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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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處在什麼地方沒有關係，最要緊的是我們正朝著什麼方向移動。 

§ 人生是一場與自己進行的鬥爭。                楊董                                                                                                                         

                                                               

§ 世上最遠的距離不是生與死，而是知道與做到。 

§ 人生有許多岔路，熱誠是方向的指南針。        二姐                                           

                                                               

§ 每天無所事事是人生的消費者，積極有用才是人生的創造者。 

§ 希望可以寄託於明日，但必定實踐於今日。       張姐                     

                                                               

§ 以責人之心責己，必定少過；以恕己之心恕人，必然進德。 

§ 若能知恥辱，必能成大器；若能知己短，必能成完人。     嘉文                                          

                                                               

§ 沒有完美的生活，只有樂觀的心態。 

§ 蠢人會納悶，智者會提問。                      金瑛 

                                                               

§ 時間比金錢更有價值，你可以賺到更多錢，但不能得到更多時間。 

§ 如果能從失敗中學習，那麼失敗就是成功。             阿線 

                                                                                                     

§ 比追求夢想更美的，是有人和你一起分享這個夢。 

§ 與其浪費時間抱怨別人 不如從今以後善待自己。      勇衡                                            

                                                               

§ 人生不一定球球好球，但是有歷練的強打者隨時都可以揮棒。 

§ 恐懼是一回事，任由恐懼擺佈則是另一回事。 宏哲  

                                                               

§ 快樂的秘訣，不是做你喜歡的事，而是喜歡你做的事。 

§ 寧願做過了後悔，也不要錯過了後悔。        巧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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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你沒做過的事情叫成長，做你不願意的事情叫改變，做你不敢做的事情叫突破。 

§ 有時候堅持你最不想做的事情，就可以得到你最想要的東西。      愷悌                                                                                          

                                                                 

§ 8 句話,學一輩子: 苦:才是生活，累:才是工作，變:才是命運，忍:才是歷練，容: 

才是智慧，靜:才是修養，拾:才會得到，做:才會擁有。 

§ 生活中，有晴天，有雨天，用快樂的心情過每一天。     婉蒂                          

                                                                 

§ 每一件發生在眼前的事，都是自己的功課，請別害怕，也不要逃避，需要的只是

認真的面對與學習，每一個挑戰都能夠讓自己更堅強。 

§ 人有優也有缺，事有利也有弊。多看人優喜，多看事利樂。    雅琳 

                                                                

§ 抱最大的希望，為最大的努力，做最壞的打算。 

§ 心要開，運才會轉，福就會來。                   阿河 

                                                                

§ 當覺得這個問題是「自己的責任」時，就會有動機去尋求答案來解決。 

§ 有幽默感的人就能夠享受人類的矛盾。              莎莎                                                                                                                                      

                                                                

§ 原諒別人是美德，原諒自己是損德。 

§ 在批評別人前,要先想想自己。          海平                                                                                                                                     

                                                                  

§ 人生就像一場戲，因為有緣才相聚，保持緣分不容易，不為小事發脾氣，別人生

氣我不氣，氣出病來無人替。 

§ 別人有困難時要幫忙，自己有困難時，別人才會伸出援手幫助你。  阿本 

                                                                

§ 別人潑你的冷水，你就燒開了再潑回去。別人有跟你裝逼的權利，你就要有整死

別人的實力。 

§ 這世上，沒有誰活得比誰容易，只是有人在呼天搶地，有人在默默努力。 葦薰                          

                                                                  

§ 懂你的不用解釋，不懂你的何必解釋。人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沒必要去改變別人， 

做好自己就可以，何必太在乎別人的看法。 

§ 對一個生氣的人解釋，再講對方可能都聽不下去，給彼此一點時間, 給對方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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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沒有什麼事情會過不去。          妙儒                

                                                                

§ 不論困境，都要用最美的心情，去迎接每天的朝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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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生不要太圓滿，有個缺口讓福氣流向別人是很美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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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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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的心地就像一畦田，土地沒有播下好種子，也長不出好的果實。      芳宜                                    

                                                                                                                               

§ 再長的路，一步步也能走完，再短的路，不邁開雙腳也無法到達。 

§ 不如意的時候不要儘往悲傷裡鑽，想想有笑聲的日子吧! 雙雙 

                                                                                                                               

§ 在等待期間努力充實自己，當機會降臨就是你事業成功之時。 

§ 智慧是從生活人事的磨練而得來的。      美甄     

                                                                                                                               

§ 假如你不夠快樂也不要把眉頭深鎖，人生本來短暫為什麼還要栽培苦澀。 

§ 根據你的信心多少，發生在你身上的可能性就有多少。     靜如             

                                                                                                                                
 

 

 

 

 

 

~以上勵志小語感謝恆力各位同仁溫馨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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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02 月份 中華民國產業及社福外籍勞工人數按行業及國籍分     單 位：人 
 

行   業   別   總 計 印 尼 菲律賓 泰 國 越 南 其 他 

總     計 704,223 270,133 154,076 60,362 219,650 2 

農、林、漁、牧業(船員) 12,517 9,053 1,767 28 1,669 0 

製 造 業 428,233 61,940 120,635 57,470 188,187 1 

食品及飼品 27,409 4,882 4,018 3,208 15,301 0 

飲  料 896 153 150 127 466 0 

紡  織 25,967 5,003 4,856 5,460 10,648 0 

成衣及服飾品 4,757 354 604 431 3,368 0 

皮革、毛皮及其製 品 2,274 377 106 493 1,298 0 

木竹製品 2,965 937 256 155 1,617 0 

紙漿、紙及紙製品 6,461 1,667 853 832 3,109 0 

印刷及資料儲存媒 體複製 4,010 550 428 475 2,557 0 

石油及煤製品 37 13 2 1 21 0 

化學原材料、肥料、氮化合物、塑橡膠原料及人造纖維 4,701 490 1,729 798 1,684 0 

其他化學製品 3,313 842 774 333 1,364 0 

藥品及醫用化學製品 1,030 245 390 30 365 0 

橡膠製品 10,648 1,734 951 1,958 6,005 0 

塑膠製品 29,314 4,969 3,977 4,498 15,870 0 

非金屬礦物製品 11,951 2,300 2,145 2,803 4,703 0 

基本金屬 19,845 4,373 3,178 6,236 6,057 1 

金屬製品  97,612 17,032 14,160 13,807 52,613 0 

電子零組件 72,759 1,339 57,175 3,709 10,536 0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 13,334 113 9,754 218 3,249 0 

電力設備及配備 8,982 1,444 1,641 1,352 4,545 0 

機械設備 40,147 5,448 6,487 4,714 23,498 0 

汽車及其零件 14,383 2,717 2,714 2,633 6,319 0 

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 9,365 1,723 878 2,052 4,712 0 

家  具 5,022 1,260 683 445 2,634 0 

其  他 11,051 1,975 2,726 702 5,648 0 

營 建 工 程 業 4,089 524 12 2,396 1,157 0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其他服務業 259,384 198,616 31,662 468 28,63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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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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回流缺工有對策！勞動部預告放寬台商聘用外勞配額 
 

在美中貿易戰衝擊下，不少台商陸續返台投資，為配合政府去年所推出的「歡迎

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案」，勞動部今（27）日預告放寬台商回台聘僱外勞配額比例，

