

單時間，有的認為 2 週、有的要 3 個月時間，因此要求經濟部再溝通；劉士豪指出，

勞動部已訂有「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適用勞基法第 34 條第 2 項但書及第 36 條

重點整理： 

107 年初勞動部預告「輪班換班間距」及「例假 7 休 1」規定之

例外情形，經濟部去年提出 15 種製造業部分行業因非可預期性

或緊急性之需求如急單，要求適用鬆綁 7 休 1 行業，但是在勞

動部法規會遭保留，對此，經濟部今年捲土重來，勞動部提醒，

須依勞動部訂立鬆綁 7 休 1 及輪班間隔縮短的審核評估原則辦

理，勞資雙方意見需詳載，其中反對意見必須記載，同時載明

為何在有反對意見下仍要申請例外的理由。要求經濟部與其相

關勞資團體協商溝通後，再次依循程序提出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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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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 項規定評估原則」，經濟部須依該原則進行勞資溝通會議。 

至於若急單定義清楚，急單能否作為 7休 1鬆綁的理由？劉士豪說「他無法回答」，

要待經濟部依勞動部公告的評估原則送件，經勞動基準諮詢會委員後討論才會知道，

說不定經濟部討論完後也不一定會送件。 

鬆綁 7 休 1 及輪班間隔例外的評估原則其重點包括，中央目的主管機關須確明需

求情形，會商勞雇雙方可採取召開會議、書面徵詢或問卷調查，勞雇雙方須具代表性，

勞雇雙方意見應詳實紀錄，包括記載反對意見；中央目的主管機關須評估申請適用範

圍或行業具體需求之妥適性，並針對反對意見做適當處理及評估。 

經濟部近期召開 3 場「資訊電子相關產業」、「民生化工相關產業」及「金屬機電

相關產業」勞資溝通會議，其議程列舉了 14 種行業包含汽車零件製造業、印刷電路

板製造業、玻璃製造業、金屬製品製造業、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製造業、電子零組

件製造業、水泥及混凝土製品製造業、機械設備製造業、電腦、電子產品及製品製造

業、印刷及其輔助業、電線電纜製造業、黏土建築材料製造業、食品製造業等，其中

申請鬆綁 7 休 1 的理由全部都是「急單」，各行業定義的急單皆不同，其急單天數不

同行業類別有所不同，訂單交期從 1 天到 90 天內交貨都有；若這些行業都納入，預

估最多約有 140 萬名勞工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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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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107年智慧機械產值1.18兆元 成長7.3% 

經濟部推動智慧機上盒 今年增至1,500台 
 

107 年機械業產值達到新臺幣 1.18 兆元，再創歷史新高，成長幅度達 7.3%，為

推動中小企業導入智慧機上盒(SMB)，經濟部去年已促成包括金屬零件、機械設備、

車輛零件、塑膠製品等八類產業共 1,300 台設備聯網，今年將加碼推動導入 1,500 台

設備聯網，協助企業轉型為智慧產線。 

行政院長蘇貞昌 2 月 21 日於行政院會聽取經濟部「智慧機械產業推動方案」進

度及成果專案報告表示，智慧機械產業產值在 106年即已突破兆元，107年再創新高，

達到新臺幣 1.18 兆元。他提到，推動智慧機械主要目的是將臺灣由過去的精密機械，

升級為智慧製造，創造就業並擴大整廠整線輸出，後續將擴大推動輔導計畫，培育跨

領域人才，以及加強輔導中小企業轉型發展。 

經濟部指出，建置「智慧製造試營運場域」，展示國產化設備混線客製化示範產

線，針對不同智慧化程度業者，提供快速打樣及試作量產服務，廠商可依自身需求分

階段選用不同設備進行產業升級，啟用至今已超過 1,400家廠商，計 3,800人次參訪。 

此外，透過「智慧製造輔導團」，主動提供諮詢診斷與技術服務，協助國內中小

企業導入智慧製造，其中已協助 58 家廠商運用政府輔導資源，帶動廠商投資 8.55 億

元，加速企業朝智慧製造升級轉型邁進。 

重點整理： 

107 年機械業產值達到新臺幣 1.18 兆元，再創歷史新高，成長

幅度達 7.3%，為推動中小企業導入智慧機上盒(SMB)，經濟部

去年已促成包括金屬零件、機械設備、車輛零件、塑膠製品等

八類產業共 1,300 台設備聯網，今年將加碼推動導入 1,500 台設

備聯網，協助企業轉型為智慧產線。為鼓勵企業加速朝智慧化

升級，以及提高臺商返臺投資意願，107 年 12 月 20 日院會通過

「產業創新條例」修正草案，企業在 108 年至 110 年間投資於

智慧機械的支出，將給予營所稅投資抵減優惠，單年抵減享受

5％抵減率，分 3 年則抵減率為 3％，已列為這個立院會期的優

先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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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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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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鼓勵企業加速朝智慧化升級，以及提高臺商返臺投資意願，107 年 12 月 20 日

