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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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真正的掌聲必須來自自己，一個人如果不能自我肯定，外面的掌聲再多也沒有用。 

§ 人生的光榮不在永不失敗，而是能屢仆屢起。             楊董                                                                                                                         

                                                               

§ 如果你是鐵砧，穩穩保固自己，如果你是鐵鎚，盡力發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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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責人之心責己，必定少過；以恕己之心恕人，必然進德。 

§ 閱讀是眼睛的延伸，讓我們看到別人，也讓我們懂得謙卑。    張姐                     

                                                               

§ 歲月可能會讓你的皮膚起皺，但放棄熱情一定會讓你魂魄起皺。 

§ 沒有一顆熱忱的心，不足以成事。         嘉文                                          

                                                               

§ 竹子不因風吹過，而直不起腰，湖水不因雲飄過，而留不住影子。 

§ 感受每個時刻，不為過去和未來的憂愁慌亂。                     金瑛 

                                                               

§ 如果你的努力還沒有辦法讓你去過你喜歡的生活，至少記得要更喜歡為了那種生

活而努力的自己。 

§ 真正成功的人懂得對絕大多數的事情說「不」。         阿線 

                                                                                                     

§ 人都會迷惘，但那應該是思考自己的機會，而不是逃避人生的藉口。 

§ 真正的放下，不是表面的逞強，而是內心的釋懷。      勇衡                                            

                                                               

§ 人生能被人需要，能夠有份功能，為人付出，才是最幸福的人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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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哲  

                                                               

§ 性命有如鐵砧，愈被敲打，愈能發出火花。 

§ 環境不會改變，解決之道在於改變自己。        巧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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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不了的昨天，忙不完的今天，想不到的明天，把握好每天的生活，照顧好獨一

無二的自己就是最好的真心。 

§ 别讓過去的悲摧，或者未来的憂慮，毁掉當下的快樂。        愷悌                                                                                          

                                                                 

§ 人生就是一場行走從哪裡來到哪裡去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腳下的每一步都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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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管你要去哪，那裡的天氣如何，永遠記得帶著自己的陽光。 

§ 比別人多一點執著，就會創造奇蹟。         雅琳 

                                                                

§ 人生不一定要「最好」，但一定要「更好」。 

§ 別人無心的一句話，不要有心的放在心裡。                阿河 

                                                                

§ 不求與人相比，但求超越自己，要哭就哭出激動的淚水，要笑就笑出成長的性格。 

§ 雖然年輕就是本錢,但不努力就不值錢。              莎莎                                                                                                                                      

                                                                

§ 待人退一步，愛人寬一寸，在人生道中就會活得很快樂。 

§ 以平常心看事待人，自然生活從容。         海平                                                                                                                                     

                                                                  

§ 樹若沒有根，一定會乾枯，人若沒有根本，一定會墮落。 

§ 年輕是我們唯一擁有權利去編織夢想的時光。       阿本 

                                                                

§ 人生沒有解藥，但止痛藥很多，比如運動、音樂、電影、家裡的小床，和朋友一

起吃的麻辣火鍋，以及家人的懷抱。 

§ 在認輸的時候，最好先確定自己有沒有盡了全力。      葦薰                          

                                                                  

§ 人們會忘了你說過的話、忘了你做過的事，但永遠不會忘了你帶給他們的感受。 

§ 現在做的一點一滴，都在決定你的未來，然後繼續堅持走下去!   妙儒                

                                                                

§ 人學走路時，從來不是靠規矩，而是從嘗試與跌倒之中學習。 

§ 一個人的價值，應該看他貢獻什麼，而不是取得什麼。         毓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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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善用時間的人，必能掌握自己努力的方向。 

§ 成功是優點的發揮，失敗是缺點的累積。    芳宜                                    

                                                                                                                               

§ 無論你今天要面對什麼，既然走到了這一步，就堅持下去，給自己一些肯定，你

比自己想像中要堅強。 

§ 口說好話、心想好意、身行好事。 雙雙 

                                                                                                                               

§ 稻穗結的越飽滿，越會往下垂，一個人越有成就，越有謙沖的胸襟。 

§ 每一天都是做人的開始，每一個時刻都是自己的警惕。      美甄     

                                                                                                                               

§ 在這個世界上取得成就的人都努力去尋找他們想要的機會，如果找不到機會他們 

便會自己創造機會 

§ 做事像做數學應用題，只會加減乘除，不會靈活運用，等於不會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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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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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6,060 270,890 153,742 59,947 221,479 2 