同時也修改試辦酪農業及農業外展等開放引進外勞，預告期為 15 天，蒐集各界意見

後，預估 3 月下旬前正式實施。  

勞動部預告修正「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工

作資格及審查標準」部分條文草案，為配合行政院去年 12 月 7 日核定「歡迎台商

回台投資行動方案」（簡稱回台投資案），協助受美中貿易戰衝擊、曾赴大陸投資達 2 

年以上，投資的產線具備智慧技術元素或智慧化功能等，且具有特定資格的業者回台

投資或擴廠所產生的缺工問題。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跨國勞動力管理組長薛鑑忠表示，凡是符合台商回台投資方

案者，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經濟部認可，額外申請 10%外勞配額，但上限仍不得 

超過 40%，同時也需額外繳交 7000 元的就業安定費，加上原先 2000 元的就業安定

費，換句話說，必須繳交 9000 元的就業安定費。  

薛鑑忠指出，這次申請該方案的台商，預計採取外勞預核制，也就是雇主必須在

國內先辦理徵才，發現招募不足時，才可以申請引進外勞，同時會查核雇主 2 項事

重點整理： 

勞動部今（27）日預告放寬台商回台聘僱外勞配額比例，同時

也修改試辦酪農業及農業外展等開放引進外勞，預告期為 15 

天，蒐集各界意見後，預估 3 月下旬前正式實施。勞動部勞動

力發展署跨國勞動力管理組長薛鑑忠表示，凡是符合台商回台

投資方案者，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經濟部認可，額外申請 

10%外勞配額，但上限仍不得超過 40%，同時也需額外繳交 

7000 元的就業安定費，加上原先 2000 元的就業安定費，換句

話說，必須繳交 9000 元的就業安定費。這次申請該方案的台

商，預計採取外勞預核制，也就是雇主必須在國內先辦理徵才，

發現招募不足時，才可以申請引進外勞，同時會查核雇主 2 項

事由，包括本外勞比例規定，以及新聘本國勞工的勞保投保薪

資及勞退提繳工資，一定要達到 3 萬 300 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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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包括本外勞比例規定，以及新聘本國勞工的勞保投保薪資及勞退提繳工資，一定

要達到 3 萬 300 元以上。至於外界關心的時程，薛鑑忠說，預告期為 15 天，蒐集

各界意見後，預估 3 月下旬前正式實施。此外，開放酪農業及農業外展試辦計畫，

預計最快 7 月可上路，該項計畫將引進 400 名外勞。 

 

 

 

 

 

 

 

 

 

 

 

 

 

 

 

 

 

 

 

 

 

 

 

 

 

 

108.03.04 人力仲介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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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勞檢啟動 鎖定三高行業 
 

勞動部將自 3 月起啟動今年專案勞檢，鎖定高違規、高工時及高風險等三高共

約 20 個行業，勞檢場次將由往年 1,500 場次增加到 8,000 場次；至於 30 人以下

微型企業，則將以法遵訪視取代直接勞檢。  

勞動部強調，今年專案勞檢依不同規模與風險調整不同行政作為；然而，不論是

大中小企業，只要有勞工申訴，就一定會派員勞檢。勞動部將在下周公告今年列為專

案勞檢的重點行業。據了解，包括國道客運、保全、科技（電子零組件）、醫療院所

及養護機構、私立幼教，及僱用工讀生及勞動派遣等行業，預計約 20 項易違規行業

將納專案勞檢。  

依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發布的專案勞檢原則，今年將擴大實施專案檢查至 

8,000 場次，是往年專案勞檢場次的五倍之多。官員說，今年勞檢將依風險分級，會

將火力及人力集中在 「高工時、高違規、高風險」等三高行業或企業。  

勞動部職安署表示，今年專案勞檢鎖定公共安全、弱勢扶助、知識密集、常態違

規與社會關注五大面向。官員舉例，社會關注行業如客運、醫院、長照機構，弱勢扶 

助如僱用派遣、工讀生、清潔工等，知識密集如高科技工程師，常態違規如保全、都

會是勞檢重點。  

官員表示，今年專案勞檢項目仍著重是否超時、是否未給加班費、是否備出勤紀 

錄、是否違反七休一、以及是否濫用責任制等。勞動部職安署強調，今年專案勞檢依

不同規模與風險調整不同行政作為，如 30 人 以下小（微）型企業，估計目前有 40 

萬至 50 萬家，將以法遵訪視為主要手段，預估訪視 2 萬場次。 

108.03.04 人力仲介會訊 

重點整理： 

勞動部將自 3 月起啟動今年專案勞檢，將依風險分級，會將火

力及人力集中在 「高工時、高違規、高風險」等三高行業或企

業，約 20 個行業，勞檢場次將由往年 1,500 場次增加到 8,000 

場次；至於 30 人以下微型企業，則將以法遵訪視取代直接勞

檢。勞動部強調，今年專案勞檢依不同規模與風險調整不同行

政作為；然而，不論是大中小企業，只要有勞工申訴，就一定

會派員勞檢。檢項目仍著重是否超時、是否未給加班費、是否

備出勤紀錄、是否違反七休一、以及是否濫用責任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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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嘉聯益未函報大解計畫書 桃市依法裁處 

考量違規情節、人數等 以最高金額罰鍰 
 

受到業務緊縮影響，嘉聯益科技公司於 2 月 21 日解僱 434 人，卻未依規定於解

僱前 60 天函報大量解僱計畫書，桃園市政府勞動局表示，考量嘉聯益公司違規情節、

公司財力等情形，將依違反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對該公司裁罰 50

萬元。 

勞動局提醒事業單位，雇主資遣勞工人數如已達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所定標準，

應於 60 天前將解僱計畫書通知主管機關、相關單位或人員，並公告揭示及進行勞資

協商，違反規定者，依法可處新臺幣 10 萬至 50 萬元罰鍰。 

桃園市勞動局日前接獲通報，指出嘉聯益公司近期將有大量解僱情形，因此由勞

動局會同就業服務處進行訪查，了解 2 月 21 日將解僱 434 人，並告知嘉聯益公司應

遵守大解法及其他勞動法令規定，依法報送大量解僱計畫書並與勞工進行自治協商等，

後續就業服務處亦將聯繫公司依需求進廠辦理失業給付。 

勞動局表示，嘉聯益公司解僱人數達到法定標準，卻未依法函報大量解僱計畫書，

衡量其違法情節、財力及獲利情形及受影響的勞工人數眾多等情節，將以法定最高額

度新臺幣 50 萬元處以罰鍰。 

 

 

 

 

 

108.03.07 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勞動局提醒事業單位，雇主資遣勞工人數如已達大量解僱勞工

保護法所定標準，應於 60 天前將解僱計畫書通知主管機關、相

關單位或人員，並公告揭示及進行勞資協商，違反規定者，衡

量其違法情節、財力及獲利情形及受影響的勞工人數眾多等情

節，依法可處新臺幣 10 萬至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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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就保投保薪資不實 去年開罰2,943件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8日公佈 107年投保單位投保勞保、就保薪資不實的統計資料，