院會通過「產業創新條例」修正草案，企業在 108 年至 110 年間投資於智慧機械的支

出，將給予營所稅投資抵減優惠，單年抵減享受 5％抵減率，分 3 年則抵減率為 3％，

已列為這個立院會期的優先法案。蘇揆裁示經濟部及財政部積極對外說明，並儘速完

成立法，以提高業者投資意願。 

 

 

 

 

 

 

 

 

 

 

 

 

 

 

 

 

 

 

 

 

 

 

 

 

 

108.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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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育有2名以上未滿3歲子女 父母可同時請育嬰假 
 

針對受雇勞工育有 2 名以上未滿 3 歲子女，其配偶若無就業，是否屬於性別平等

法第 22 條但書所訂的正當理由，受雇勞工可向雇主申請育嬰假，勞動部 21 日正式函

釋指出，為鼓勵父母參與養育幼兒成長過程，受雇勞工如有親自照顧 2 名以上未滿 3

歲子女的需求，認定符合正當理由，可向雇主申請育嬰假，雇主不得拒絕。 

勞動部 108年 2月 21日函釋有關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22條但書所定「正當理由」。 

根據「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6 條規定，受僱勞工任職滿 6 個月後，在子女滿 3

歲前，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期間不得超過 2 年；同時撫育子女 2 人以上者，育嬰留

職停薪期間應合併計算，最長以最幼子女受撫育 2 年為限。 

雖然勞動部去年放寬針對同時育有 3 歲以下子女，父母如有親自照顧之需求，可

同時辦理育嬰留職停薪者，同期間可分別以不同子女之名義，向勞工保險局申請育嬰

留職停薪津貼；但是以前配偶未就業或是配偶先請育嬰假了，雖然同時育有 2 名以上

未滿 3 歲子女，但是因為未明列在「正當理由」，僅函釋生雙胞胎或多胞胎的父母，

可以同時請育嬰假，造成育有 2 名以上未滿 3 歲子女的受雇勞工請育嬰假，部分雇主

不願給假，引發民眾抱怨。 

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長謝倩蒨說明，這次函釋就是釐清正當理由事由，

只要撫育 2 名以上未滿 3 歲的子女，父母就可以同時請育嬰假，避免部分雇主不給假

衍生問題。 

 

108.02.21 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勞動部 108 年 2 月 21 日函釋有關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22 條但書

所定「正當理由」。根據「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6 條規定，受

僱勞工任職滿 6 個月後，在子女滿 3 歲前，得申請育嬰留職停

薪，期間不得超過 2 年；同時撫育子女 2 人以上者，育嬰留職

停薪期間應合併計算，最長以最幼子女受撫育 2 年為限。這次

函釋就是釐清正當理由事由，只要撫育 2 名以上未滿 3 歲的子

女，父母就可以同時請育嬰假，雇主不得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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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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職災保險法草案近期出爐6月底前送行政院 

失能與遺屬年金給付擬取消按年資計算 
 

勞動部「職災保險單獨立法」初版草案下週出爐，草案重點有擴大納保對象，4

人以下的受雇者納入、提供完整適當保障，失能與遺屬年金給付將取消年資計算，及

「預防、補償、重建」一條龍式服務，初版草案出爐將會在 3、4 月舉行公聽會及進

行預告程序，收集各界意見，預定 5 月送法規會、6 月底前送行政院審查。 

國立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22 日上午舉行「職災之後」新書發表會，除台大健

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教授鄭雅文作者群出席外，台北市勞動局長賴香伶、立委蔣萬安、