農、林、漁、牧業(船員) 12,406 9,047 1,752 27 1,580 0 

製 造 業 430,368 62,501 120,569 57,027 190,270 1 

食品及飼品 27,781 4,969 4,077 3,253 15,482 0 

飲  料 928 168 171 122 467 0 

紡  織 25,771 4,982 4,862 5,246 10,681 0 

成衣及服飾品 4,838 359 625 445 3,409 0 

皮革、毛皮及其製 品 2,289 365 105 475 1,344 0 

木竹製品 2,985 937 254 148 1,646 0 

紙漿、紙及紙製品 6,534 1,700 848 810 3,176 0 

印刷及資料儲存媒 體複製 4,085 544 443 505 2,593 0 

石油及煤製品 35 14 1 1 19 0 

化學原材料、肥料、氮化合物、塑橡膠原料及人造纖維 4,706 495 1,733 777 1,701 0 

其他化學製品 3,303 849 777 330 1,347 0 

藥品及醫用化學製品 1,037 250 410 29 348 0 

橡膠製品 10,698 1,718 949 2,005 6,026 0 

塑膠製品 29,481 5,042 3,900 4,442 16,097 0 

非金屬礦物製品 11,977 2,324 2,136 2,760 4,757 0 

基本金屬 20,053 4,410 3,410 6,181 6,051 1 

金屬製品  98,580 17,214 14,212 13,744 53,410 0 

電子零組件 71,738 1,301 56,433 3,608 10,396 0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 13,505 115 10,039 212 3,139 0 

電力設備及配備 9,097 1,466 1,700 1,329 4,602 0 

機械設備 40,276 5,495 6,432 4,617 23,732 0 

汽車及其零件 14,497 2,737 2,699 2,650 6,411 0 

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 9,547 1,733 883 2,045 4,886 0 

家  具 5,099 1,281 690 443 2,685 0 

其  他 11,528 2,033 2,780 850 5,865 0 

營 建 工 程 業 4,142 485 12 2,448 1,197 0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其他服務業 259,144 198,857 31,409 445 28,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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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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勞基法裁罰基準 5月正式實施 

第一波適用共182家 一併公告罰鍰金額 
 

5 月 1 日為國際勞動節，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宣布，臺北市勞工權益基金規模今年

可望達到 6 億元的規模。此外，新修正的勞動基準法裁罰基準也自 5 月起正式生效，

除事業單位及負責人姓名外，將一併公布裁罰金額外，也調整事業單位組織規模、受

影響人數的分級標準，即日起違規案件將適用新的分類標準裁罰，呼籲事業單位遵守

法令規範。 

為使勞基法裁罰標準更為明確，臺北市制定「臺北市政府處理違反勞動基準法事

件統一裁罰基準」，依雇主或事業單位規模大小、性質分為甲、乙兩類，修正後的甲

類企業，包含上市櫃公司、資本額達 8千萬元以上的公司，以及雇用人數達 100 人以

上事業單位（含分支機構）；其餘均為乙類。 

上市櫃、百人以上企業 第五次違規恐罰百萬元 

另外根據該基準，同一行為人自違規日起往前回溯五年內有違反同項次者，將按

重點整理： 

臺北市制定「臺北市政府處理違反勞動基準法事件統一裁罰基

準」，依雇主或事業單位規模大小、性質分為甲、乙兩類，甲

類企業，包含上市櫃公司、資本額達 8 千萬元以上的公司，以

及雇用人數達 100 人以上事業單位（含分支機構）；其餘均為

乙類。根據該基準，同一行為人自違規日起往前回溯五年內有

違反同項次者，將按次數加重處分。由於甲類企業規模較大、

聘用人數較多，違反第五次即有可能按法定最高罰鍰金額 100

萬元處分，級距為 80 萬元至 100 萬元；乙類企業，第七次違反

才會依前述級距處分，第八次以上為 100 萬元。新修正的勞動

基準法裁罰基準也自 5 月起正式生效，除事業單位及負責人姓

名外，將一併公布裁罰金額外，也調整事業單位組織規模、受

影響人數的分級標準，即日起違規案件將適用新的分類標準裁

罰，呼籲事業單位遵守法令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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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數加重處分。由於甲類企業規模較大、聘用人數較多，違反第五次即有可能按法定