針對投保單位未依規定覈實申報員工投保薪資部分，勞保局去年共開罰 2,943 件、罰

款 8,171 萬元；勞保局提醒，投保單位應依照規定覈實申報所屬勞工的月投保薪資，

如有變動，亦應適時申報調整。 

勞保局納保組長劉金娃說明，投保單位申報員工投保薪資，應按其月薪資總額（即

勞工因工作而獲得的報酬，含工資、薪金及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的經常性給與，

例如：加班費、伙食津貼、業績獎金、全勤獎金等均須列入計算），依「勞工保險投

保薪資分級表」所適用的等級金額覈實申報，不可以多報少或以少報多。  

還有，員工薪資在當年 2 月至 7 月變動時，投保單位最遲應於當年 8 月底前申報

調整；如在當年 8 月至次年 1 月變動時，則最遲應於次年 2 月底前申報調整。員工薪

資不固定者，以最近 3 個月薪資的平均為準，調整後的投保薪資均自投保單位向勞保

局申報的下個月 1 日生效。 

劉金娃表示，投保單位若未依照規定覈實申報員工投保薪資，查證屬實後，將依

照多報或少報保險費金額處以 4 倍罰鍰；107 年共查核 5,850 家投保單位，開罰 2,943

件、8,171 萬元；她指出，被開罰件數中尤以未滿 30 人的小規模事業單位最為多，

大型事業單位大多較有人資規模、制度，相較小規模事業單位違規率較低。 

108.03.08 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勞工保險局針對投保單位未依規定覈實申報員工投保薪資部

分，去年共開罰 2,943 件、罰款 8,171 萬元；投保單位申報員工

投保薪資，應按其月薪資總額（即勞工因工作而獲得的報酬，

含工資、薪金及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的經常性給與，例

如：加班費、伙食津貼、業績獎金、全勤獎金等均須列入計算），

依「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所適用的等級金額覈實申報，

如有變動，亦應適時申報調整。員工薪資在當年 2 月至 7 月變

動時，投保單位最遲應於當年 8 月底前申報調整；如在當年 8

月至次年 1 月變動時，則最遲應於次年 2 月底前申報調整。員

工薪資不固定者，以最近 3 個月薪資的平均為準，調整後的投

保薪資均自投保單位向勞保局申報的下個月 1 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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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杜絕不良外勞流竄 需建立淘汰機制 

雇主團體連署提七訴求 應建置轉換履歷 
 

近日媒體報導，有外籍看護工因照顧不當，推輪椅時沒注意到近百歲的老人家腳

已經觸地，發現時腳趾頭已經磨到見骨，引發眾網友怒火。有雇主表示，政策過度保

障外勞，不管無法勝任工作、行蹤不明等，都缺乏有效的淘汰、處分機制，即使外勞

明顯有照顧疏失，大多還是可繼續留在臺灣轉換，也因此讓外勞根本不把工作當一回

事。雇主呼籲政府重視被看護人的權益，外勞明顯不適任或違反契約規定，應落實有

效且具有嚇阻力的處分，而非同意繼續轉換新雇主，外勞轉換也不應卡雇主名額。雇

主期盼政府不要只照顧外勞，而罔顧病患基本需求。 

為推動修法，改變目前不合理的外勞政策，台灣國際勞工暨雇主和諧促進協會 2

月底起推動連署，當中包含七大訴求，包括不良外勞應有淘汰遣返機制、轉換雇主平

臺應建立勞工轉換緣由履歷、提高非法媒介或容留或非法打工的罰則等。 

國際勞雇和諧促進協會常務理事賴昱菘表示，他自己本身是脊髓損傷患者，聘僱

外勞的經驗已超過 10 年。他提到，即使在國外招募階段，已經用 DVD、視訊等方式

明確告知被照顧人身體狀況及工作內容，仍遇到很多外勞來臺後，不到一週就要求轉

換更輕鬆的工作，重大傷病患者成為這些不良外勞來臺跳板；只要雇主不同意，外勞

重點整理： 

為推動修法，改變目前不合理的外勞政策，台灣國際勞工暨雇

主和諧促進協會 2 月底起推動連署，共有七大訴求，包括：一、

外勞逃逸，取消雇主空窗懲罰期。二、外勞要求轉換，雇主無

空窗等待期。三、外勞轉換雇主平臺，建立勞工轉換緣由履歷。

四、不良外勞應有淘汰遣返機制。五、嚴懲不良仲介藉由外勞

轉換雇主的牟利行為。六、提高非法媒介、容留、工作罰則。

七、照顧同一病人打 14 年的優良外勞應予延長期限。雇主呼籲

政府重視被看護人的權益，外勞明顯不適任或違反契約規定，

應落實有效且具有嚇阻力的處分，而非同意繼續轉換新雇主，

外勞轉換也不應卡雇主名額。雇主期盼政府不要只照顧外勞，

而罔顧病患基本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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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甚至以怠工、誣陷雇主性騷擾、指派許可外工作等來達到目的，他自己就曾遇過外勞

直接將熱湯倒在他的腿上，以達到轉換的目的。 

賴昱菘無奈的說，現在的政策方向，讓很多重大傷病患者已經不敢要求照顧品質，

只求外勞願意留下來就好。他認為，不良的外勞必須有淘汰的機制，特別是目前規定，

雇主必須等到外勞轉換新雇主後才能申請新的，「難道企業必須等到前員工找到新工

作才能再請人？」，也是現行政策未盡合理之處。 

國際勞雇和諧促進協會目前推動的連署行動，共有七大訴求，包括：一、外勞逃

逸，取消雇主空窗懲罰期。二、外勞要求轉換，雇主無空窗等待期。三、外勞轉換雇

主平臺，建立勞工轉換緣由履歷。四、不良外勞應有淘汰遣返機制。五、嚴懲不良仲

介藉由外勞轉換雇主的牟利行為。六、提高非法媒介、容留、工作罰則。七、照顧同

一病人打 14 年的優良外勞應予延長期限。第一階段已先將連署書寄送至全臺各里，

截至目前已收到上百份連署書，後續將陸續拜會，與關心此議題的單位交流並推動後

續修法。 

 

 

 

 

 

 

 

 

 

 

 

 

 

 

 

 

 

108.03.11 外勞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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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勞動部修正事業單位勞工值日(夜)應行注意事項 

自111年起值假日、夜班的時段須給加班費 
 

勞動部修正發布「事業單位勞工值日(夜)應行注意事項」，增訂值日(夜)津貼建

議數額，宜不低於每月基本工資除以 240 再乘以值日(夜)時數之金額，並應遵守同工

同酬之原則，同時預告，將於 111 年 1 月 1 日停止適用該注意事項；換言之，自 111

年起，所有值假日、值夜班的時段都必須計入工時並計算加班費。 

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副司長黃維琛表示，「事業單位實施勞工值日(夜)