鍾孔紹及吳焜裕等也出席力挺。 

由於勞動部正積極推動職業災害保險法立法，鄭雅文提出 6 大建議，包含全面納

保並擴大適用各業；擴大給付項目、完整保障勞工的生活水準；健全保險財務；強化

個管服務、主動通報與資源連結；預防與重建工作專責化；資訊公開與社會參與。 

賴香伶表示認同鄭雅文提出的 6 大建議，尤其強化個管服務和資訊公開與社會參

與，是現在就可以做的，同時她指出，勞檢員不應採用約聘人員，且應多納入專業人

員擔任勞檢員。 

現行規定，勞保條例將保險費率分為普通事故保險費率與職業災害保險費率兩類，

不過是合併收費。其中，職業災害保險費全部由雇主負擔。各行業職災費率不同，108

年全體行業平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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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整理： 

勞動部「職災保險單獨立法」初版草案下週出爐，草案重點全

面納保並擴大適用各業；擴大給付項目、完整保障勞工的生活

水準；健全保險財務；強化個管服務、主動通報與資源連結；

預防與重建工作專責化；資訊公開與社會參與。勞動部表示將

會擴大納保對象，4 人以下的受雇者納入、提供完整適當保障，

失能與遺屬年金給付將取消年資計算，及「預防、補償、重建」

一條龍式服務，初版草案出爐將會在 3、4 月舉行公聽會及進行

預告程序，收集各界意見，預定 5 月送法規會、6 月底前送行

政院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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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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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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職災保險單獨立法草案，職災保險將會擴

大納保對象，不只 5 人以上事業單位，將會對 4 人以下事業單位也納入，也就是所有

事業單位都須投保。 

另針對現行有人提出職災保障不足，將會對失能與遺屬年金給付改變計算方式，

現行按年資計算方式不符合世界慣例，將取消年資計算方式，失能年金改按失能程度

給付，至於死亡的遺屬年金將按投保薪資一定比例給付、如 5 成給付；還有將實施「預

防、補償、重建」一條龍式服務，職災預防以減少職災發生，職災重建讓職災勞工能

儘快回到職場。 

鄧明斌指出，草案初版 2月底出爐，3月及 4月將會召開公聽會與進行預告程序，

收集彙整各界意見，5 月送法規會、6 月送行政院審查。 

鄧明斌說，公聽會與預告時，針對處版草案條文如提高投保薪資、改變給付計算

方式等都可充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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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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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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期滿續聘案件核准已累計逾18萬人 

勞動部提醒雇主 期限內辦續聘或轉出 
 

根據最新統計，截至 108 年 1 月底止，勞動部核准雇主期滿續聘案件累計超過

18 萬人，其中逾 6 成是產業類；勞動部提醒雇主，應在期限內與外勞達成續聘與否

的決定，另在申辦續聘期間，雇主應取得「招募許可函(產業類取得入國引進許可函)」

及簽署「勞雇雙方合意續聘證明書」辦理期滿聘僱作業，以免延誤申辦時程。 

根據最新統計資料，累計至 108 年 1 月底止，勞動部核准雇主期滿續聘案件有

18 萬 3,173 人，其中家庭類占近 3 成 6、有 6 萬 5,579 人，產業類占 6 成 4、有 11

萬 7,594 人。 

至於申請期滿轉換案件有 2萬 5,439人，家庭類有 3,950人、產業類則有 2萬 1,489

人；已有新雇主申請接續聘僱案件則有 7,728 人，3,044 人是家庭類、4,684 人是產

業類。 

勞動部指出，就服法 105 年 11 月 3 日修正公布刪除外勞於聘僱期滿應出國 1 日

始得再入國工作的規定，雇主應於聘期屆滿前 2 個月至 4 個月內，為願意繼續受僱的

外勞申辦續聘許可，或為不續聘但仍有在臺工作意願的外勞辦理轉換雇主，否則即涉

重點整理： 

截至 108 年 1 月底止，勞動部核准雇主期滿續聘案件累計超過

18 萬人，其中逾 6 成是產業類；勞動部提醒雇主，應在期限內

與外勞達成續聘與否的決定，另在申辦續聘期間，雇主應取得

「招募許可函(產業類取得入國引進許可函)」及簽署「勞雇雙方

合意續聘證明書」辦理期滿聘僱作業，以免延誤申辦時程。勞

動部指出，就服法 105 年 11 月 3 日修正公布刪除外勞於聘僱期

滿應出國 1 日始得再入國工作的規定，雇主應於聘期屆滿前 2

個月至 4 個月內，為願意繼續受僱的外勞申辦續聘許可，如果

外勞不願意續聘欲返國，雇主應於聘期屆滿前的 14 日內，為外

勞辦理出國手續；抑或外勞想轉換至新雇主處工作，原雇主應

於聘期屆滿前 2 至 4 個月內向勞動部申請期滿轉換，否則即涉

嫌違反就業服務法，得處新臺幣 6 萬元至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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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嫌違反就業服務法，得處新臺幣 6 萬元至 30 萬元罰鍰。 