最高罰鍰金額 100 萬元處分，級距為 80 萬元至 100 萬元；乙類企業，第七次違反才

會依前述級距處分，第八次以上為 100 萬元。 

勞動局 5 月 2 日公布今年第五次違反勞基法名單，共 182 家事業單位名列榜上，

行業別涵蓋製造業、營造業、交通運輸業、餐飲服務業、保全業、物流業、醫療服務

業等，包含中華航空、臺鐵、雅虎臺灣分公司等多家知名企業，均為今年三月的處分

案件，有部分訴願中。 

此次名單罰鍰金額最高為臺灣富士全錄公司，同時違反未經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

使勞工超時工作、延長工時超過法令規定、延長工時未加給工資、每工作七日應有休

息日及例假日各一日等四個項目，總罰鍰高達 262 萬元，目前訴願中。 

大南汽車因重複違反延長工時超過法令規定，單一項目遭勞動局裁處新臺幣 100

萬元。完整名單已公布至勞動局「公告資訊」、「違反勞動法令公布專區」。 

為保障勞工工作權益，減輕勞工司法訴訟面臨生活費及相關訴訟費用的壓力，「臺

北市勞工權益基金」自民國 90 年成立，主要收入來自違反勞基法、就服法罰鍰 30%

撥入，補助勞工進行訴訟。 

勞基、就服裁罰案增加勞權基金近期達 6 億元 

勞動局表示，近四年來勞工申訴檢舉案件增加，進而也增加了裁罰案件及金額，

截至 4 月底為止，基金累計金額已達 5 億 9,453 萬 6,778 元，勞動局估計今年下半年

基金就可達到 6 億元，即工會團體所訴求的目標。 

勞動局並提到，臺北市為事業單位數量最多的城市，為提升勞資問題法律諮詢的

服務能量，將原本每週 2 次的現場義務律師諮詢，增加為每週一至週五天天提供義務

律師服務，讓民眾遇到勞動法令疑義或衍生的相關訴訟問題，可隨時與律師當面諮詢，

服務人次從每週 40 人增加到 110 人次，協助勞工提升勞動知能、了解自身權益。 

 

 

 

 

 

 

108.05.02 外勞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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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3)3022-777  傳真：(03)3022-111  免付費專線：0800-868-628            8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雇聘法及就安費數額表修正 法規會通過 

高薪白領門檻降至月薪15萬元 擬下周審議 
 

勞動部 3 日上午舉行法規會，其中「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及「雇主聘僱外國人從事就服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8 款至第 10 款規定之工作

應繳就業安定費數額表」修正草案完成審議，接續逐條審議《最低工資法》草案約一

半條文，將於下周五續開法規會議，預定整部最低工資法草案能完成審議。 

另外原先安排審議核定事業單位僱用之每月工資達新台幣 15 萬元以上監督管理

人員符合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50條之 1第 1款規定者為勞基法第 84條之 1之工作者草

案，但因時間來不及，本次會議並未審議。 

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長謝倩蒨會後說明，高薪白領預告期間各方都有表

示意見，包括美國商會來函建議 12 萬到 15 萬元，歐洲商會建議 20 萬元，也有中小

企業認為 5 萬、8 萬元的管理職、或是飲料店長就該適用，考量像新制勞退月提繳最

高級距為 15 萬元，未來也可透過相關資料比對，因此將月薪 20 萬元下修到月薪 15

萬元以上，且是監督管理職位，適用人數估計由 1.3 萬多人增加到 3.8 萬多人。 

謝倩蒨指出，今天審查《最低工資法》草案共 17 條，由於部分委員上次對為何

要訂立最低工資法有疑慮，因此提出立法說明，包括提升法律位階、開會時間明確定

為第三季召開，敘明議事規則，最低工資共識決為原則，如確實無法達成共識，再以

多數決方式；會中有委員提出最低工資適用對象應擴大，納入「自然人承攬」，謝倩

蒨說明，最低工資法沿用勞基法第 2 條定義，仍是以雇佣關係為主，最後仍是維持原

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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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整理： 

勞動部 3 日上午舉行法規會，其中「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

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雇主聘僱外國人從事就服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8 款至第 10 款規定之工作應繳就業安定費數額

表」修正草案完成審議，近期進行公告程序。接續逐條審議《最

低工資法》草案約一半條文，將於下周五續開法規會議，預定

整部最低工資法草案能完成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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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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應否排除，今天討論後並未排除最低工資小組學者委員擔任研究小組成員，謝倩蒨表

示，等法正式通過實施後，勞動部將會委託人或是機構研究。 

「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與「雇主聘僱外國人從事

就服法第 46條第 1項第 8款至第 10款規定之工作應繳就業安定費數額表」修正草案，

今天審議通過，近期進行公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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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增列雇

主聘僱外國人從事「乳牛飼育工作」與「外展農務工作」，其每人每月應繳納就業安

定費數額為新臺幣 2 千元，其餘業別的就安費數額並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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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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輔法修正初審通過 2年內申請納管 

曾取得臨登得申請為特定工廠 引進外勞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 5 月 6 日初審通過「工廠管理輔導法」部分條文修正案，增訂