應行注意事項」係民國 74 年間訂定，針對事業單位在工作時間外安排勞工值日(夜)，

諸如從事收轉急要文件、接聽電話、巡察事業場所及緊急事故之通知、聯繫或處理等

工作。 

黃維琛說明，保全等晚上上班無法睡覺，但值日夜班一般而言是可以休息，只是

需輪班待在事業單位，因此過去並未認定是工作時間，津貼、工時不受《勞基法》規

範。 

黃維琛表示，近日勞動部邀專家學者與地方政府開會，有人反映值日夜班和一般

工作性質越來越接近，難以區隔；也有勞團、立委認為有些企業給的值班津貼數額太

低，值一晚才給 300 元至 500 元。勞動部研商後，決定修正該行政指導，建議值日夜

津貼不低於每月基本工資除以 240再乘以實際時數。若依目前月薪基本工資 2萬 3,100

元計算，每小時津貼建議應不低於 96.25 元。 

黃維琛表示，要點同意女性值夜，但增訂雇主應提供必要安全衛生設施或措施；

不過懷孕或哺乳期間的婦女禁止值夜。 

黃維琛說，若現在直接將值日夜班者一律認定為正常工作時間，國營事業單位立

刻就會面臨人力不足等問題，因此勞動部預告，這注意事項將於111年元旦停止適用，

也就是屆時所有值日、夜時段一律計入工時，須依《勞基法》計算工資。 

108.03.12 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勞動部修正發布「事業單位勞工值日(夜)應行注意事項」，增訂

值日(夜)津貼建議數額，宜不低於每月基本工資除以 240 再乘以

值日(夜)時數之金額，並應遵守同工同酬之原則，同時預告，將

於 111 年 1 月 1 日停止適用該注意事項；換言之，自 111 年起，

所有值假日、值夜班的時段都必須計入工時並計算加班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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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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制全面納保 
 

為兌現蔡英文總統競選政見，勞動部提出職災單獨立法草案，職災保險將自勞保

脫勾。為提供勞工足夠職災保障，規畫強制所有勞工納保，最高投保上限訂為 72,800 

元，若雇主未幫勞工投保，罰則提高至 2 至 10 萬元。  

職災保險保費全數由雇主負擔，勞動部規畫，職災保險單獨開辦第一年費率，將

會以目前各行業職災費率計算，目前各行平均費率為 0.21%，初期由基金累存來支應 

給付；在累積相當經驗值，預計開辦三年後，才會設定新費率。換言之，職災保險單

獨實施第一年，雇主負擔不會改變，最快第四年才會提高費率。  

官員指出，目前職災保險基金累存 210 億元，另新版職災保險將整併《職業災

害保護法》及旗下職災保護專款現約有 100 多億元餘額，合計約 300 億元可做為開

辦之用。  

目前職災保險附屬在勞保之下，現行五人以上公司勞工強制納保，四人以下公司

勞工則是自願加保，而受雇於自然人雇主，則無加保管道；若未加保，一旦發生職災 

全無給付保障。目前約有逾千萬勞工加入職災保險，最高投保薪資與勞保相同，現為 

45,800 元。 勞動部昨（12）日舉辦第一場職災保險單獨立法公聽會，根據規畫，新

版職災保險將強制所有勞工納保，勞動部推估，約有數十萬勞工因此受惠。  

針對新版職災保險最高投保薪資，勞動部擬採勞退提繳級距第八組第 44 級，為 

72,800 元；勞動部估計，將可以涵蓋九成以上勞工薪資水準。  

重點整理： 

勞動部提出職災單獨立法草案，職災保險將自勞保脫勾。為提

供勞工足夠職災保障，規畫強制所有勞工納保，職災保險單獨

開辦第一年費率，將會以各行業職災費率計算，目前各行平均

費率為 0.21%，初期由基金累存來支應給付；在累積相當經驗

值，預計開辦三年後，才會設定新費率。換言之，職災保險單

獨實施第一年，雇主負擔不會改變，最快第四年才會提高費率。

投保薪資下限則規畫為基本工資，目前為 23,100 元，因此，部

分工時勞工雇主負擔由目前每人每月 23 元增加至 49 元，最

高投保上限訂為 72,800 元，雇主保費負擔由每人每月 96 元增

至 153 元。若雇主未幫勞工投保，罰則提高至 2 至 1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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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官員表示，提高職災投保薪資，可以保障職災勞工生活；對雇主來說，勞

工發生職災事故時，雇主須填補勞基法職災補償責任，如工資補償、失能補償等，皆

是依據勞工平均工資計算，因此雇主也贊成職災投保薪資盡量拉近勞工實際平均投 

保薪資。  

依規畫，新版職災投保薪上限由目前 45,800 元提高至 72,800 元，雇主保費負

擔由每人每月 96 元增至 153 元。  

至於新版職災投保薪資下限則規畫為基本工資，目前為 23,100 元，刪除部分工

時勞工則自 11,000 元起申報。因此，部分工時勞工雇主負擔由目前每人每月 23 元

增加至 49 元。官員表示，因為投保薪資將攸關職災給付，部分工時勞工投保薪資太

低了，根本無法保障職災勞工，因此將不再採用部分工時 11,000 元。新版職災保險

擴大納保對象後，也將加重雇主未替勞工加保罰則，罰緩從現行保費四倍，改提高到

新台幣 2 萬元到 10 萬元，且可連續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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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臺商回臺投資方案 4月前有14家待審 

藍領辦法公告實施後 受理廠商外勞申請 
 

因應中美貿易戰衝擊，「歡迎臺商回臺投資方案」自今年元月實施以來，目前已

有 13 家廠商通過審查，投資金額達 374 億元。行政院長蘇貞昌 3 月 14 日聽取經濟部

「吸引臺商回臺投資成果」報告提到，方案已展現初步成果，後續仍請經濟部、國發

會、勞動部、陸委會等部會全力協助臺商解決設廠的各種問題。對於未適用方案、而

有意願投資的臺商，責成各部會給予協助。對於根留臺灣的廠商，也應給予獎勵，請

經濟部提出相關方案。 

除已通過審查之外，經濟部次長曾文生透露，3 月底前還有 10 家已排定審查，4

月還會有 4 家，預估投資金額可達 350 億元，創造 1500 個以上就業機會，另有 35 家

正在評估申請中，已由投資臺灣事務所介入協助。 

曾文生指出，目前申請的臺商，大部分都已找好土地，僅有少部分須由經濟部協

助尋找。目前正在推動的都市型工業區更新立體化方案，也是協助取得生產空間的方

式之一。 

配合臺商回流方案，勞動部已在 2 月 27 預告修正藍領外國人工作資格及審查標

準，預計 3 月 22 日上路實施。投資處代理處長張銘斌說明，該辦法實施後，就會開

始受理廠商申請，返臺臺商具體外勞人數的需求目前還無法估算。而目前已通過的

13 案中，有 5 案需要外勞預核制，其餘在現有的 3K5 級機制就可以滿足需求。 

重點整理： 

因應中美貿易戰衝擊，「歡迎臺商回臺投資方案」自今年元月

實施以來，目前已有 13 家廠商通過審查，投資金額達 374 億元。

行政院長蘇貞昌 3 月 14 日聽取經濟部「吸引臺商回臺投資成果」

報告提到，方案已展現初步成果，後續仍請經濟部、國發會、

勞動部、陸委會等部會全力協助臺商解決設廠的各種問題。臺

商方案最令廠商有感的三件事，為國發基金提供 1.5%補貼優惠

貸款、外勞預先核配制，以及單一窗口客製化服務，讓臺商可

以同時進行本、外勞招聘作業。原則上 10 天核發核准函，目前

已通過的 13 案中，平均審核只需要 5.2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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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投資處代理處長張銘斌於簡報中提到，臺商方案最令廠商有感的三件事，為國發