勞動部進一步說明，外勞聘僱期滿無須出國，即可由原來的雇主聘僱續留臺工作，

雇主應於聘期屆滿前的 2 至 4 個月內，確認外勞是否同意仍由雇主繼續聘僱，如果外

勞同意續聘，雇主應向勞動部申請外勞期滿續聘；如果外勞不願意續聘欲返國，雇主

應於聘期屆滿前的 14 日內，為外勞辦理出國手續；抑或外勞想轉換至新雇主處工作，

原雇主應於聘期屆滿前 2 至 4 個月內向勞動部申請期滿轉換，勞動部將依外勞意願，

於轉換雇主的資訊系統登錄相關資訊，以便新雇主聯繫接洽媒合事宜。 

勞動部提醒，續聘外勞需注意 2 步驟，首先是雇主於外勞聘僱期滿前 4 個月完成

招募許可函(產業類雇主並取得入國簽證許可函)後，再於聘僱期滿前 2 至 4 個月辦理

期滿續聘，勞工即可續留台工作。 

不過在受理申辦期滿續聘案件時，勞動部發現雇主申辦期滿續聘作業遭退件常見

原因為「雇主漏未辦理招募許可函(含入國簽證許可函)」及「忘記簽署雙方同意期滿

續聘證明書」的情形，為使申請作業順行，提醒雇主多加留意辦理時程及應備文件，

並於送件前再次確認申請書表資料欄位是否完善，避免影響申辦期滿續聘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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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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才月薪未達4萬元需揭露 違者罰鍰 

民眾陳請薪資範圍過大 近期將發行政指導 
 

自 107 年 11 月 30 日《就業服務法》第 5 條第 2 項條文實施新規定，雇主招募時，

禁止寫「薪資面議」，且職缺月薪若未達 4 萬元者，必須公開薪資範圍，違者可處 6

萬到 30 萬元罰鍰；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表示，該規定實施至今近 3 個月，並未有違

法事件，但接獲 20 多件陳情，針對薪資未達 4 萬元的徵才，質疑薪資範圍過大，不

利求職者，勞動部近期將會以「行政指導」方式，勸說雇主將薪資上下限訂的更明確。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就業服務組長陳世昌說明，就服機構於受理雇主求才登記時，

如遇有薪資範圍過大之情形，雖無違反規定，但為利媒合效能，會建議釐清雇主求才

之職務類別以及所設定之工作任務，並據以適度調整需才規格條件，並調縮薪資範圍，

以利有效聚焦求職求才雙方需求之期待。 

陳世昌進一步說明，雇主若是不清楚薪資水準，可以參考勞動部的「職纇別薪資

調查動態查詢」（https://pswst.mol.gov.tw/psdn/）或「薪資行情及大專生就業導

航」查詢網（https://yoursalary.taiwanjobs.gov.tw/）。 

陳世昌說，該規定實施至今，發現是有正向影響，至少雇主徵才時有標明起薪，

讓求職者選擇是否前往應徵，針對台灣就業通網站上雇主求才的薪資，都已符合法令

規定，根據統計，月薪未達 4 萬元其上下限區間中位數 3 千元、平均數則是 5 千元，

也就是徵才薪資訂在如起薪 2 萬 5 千元至 2 萬 8 千元上限。 

陳世昌指出，先前發函並以問答方式向雇主宣導，為更正式近期將會以行政指導

方式處理。 

重點整理： 

自 107 年 11 月 30 日《就業服務法》第 5 條第 2 項條文實施新

規定，雇主招募時，禁止寫「薪資面議」，且職缺月薪若未達

4 萬元者，必須公開薪資範圍，違者可處 6 萬到 30 萬元罰鍰；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表示，該規定實施至今近 3 個月，並未有