基金提供 1.5%補貼優惠貸款、外勞預先核配制，以及單一窗口客製化服務，讓臺商

可以同時進行本、外勞招聘作業。原則上 10 天核發核准函，目前已通過的 13 案中，

平均審核只需要 5.2 天。 

蘇揆於聽取經濟部報告後裁示，後續仍請全力協助有意願回國的臺商解決他們設

廠所面臨的各項問題，掌握難得的契機，推動國內產業轉型升級。國發會應視方案執

行情形滾動檢討，優化投資環境。 

另外，對於近日嘉聯益、華映公司有大量資遣勞工情事，桃園市政府已進場輔導，

此次通過審查的智邦科技也已聯繫經濟部表達招聘意願，蘇揆對此表示感謝，也請勞

動部、經濟部加強就業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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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外國人生照計畫裁量基準預告 5/11前提意見 

增雇主辦入國通報應聲明宿舍是否具危險因子 
 

「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裁量基準」草案內容正式曝光，草案中將宿舍「通

道寬度」、「餐廳或廚房設置安全門」刪除，住宿面積修正為 3.6 平方公尺，並應提供

衣物櫃，由於宿舍不得設置在工作場所之規定無客觀標準，因此刪除該基準，另規劃

朝高風險管理方式辦理，雇主辦理入國通報時，應聲明宿舍是否具危險因子，有意見

者在 5 月 11 日前提供勞動部。 

依規定修正「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裁量基準」並不需要進行預告程序，但

為求慎重並廣徵各方意見，以免修正後的規定造成窒礙難行，使符合現有法規的宿舍，

修正後卻幾乎都變成違規，產生更大的問題，所以勞動部特將該基準草案內容對外預

告 60 天。 

針對外國人酒駕事件頻傳，要求職前講習增列雇主應宣導酒駕重罰相關法規；另

地方主管機關反映「飲用標準」涉及專業認定，實施訪查時不易認定，因此將合乎飲

用標準之飲用水修正應充分供給飲用水，如須煮沸方能飲用時，應置備煮水設備。 

先前討論要增加衛浴設備數量，這次修正並未處理，至於外勞宿舍面積則由現行

重點整理： 

「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裁量基準」草案中將宿舍「通道

寬度」、「餐廳或廚房設置安全門」刪除，住宿面積修正為 3.6

平方公尺，並應提供衣物櫃，由於宿舍不得設置在工作場所之

規定無客觀標準，因此刪除該基準。為確保外籍勞工住宿安全，

事業類外籍勞工宿舍將採高風險管理方式辦理，新增雇主於辦

理入國通報時檢附之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應聲明宿舍

是否具危險因子。增列警示文字，告知雇主若是外國人生活照

顧服務計畫書所填寫資料及檢附文件如有虛偽，經訪查有不實

勾選情事者，處新臺幣 30 萬元至 150 萬元罰鍰，廢止其招募許

可及聘僱許可之一部或全部，2 年內不予核發招募許可（已核

發者，得中止引進）、聘僱許可或展延聘僱許可。有意見者在

5 月 11 日前提供勞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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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3.2 平方公尺修正為 3.6 平方公尺，並規範雇主應提供衣物櫃，以利外籍勞工保管個

人證件及財物。 

有關宿舍通道寬度，因涉及建管專業，外籍勞工業務訪查員尚無專業能力進行判

斷，如有疑義仍需會同建管單位認定，曾發生持有合格建築物使用執照，但通道不符

規定之爭議，修正將通道寬度之基準刪除；現行規定要求餐廳或廚房均應設置足夠(二

處以上)之安全門以因應緊急事故發生時逃生之需，考量安全門規範係建築管理機關

之權責，因此回歸權責機關管理，設置安全門之基準同步刪除。 

原基準規範雇主應提供緊急事故逃生之通道，經內政部消防署澄清非屬消防設施，

因此修正以避難設施取代消防設施。 

鑒於地方主管機關反映宿舍不得設置之工作場所之規定無客觀標準，實務認定困

難，草案刪除該基準，事業類雇主辦理入國通報時，應聲明宿舍是否具危險因子，係

指廠住合一之場所，外籍勞工宿舍位於勞動檢查法所稱甲、乙、丙類危險性工作場所

具火災、爆炸或中毒等危害，以確保外勞安全。若屬非危險因子部分(如噪音)，外勞

如認為工作環境不佳時，得透過 1955 勞工諮詢申訴專線申訴，再循勞資爭議程序處

理。 

為確保外籍勞工住宿安全，事業類外籍勞工宿舍將採高風險管理方式辦理，新增

雇主於辦理入國通報時檢附之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應聲明下列事項:外籍勞

工宿舍是否廠住分離、是否具高危險性因子、是否已依規定辦理建築物公安申報、是

否已依規定辦理消防檢修申報。 

增列警示文字，告知雇主若是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所填寫資料及檢附文件

如有虛偽，並經地方主管機關訪查有不實勾選情事者，將依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5 條第

2 項第 5 款規定論處，處新臺幣 30 萬元至 150 萬元罰鍰，廢止其招募許可及聘僱許

可之一部或全部，2 年內不予核發招募許可（已核發者，得中止引進）、聘僱許可或

展延聘僱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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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種高風險作業勞工 勞保局提供每年1次免費健檢 
 

基於預防勝於治療，勞保局指出，只要工作環境接觸噪音、游離輻射等物理性或

石綿、銦、鉻等化學性，共計 31 種高風險作業之勞工，最近加保年資連續滿 1 年，

每年即可向勞保局申請 1 次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檢查費用由勞保局支付，去年逾

24 萬勞工接受檢查。 

勞保局每年年底會主動發函通知可能從事高風險行業之 1.6 萬餘家投保單位所

屬從業勞工進行健康檢查，實施健康檢查前，投保單位應先向勞保局提出申請，經審

查後，符合檢查條件者，勞工會收到健康檢查證明單，再持往健檢醫院受檢，如未經

核發健康檢查證明單，而自行到院檢查者，勞保局無法支付該檢查費用。 

勞保局說明，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與全民健保提供之成人健檢檢查項目有非常大

的區別，勞保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項目除調查勞工作業經歷、生活習慣及相關過往病

史之調查外，並針對不同高風險作業環境可能罹患職業病提供特殊健康檢查項目，例

如長期工作於強烈噪音之工作場所可能造成職業性重聽者，提供耳道檢查及聽力檢查；

長期工作於酷熱之工作場所可能導致熱中暑或熱衰竭者，提供肺功能及心電圖等檢查

項目；操作Ｘ光線及其他放射性機械等游離輻射作業可能罹患白血症、皮膚癌者，提

供甲狀腺及血液相關檢查等項目，期能及早發現職業病初期徵兆，為勞工健康把關。 

有關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資訊可至該局全球資訊網（http://www.bli.gov.tw/）

查閱；或是電洽勞保局職災給付組（02）2396-1266 轉 1455 郭先生詢問。 

108.03.15 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基於預防勝於治療，工作環境接觸噪音、游離輻射等物理性或

石綿、銦、鉻等化學性，共計 31 種高風險作業之勞工，最近加

保年資連續滿 1 年，每年即可向勞保局申請 1 次預防職業病健

康檢查，檢查費用由勞保局支付，勞保局每年年底會主動發函

通知可能從事高風險行業之 1.6 萬餘家投保單位所屬從業勞工

進行健康檢查，實施健康檢查前，投保單位應先向勞保局提出

申請，經審查後，符合檢查條件者，勞工會收到健康檢查證明

單，再持往健檢醫院受檢，如未經核發健康檢查證明單，而自

行到院檢查者，勞保局無法支付該檢查費用。 

http://www.bl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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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雇聘辦法草案預告 有意見者3/29前提出 

乳牛飼育自然人雇主 不需檢附無違法證明 
 

勞動部預告「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中配合開

放乳牛飼育業雇主申請聘僱外國人，未聘僱本國勞工之自然人雇主，申請從事乳牛飼

育工作外國人之招募許可時，得免附無違反勞工法令證明文件，及外國人延後出國事

由，若是不可歸責於雇主，雇主得於原聘僱外國人出國前，申請引進或聘僱外國人，

有意見應於 3 月 29 日前提出。 

草案內容指出，現行法規對於雇主或公司負責人於申請聘僱外國人之許可時，僅

敘明提供身分證明文件，基於明確性，修正條文第 7 條、第 16 條、第 36 條將文字「身

分證明文件」修改為提供「身分證、護照或外僑居留證」。 

目前製造業等雇主申請招募外國人，需檢附地方政府開具無違反勞工法令證明文

件，僅聘僱家庭幫傭、家庭看護工及未聘僱本國勞工之自然人雇主與合夥人約定採比

例分配盈餘，聘僱外國人從事海洋漁撈工作等雇主免附無違反勞工法令證明文件。 

由於新增開放外國人得從事乳牛飼育工作，同時有規定同一畜牧場以聘僱一名外

國人為限，且國內勞工人數應達 4 人以上。國內勞工採計標準，以參加勞工保險人數

加計一定親屬（雇主、配偶、直系血親、翁姑或媳婦）範圍內之農民健康保險人數計

算。 

重點整理： 

勞動部預告「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其中配合開放乳牛飼育業雇主申請聘僱外國人，未聘僱

本國勞工之自然人雇主，申請從事乳牛飼育工作外國人之招募

許可時，得免附無違反勞工法令證明文件，及外國人延後出國

事由，若是不可歸責於雇主，雇主得於原聘僱外國人出國前，

申請引進或聘僱外國人，有意見應於 3 月 29 日前提出。由於新

增開放外國人得從事乳牛飼育工作，同時有規定同一畜牧場以

聘僱一名外國人為限，且國內勞工人數應達 4 人以上。國內勞

工採計標準，以參加勞工保險人數加計一定親屬（雇主、配偶、

直系血親、翁姑或媳婦）範圍內之農民健康保險人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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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如您對資訊內容有任何疑問，敬請來電洽詢，將有專業人員為您服務 
電話：(03)3022-777  傳真：(03)3022-111  免付費專線：0800-868-628            22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勞動部說明，考量乳牛飼育業者實務上僱用國內勞工除有參加勞工保險者外，另

以自然人經營之牧場，其運作係以共同經營之家庭成員或親屬為對象，彼此具互助關

係，且依從事農業工作農民申請參加農民健康保險認定標準及資格審查辦法第 2 條規

定參加農民健康保險之形態，因此類形態之牧場主與其他成員間非僱傭關係，無聘僱

國內勞工，應無須檢附直轄市或縣（市）政府開具無違反勞工法令證明文件之必要，

因此修正第 16 條規定增列第 3 項第 3 款規定。 

勞動部指出，外國人聘僱許可經廢止或屆滿，原則應立即出國，但是考量實務上

有部分雇主所聘僱外國人因刑事案件遭司法機關羈押、刑之執行中，或因遇有重大傷

病須在臺治療、復健，或外國人其他因素（例如：不當對待被看護者，涉嫌違反老人

福利法規定），致無法立即出國之情形，因外國人暫時無法依法出國，係不可歸責於

雇主，故雇主若出具醫院診斷證明書或主管機關書面證明文件者，同意雇主於該等外

國人出國前即得先申請引進或聘僱外國人，以保障雇主用人權益。 

因此修正第 20 條條文增列但書第 4 款規定，「外國人因受羈押、刑之執行、重大

傷病或其他不可歸責於雇主之事由，致須延後出國，並經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定」。 

 

 

 

 

 

 

 

 

 

 

 

 

 

 

 

 

108.03.18 外勞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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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如您對資訊內容有任何疑問，敬請來電洽詢，將有專業人員為您服務 
電話：(03)3022-777  傳真：(03)3022-111  免付費專線：0800-868-628            23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僑外生須申請許可才可工讀 未申請許可將罰款 
 

目前僑外生有效工作許可人數為 2 萬 5,514 人，勞動部提醒，僑外學生如有工讀

需求，應先向勞動部申請核發工作許可，才可以受僱工作，若未申請工作許可即從事

工作，將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 

為避免雇主僱用未經許可的僑外學生從事工作，勞動部提醒，雇主僱用前，應請

僑外學生出示本人的工作許可證正本，並比對其護照或居留證正本等資料，以確認此

證為其本人所持有，且工作許可證有效期間最長 6 個月，逾期則必須重新申請。另外，

僑外學生的工作時間，除寒暑假外，每星期最長工作時數不可超過 20 小時。 

勞動部說明，工作許可證上除了載明僑外學生姓名、護照號碼、許可期間等相關

資訊外，右下角均燙有藍金圖案的勞動部部徽，雇主應注意工作許可證的防偽標籤，

若僱用沒有工作許可證的僑外學生，最高可處新臺幣 75 萬元罰鍰。 

 

 

 

 

 

 

108.03.18 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目前僑外生有效工作許可人數為 2 萬 5,514 人，勞動部提醒，僑

外學生如有工讀需求，應先向勞動部申請核發工作許可，才可

以受僱工作，為避免雇主僱用未經許可的僑外學生從事工作，

勞動部提醒，雇主僱用前，應請僑外學生出示本人的工作許可

證正本，並比對其護照或居留證正本等資料，以確認此證為其

本人所持有，且工作許可證有效期間最長 6 個月，逾期則必須

重新申請。另外，僑外學生的工作時間，除寒暑假外，每星期

最長工作時數不可超過 20 小時。若未申請工作許可即從事工

作，將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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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外勞住宿規定空間擬增加 每人多 0.121 坪 
 

勞動部預告「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裁量基準」修正草案，內容規劃外勞居

住空間基準將從現行每人 3.2 平方公尺以上拉為 3.6 平方公尺以上，相當於多 

0.121 坪。  

勞動部本欲提高外勞住宿規定空間基準達 4.6 平方公尺以上，較現行基準多 

1.4 平方公尺，也就是 0.4235 坪，該規劃卻遭到反彈，業者、雇主認為一次調整過

大，現有資源將難以跟上規定。   

勞動部結合地方政府訪查多家事業單位後，彙整蒐集資料，根據了解，事業單位

提供外勞宿舍有 7 成多現已達每人 3.6 平方公尺以上；勞動部亦依國際勞工組織建 

議，擬定在修正草案中將居住空間基準由現行每人 3.2 平方公尺以上拉為 3.6 平方 

公尺以上。  

製造業、營造業和社福機構養護工為聘僱外勞較為多的產業，製造業尤其大宗，

根據勞動統計網統計資料，截至今年 2 月底為止，產業外勞人數達 44 萬 4839 人，

養 護機構看護工則為 1 萬 5118 人。  

勞動部指出，外勞宿舍空間若未符合裁量基準，可要求業者、雇主限期改善，若

遲未改善將可裁罰 6 到 30 萬元，且不允許該宿舍繼續居住外勞，最嚴重狀況可廢

止聘僱許可。 

 