違法事件，但接獲 20 多件陳情，針對薪資未達 4 萬元的徵才，

質疑薪資範圍過大，不利求職者，勞動部近期將會以「行政指

導」方式，勸說雇主將薪資上下限訂的更明確。 

https://yoursalary.taiwanjobs.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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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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世昌說，一般目前求才廣告，大家在意的是下限，比如起薪 3 萬 5 以上、或是

2 萬 4 以上，最高到多少，是看雇主跟求職雙方議價的結果，雇主開出來的薪資會因

求職個人的條件、雙方談妥的內容，再往上增加，所以在意的是下限的部分，如果有

揭露、而且符合勞基法相關規定，就不會有違法的問題。 

另外，陳世昌指出，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108 年度第 2 場大型就業博覽會將於 3

月 16 日在屏東縣立體育館舉辦，有 125 家企業參加、提供 1,794 個職缺，包括大江

生醫、河見電機、明揚科技及恆春基督教醫院等廠商，月薪達 4 萬元以上職缺有 67

個，3 萬元以上則有 354 個；由於屏東有新農業發展區，這次有 6 家與農業有關企業

提供約 100 個職缺。 

同時，現場有新農業主題展示區包括科技展示如挑選荖葉功能的機械手臂，及實

務應用如魚菜共生、乾燥花 DIY 等，藉由互動體驗，讓民眾更加認識新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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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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228紀念日法定國定假日 雇主應依法給假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提醒，2 月 28 日（周四）和平紀念日為勞動基準法第 37 條規

定的國定假日，雇主應給勞工休假，若事業單位因業務需求要求勞工當日出勤，依法

應加倍發給工資。此外，若當天適逢勞雇雙方約定的休息日或例假日，雇主應再給勞

工補休。 

另為使勞工有獲得連假機會，亦不致增加事業單位成本，勞動部已指定比照公家

機關辦公日曆表出勤行業為適用八周彈性工時行業，事業單位得採一日換一日的方式

安排出勤。例如 2 月 23 日（周六）原為休息日，與 3 月 1 日（周五）工作日對調後，

則 2 月 23 日出勤不生休息日加班費問題。 

勞工局強調，事業單位須經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才可依上述規定實施八周彈性

工時並調移。事業單位如違反上述規定，依法可處罰新臺幣 2 萬元以上、100 萬元以

下罰鍰，並公布名稱及負責人姓名。 

 

 

 

 

 

 

108.02.27 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提醒，2 月 28 日（周四）和平紀念日為勞動

基準法第 37 條規定的國定假日，雇主應給勞工休假，若事業單

位因業務需求要求勞工當日出勤，依法應加倍發給工資。此外，

若當天適逢勞雇雙方約定的休息日或例假日，雇主應再給勞工

補休。勞工局強調，事業單位須經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才可

依規定實施八周彈性工時並調移。事業單位如違反上述規定，

依法可處罰新臺幣 2 萬元以上、100 萬元以下罰鍰，並公布名稱

及負責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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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開放乳牛業及外展農務草案有意見3/14提出 

回台投資新增本勞薪資 查核基準3萬300元 
 

針對「歡迎臺商回臺投資行動方案」其中雇主資格、外勞人數、薪資查核等，與

新開放乳牛飼育業聘僱外國人，及外展農務工作等相關事宜，勞動部配合修正「外國

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8 款至第 11 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草案，該草

案 2 月 27 日在行政院公報預告，為因應行政院核定「歡迎臺商回臺投資行動方案」

已於 108 年 1 月 1 日實施，因此將預告期縮短為 15 天，有意見者應於 3 月 14 日前提

出。修法順利，最快 3 月下旬公告實施。 

重點整理： 

針對「歡迎臺商回臺投資行動方案」其中雇主資格、外勞人數、

薪資查核等，與新開放乳牛飼育業聘僱外國人，及外展農務工

作等相關事宜，該草案 2 月 27 日在行政院公報預告，為因應行

政院核定「歡迎臺商回臺投資行動方案」已於 108 年 1 月 1 日

實施，因此將預告期縮短為 15 天，有意見者應於 3 月 14 日前

提出。修法順利，最快 3 月下旬公告實施。 

「歡迎臺商回臺投資行動方案」，實施期程為 108 年元月起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為期三年。臺商須同時符合「受美中貿易