 

 

108.03.22 人力仲介會訊 

重點整理： 

勞動部預告「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裁量基準」修正草案，

內容規劃外勞居住空間基準將從現行每人 3.2 平方公尺以上拉

為 3.6 平方公尺以上，相當於多 0.121 坪。勞動部指出，外勞

宿舍空間若未符合裁量基準，可要求業者、雇主限期改善，若

遲未改善將可裁罰 6 到 30 萬元，且不允許該宿舍繼續居住外

勞，最嚴重狀況可廢止聘僱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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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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業單位資遣勞工 應於離職10日前通報 
 

事業單位因業務緊縮或性質變更或勞工無法勝任工作等情形而面臨需要資遣員

工，雇主除須依勞動基準法規定給付員工相關預告工資或資遣費之外，還必須依照就

業服務法規定，在員工離職的 10 日前辦理資遣通報，如果員工任職不滿 10 日，則可

於員工離職的 3 日內通報。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說明，雇主依勞基法第 11 條第 1 款至第 5 款、第 13 條及第

20 條但書規定與員工終止勞動契約資遣員工時，如工作地在臺中市，應於員工離職

的 10 日前向勞工局及勞發署中彰投分署辦理資遣通報。該 10 日內員工仍需出勤提供

勞務或依規定申請休假或謀職假，但離職日期因勞資雙方協商後而有所異動，仍可於

通報後檢附相關文件辦理離職日期修正。 

截至 2 月底，勞工局計受理資遣通報案件 1,646 件，勞工局接獲資遣通報員工名

單後，將由就業服務處針對需協助就業者辦理求職登記，媒合適當職缺，並依個別需

求提供各項就業促進措施，協助被資遣員工在短期內順利轉職。 

雇主資遣員工應列冊填寫資料，包括被資遣員工姓名、性別、年齡、住址、電話、

擔任工作、資遣事由及是否需就業輔導等事項；另通報期間日數計算，以員工離職生

效日為始日，包含星期例假日，最後一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次

日為最後一日。以離職生效日為 108 年 3 月 12 日為例，通報的最後一日原為 3 月 3

日，因適逢假日，以 3 月 4 日為通報的最後一日。 

108.03.22 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事業單位因業務緊縮或性質變更或勞工無法勝任工作等情形而

面臨需要資遣員工，雇主除須依勞動基準法規定給付員工相關

預告工資或資遣費之外，還必須依照就業服務法規定，在員工

離職的 10 日前辦理資遣通報，如果員工任職不滿 10 日，則可

於員工離職的 3 日內通報。雇主資遣員工應列冊填寫資料，另

通報期間日數計算，以員工離職生效日為始日，包含星期例假

日，最後一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次日為

最後一日。以離職生效日為 108 年 3 月 12 日為例，通報的最後

一日原為 3 月 3 日，適逢假日，以 3 月 4 日為通報的最後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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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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餘家企業未足額進用身障者 依法需繳代金 

應再進用身障者以民營機構最多 製造業居首 
 

截至 107 年 12 月止，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應進用身心障礙者的義務

機關(構)計 1 萬 7,466家，應進用身心障礙者 5萬 8,637人，實際進用 8萬 4,773人，

已超額進用 2 萬 6,136 人，超額進用 44.57%。勞動部指出，力晶科技已連續 8 個月居

未足額進用私立單位之首，新上榜臺鐵局臺北運務段則為公立單位第一。 

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公立機關員工總人數 34 人及私立機構員工總人

數 67 人，即為義務機關（構），各須進用百分之三、百分之一之身心障礙者，且不得

少於 1 人。若違反該規定，未足額聘用身障者，需定期向所在地勞工主管機關之身心

障礙者就業基金繳納差額補助費（繳納金額＝差額人數×每月基本工資計算）。 

勞動部公告 107 年 12 月全國進用身心障礙者義務機關（構）情況，未足額進用

單位 1,646 家，其中公立單位 41 家，私立單位 1,605 家（占未足額進用單位 97.51%），

不足進用人數合計 2,385 人。公立單位未足額進用 41 家，其中 35 家不足進用 1 人，

私立單位未足額進用 1,605 家，其中 1,303 家不足進用 1 人。 

再進一步比較 107 與 106 年，義務機關增加 286 家（1.64％），其中公立增加 20

家，私立增加 266 家;法定應釋出的職缺數也同步增加 1,017 人（1.73％），其中公立

重點整理： 

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公立機關員工總人數 34 人及私

立機構員工總人數 67 人，即為義務機關（構），各須進用百分

之三、百分之一之身心障礙者，且不得少於 1 人。若違反該規

定，未足額聘用身障者，需定期向所在地勞工主管機關之身心

障礙者就業基金繳納差額補助費（繳納金額＝差額人數×每月基

本工資計算）。勞動部表示，進用身心障礙者管道多元，雇主

可透過與各縣市政府或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所屬各分署合作，

運用身心障礙者多元就業服務模式媒合協助，並透過雇主座談

會、專業輔導團的職務分析及盤點，活用補助措施及職務再設

計等輔具協助，發掘出更多身障人士可從事的工作，成為企業

的好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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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515人，私立增加 502人，其中 107年度 12月份應再進用身心障礙員工的機關(構)

中，以民營事業機構最多，主要行業別依次為製造業、批發及零售業及資訊及通訊傳

播業。 

私立未足額義務單位中，力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足進用 23 人，該公司自 107

年 5 月起已連續 8 個月居首，除持續與地方政府及職訓單位合作招募進用身心障礙者

外，亦表示公司整體人力將重新調整運用，努力降低不足人數。第 2 名研華股份有限

公司不足進用 13 人，第 3 名鴻齡股份有限公司不足進用 11 人，主要原因均係身障員

工離職未及遞補致不足進用，為改善不足進用情形，研華公司將持續規劃未來招募方

向，鴻齡公司仍持續開放職缺對外招募身障員工中。 

勞動部表示，進用身心障礙者管道多元，雇主可透過與各縣市政府或勞動部勞動

力發展署所屬各分署合作，運用身心障礙者多元就業服務模式媒合協助，並透過雇主

座談會、專業輔導團的職務分析及盤點，活用補助措施及職務再設計等輔具協助，發

掘出更多身障人士可從事的工作，成為企業的好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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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領審查標準草案法規會通過 擬下周公告 

1.2萬餘外籍漁工 4月將納入責任制 
 

勞動部 28 日召開法規會討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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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船船員納入適用勞基法第 84 條之 1（責任制）

及中鋼申請輪班間隔縮短至 8 小時，三案皆審查通過，藍領審查標準預計趕在清明連

假前下周三（4 月 3 日）公告，其餘二案則會在清明連假過後公告。 

勞動部指出，今天法規會審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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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攸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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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期間有委員質疑農會外展，但經由說明，最後順利審查通過，有做些

微文字修正，政策方向並未改變。 

藍領審查標準預計 4 月 3 日公告，當天同時會有文件效期、申請書表、本勞合理

薪資、就安費數額表等都將一併修正公告。 

據了解，外展農務工作可由農會或是漁會當雇主，農（漁）會申請外勞上限 50

名，仍須先辦理國內求才工作，本勞合理薪資將訂在 2 萬 5,100 元、每名外勞的就安

費數額訂在 2 千元；乳牛飼育業的本勞合理薪資訂在 2 萬 8,000 元、每名外勞的就安

費數額訂在 2 千元。 

重點整理： 

勞動部 28 日召開法規會討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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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攸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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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期間有委員質疑農會外展，但經由說明，最後順

利審查通過，預計 4 月 3 日公告。據了解，外展農務工作可由

農會或是漁會當雇主，農（漁）會申請外勞上限 50 名，仍須先

辦理國內求才工作，本勞合理薪資將訂在 2 萬 5,100 元、每名外

勞的就安費數額訂在 2 千元；乳牛飼育業的本勞合理薪資訂在

2 萬 8,000 元、每名外勞的就安費數額訂在 2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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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漁船船員將於 4 月納入適用勞基法第 84 條之 1，漁船船員納入責任制後，

未來雇主可將勞工契約送交各縣市政府核備，即可排除一例一休、每天正常工時 8

小時、工時上限 12 小時、加班每月 46 小時等規範，由勞資自行訂定，但縣市政府核

備時會考量契約是否損及勞工健康等。 

目前以就服法規定引進外籍漁工都是適用勞基法規定，截至 108 年 2 月統計有 1

萬 2,517 人，其中印勞 9,053 人、菲勞 1,767 人、越勞 1,669 人及泰勞 28 人。 

勞動部說明，法規會委員都理解納入責任制並非工時無上限，雙方在契約中還是

要約定工作時數，並送地方政府備查才會生效，至於會不會比照保全、社工等訂定備

查時的工時指引，會再跟漁業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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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通過工輔法草案 違章工廠不得新設 

既有臨登工廠須納管 10年內完成特工登記 
 

為解決存在已久的未登記工廠問題，行政院會 3 月 28 日通過工廠管理輔導法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增訂「未登記工廠與特定工廠之管理及輔導」專章。明定 105 年 5

月 20 日前的未登記工廠須接受輔導，最遲須在 10 年內取得特定工廠登記。中高污染

工廠將輔導轉型、遷廠或關廠，全面納入管理。全案將送立法院審議。 

行政院長蘇貞昌會中裁示，此次修法規範農地不可新設工廠，既有工廠不得汙染、

危及公安，針對未登記工廠以「全面納管、就地輔導」原則處理，達成「拚經濟、護

就業、顧環保、守農地」的目標。相關輔導工作，請經濟部等有關部會及地方政府共

同推動、積極執行。 

經濟部說明，專章增訂 1 條罰則及修正施行日期規定，共計 14 條文，重點包括

不得新增、全面納管、就地輔導等。修正重點包括 105 年 5 月 20 日後新增未登記工

廠停止供電、供水及拆除，不允許新設立；在此之前的低污染既有未登記工廠，應在

2 年內申請納管，每年繳交納管輔導金，且需在新法施行 3 年內提出工廠改善計畫，

改善期為 2 年，最遲 10 年內應取得特定工廠登記。中高污染工廠，將輔導轉型或遷

重點整理： 

為解決存在已久的未登記工廠問題，行政院會 3 月 28 日通過工

廠管理輔導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增訂「未登記工廠與特定工

廠之管理及輔導」專章。明定 105 年 5 月 20 日前的未登記工廠

須接受輔導，最遲須在 10 年內取得特定工廠登記。中高污染工

廠將輔導轉型、遷廠或關廠，全面納入管理。全案將送立法院

審議。此次修法重點包括不得新增、全面納管、就地輔導等。

修正重點包括 105 年 5 月 20 日後新增未登記工廠停止供電、供

水及拆除，不允許新設立；在此之前的低污染既有未登記工廠，

應在 2 年內申請納管，每年繳交納管輔導金，且需在新法施行

3 年內提出工廠改善計畫，改善期為 2 年，最遲 10 年內應取得

特定工廠登記。中高污染工廠，將輔導轉型或遷廠，拒不配合

依法停止供電、供水、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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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拒不配合依法停止供電、供水、拆除。 

經完成改善環保及安全事項的工廠，得申請登記為特定工廠；曾取得臨時登記的

工廠，得在 2 年內申請特定工廠登記。取得特定工廠登記期間，每年應繳交營運管理

金，不受土地及建管等法律處罰，並准予接水接電，就地輔導。 

為輔導特定工廠合法經營，群聚地區優先採新訂都市計畫或開發產業園區規劃處

理；非都市土地的零星特定工廠，業者可提出用地合法計畫，申請核發工廠使用地證

明書，並繳交回饋金辦理使用地變更；至於都市計畫內的零星特定工廠，依都市計畫

法規定辦理。不過完成特定工廠登記者，將限制事業主體及登記事項變更，違反者將

處 10 萬元至 50 萬元罰鍰，嚴重者將廢止特定工廠登記。 

經濟部工業局長呂正華表示，近期將請地方政府在 10 月底前進行全面盤查，同

時也會進行遷廠相關配套的研擬。 

經濟部次長王美花進一步說明，針對高、低污染的界定，目前在工輔法已對行業

別有基本的認定原則，也將同步進行檢討，除行業別外，也考慮是否將製程納入，讓

現有規範更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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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未來 5 年料輸入 35 萬外勞 護理及餐飲最缺人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主要顧問稻田朋美（Tomomi Inada）周三表示，人口萎縮及

老化已成為日本最大的結構性挑戰，日本目前有充足空間接受外勞，未來 5 年有望

新增 35 萬個外籍勞工。  

日本每年勞動人口下降 1.1%  

CNBC 報道，稻田朋美周三在香港出席瑞信亞洲投資論壇上指出，未來 50 年，

日本的勞動人口將以每年 1.1%的速度下降，這將為經濟帶來巨大負擔。  

稻田朋美指出，安倍政府上任逾 6 年以來，已嘗試多種方法，包括透過減稅及

其他激勵措施，促進資本投資和研發；政府亦正嘗試改善女性及年長勞工的就業機會，

但勞工短缺的問題仍然嚴重。她表示，政府將採取「積極行動」，透過去年通過的新

法，引進海外工作者，未來 5 年有望新增 35 萬個外籍勞工。  

成熟經濟體外勞佔比逾 10% 她指出，目前在日本的外籍工作者，通常為學生、

受訓人員或沒有適當簽證的人，因此容易受到剝削。稻田表示，新法將制止此類行為，

並指出目前外國人約只佔日本勞動市場約 2%，但其他主要的成熟經濟體已超過 10%，

這代表日本有充足的空間接受更多海外工作者。  

日本政府此前推出一系列措施鼓勵吸引外勞，官方估計，護理及餐飲行業會是聘

請最多外勞的行業。 

 

 

 

108.03.29 人力仲介會訊 

重點整理：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主要顧問稻田朋美（Tomomi Inada）周三表

示，人口萎縮及老化已成為日本最大的結構性挑戰，日本的勞

動人口將以每年 1.1%的速度下降，這將為經濟帶來巨大負擔。

日本政府此前推出一系列措施鼓勵吸引外勞，未來 5 年有望新

增 35 萬個外籍勞工，官方估計，護理及餐飲行業會是聘請最

多外勞的行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