戰衝擊業者」、「赴大陸投資達 2 年以上」，以及「回臺投資/

擴廠之部分產線具備智慧技術元素或智慧化功能」等三項共同

資格，並同時具備「5+2 產業創新領域」、「屬高附加價值產

品及關鍵零組件相關產業」、「國際供應鏈具關鍵地位」、「自

有品牌國際行銷」以及「經認定回臺投資項目與國家重要政策

相關」等任一項條件，且投資金額、本勞薪資達 3 萬元以上，

並能創造一定規模就業機會。為讓臺商有充裕時間可以補足本

勞，因此採預先核配機制，且一年內免接受定期查核，外勞人

數計算方式，依現行外勞 3K5 級制與附加案制度外，可再額外

付出 7 千元就安費提高 10%比率，但總數仍以 40%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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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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回台投資方案為期 3 年 人數與薪資皆須被查核 

「歡迎臺商回臺投資行動方案」，實施期程為 108 年元月起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

止，為期三年。臺商須同時符合「受美中貿易戰衝擊業者」、「赴大陸投資達 2 年以上」，

以及「回臺投資/擴廠之部分產線具備智慧技術元素或智慧化功能」等三項共同資格，

並同時具備「5+2 產業創新領域」、「屬高附加價值產品及關鍵零組件相關產業」、「國

際供應鏈具關鍵地位」、「自有品牌國際行銷」以及「經認定回臺投資項目與國家重要

政策相關」等任一項條件，且投資金額、本勞薪資達 3 萬元以上，並能創造一定規模

就業機會。 

為讓臺商有充裕時間可以補足本勞，因此採預先核配機制，且一年內免接受定期

查核，外勞人數計算方式，依現行外勞 3K5 級制與附加案制度外，可再額外付出 7 千

元就安費提高 10%比率，但總數仍以 40%為上限。 

勞動部說明，「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8 款至第 11 款工作資格

及審查標準」草案修正要點，其中新增回臺投資案的修法仍是比照 102 年時期「國內

新增投資案」及「臺商回臺投資案」的架構，不過這次多了新增本勞人數及其勞保投

保薪資與勞退金提撥須達 3萬 300元以上的限制，因此雇主要使用到「預核外勞配額」，

無論是 3K5 級制或是附加案，新聘本勞人數計算以其雇主在拿到經濟部發給的台商資

格函後，進行國內求才階段時所聘本勞人數為基準。 

回台投資方案的定期查核其人數將與現行查核機制相同，僅在首次查核時，首名

外國人入國滿 1 年之月份，與當年度定期查核月份之差距小於 2 個月以下者，得順延

至下一次定期查核月份辦理，第二次之後就回歸每年 2、5、8、11 月進行查核。 

至於薪資查核，雇主至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登記辦理國內招募求才之日當月起，其

依同一勞工保險證號所增聘國內勞工之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及勞工退休金提繳工資不

得低於新臺幣 3 萬 300 元，首次查核將是首名外勞入國工作滿 1 年起，第二次之後查

核則是 1 年 1 次，在每年 7 月查核同一勞保證號增聘本勞之每年 5 月當月的勞保投保

薪資及勞退金提撥。 

外展農務雇主為農漁會 聘漁工屠宰工不得服務 

另草案配合開放乳牛飼育與外展農務工作開放引進外國人，新增乳牛飼育與外展

農務工作之工作內容，修正第 4 條規定；同時針對乳牛飼育工作與外展農務工作開放

引進外國人，新增第五章之二及之三。 

草案規定乳牛飼育工作其雇主採自然人登記經營飼育乳牛 80 頭以上，從事飼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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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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管理、繁殖、擠乳、乳牛場環境整理、廢污處理及相關體力工作；雇主聘僱外國人從

事乳牛飼育工作，以聘僱 1 人為限，且國內勞工人數達 4 人以上，前述國內勞工人數，

依雇主所屬同一勞工保險證號之申請當月前 2個月之前 1年參加勞工保險平均人數，

加計經農委會認定以聘僱外國人從事乳牛飼育工作之畜牧場用地參加農民健康保險

之雇主、配偶、直系血親、翁姑或媳婦之人數。 

草案新增外展農務工作，其雇主應屬農會、漁會、與農林漁牧有關之合作社或非

營利組織，外國人從事外展農務工作，其服務契約履行地應具有農林漁牧業經營事實

之場域；草案明定雇主已申聘外國人從事海洋漁撈工作或屠宰工作者，不得申請使用

外展農務工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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