第 28-5 條、第 28-6 條，明定 105 年 5 月 19 日前既有低污染未登記工廠，應於修法

通過後 2 年內申請納管，並在 3 年內提出計畫，完成環境改善措施後，申請登記為特

定工廠，而廠商最遲須在新法施行日起 10 年內取得特定工廠登記。此外，曾經取得

臨時登記的工廠，在原臨時登記事項範圍內，得申請登記為特定工廠。 

當天通過的草案第 28-7 條、第 28-8 條則規範，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於登記期

間應每年繳交營運管理金至取得土地及建築合法使用證明文件為止，可接水、接電維

持正常營運，不適用土地及建築物等法令的處分。 

根據政院所提修法版本，第 28-9 條規定取得特定工廠者，應依改善計畫使用，

除非符合例外條件，否則不得有變更隸屬之事業主體、負責人、合夥人，或將土地及

建築物轉供他人設廠等情事。 

對此立委林岱樺認為，如果只針對與環保、公安相關的事項合理，但不應干涉廠

重點整理：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 5 月 6 日初審通過「工廠管理輔導法」部分

條文修正案，明定 105 年 5 月 19 日前既有低污染未登記工廠，

應於修法通過後 2 年內申請納管，並在 3 年內提出計畫，完成

環境改善措施後，申請登記為特定工廠，而廠商最遲須在新法

施行日起 10 年內取得特定工廠登記。此外，曾經取得臨時登記

的工廠，在原臨時登記事項範圍內，得申請登記為特定工廠。

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於登記期間應每年繳交營運管理金至取

得土地及建築合法使用證明文件為止，可接水、接電維持正常

營運，不適用土地及建築物等法令的處分。現行取得臨時工廠

登記的業者，在符合 3K3 班資格條件的基礎下，得據以引進外

勞。經濟部工業局長呂正華表示，未來新法通過後，取得特定

工廠身份者，如有人力需求，且符合引進條件，也可申請外勞，

但若只是提出改善計畫的階段就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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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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商個人商業行為；不過也有立委認為如未設下限制，恐失去引導至合法工業用地的誘

因。 

由於逐條協商時多名立委針對第 28-9 條意見分歧，包含第 28-10 條有關用地計

畫變更編定，以及特定工廠辦理使用地變更編定前應繳納回饋金的數額、第 28-12 條

有關民眾檢舉 105 年 5 月 20 日後新增違章工廠及既有中高污染者的「吹哨者條款」，

以及第 28-13 條有關業者違規罰則等條文，均保留協商。 

現行取得臨時工廠登記的業者，在符合 3K3 班資格條件的基礎下，得據以引進外

勞。經濟部工業局長呂正華表示，未來新法通過後，也會與目前臨登機制相同，取得

特定工廠身份者，如有人力需求，且符合引進條件，也可申請外勞，但若只是提出改

善計畫的階段就不適用。 

草案明定，低污染既有未登記工廠，應於新法施行後 2 年內，自行或由地方政府

通知申請納管，並在修正施行之日起 3 年內提出工廠改善計畫，每年繳交納管輔導金

至取得特定工廠登記為止。工廠改善計畫經地方政府審查核定者，應於核定之日起兩

年內改善完成，並限定新法施行日起十年內取得特定工廠登記。 

為促使業者儘速辦理用地變更，草案第也規範經核准登記的特定工廠，在取得土

地及建築合法使用證明文件前，每年應繳交營運管理金。另為與一般工廠做區別，特

定工廠不得有增加廠房、廠地及建築物面積、增加或變更為非屬低污染產業類別或主

要產品等情事。依規定辦理使用地變更編定前，應繳交回饋金予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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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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低工資法草案 法規會審議完竣 

月薪15萬元監督管理人員 5月底納責任制 
 

勞動部 10 日上午舉行法規會，除繼續審議《最低工資法》草案，及審議「核定

事業單位僱用之每月工資達新台幣 15 萬元以上監督管理人員符合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50 條之 1 第 1 款規定者為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之工作者」草案，二項草案法規會都通

過，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長謝倩蒨會後說明，《最低工資法》草案 5 月底送

行政院，至於 15 萬元以上監督管理人員納責任制則是 5 月底、6 月初公告。 

謝倩蒨表示，原本年初預告是以 20 萬元月薪為門檻，預告期間，各界都有不同

意見，像有單位提議應訂行業薪資中位數，但較不符合與大家認知的高薪，經過學者

專家、勞資雙方會議討論，大家一致認為針對高薪的部分，要訂出一定的薪資水準，

各界意見衡酌之下，下修為 15 萬元，且 15 萬元指的是經常性薪資，不包括年終獎金

等。同時考量到如何證明月薪是 15 萬元，除薪資清冊佐證，勞退最高提繳級距也是

15 萬元，讓縣市政府有明確參考依據。 

謝倩蒨強調，適用責任制不等於工時無上限，只是讓工時更有彈性，同樣需具備

出勤紀錄、受到工時規範，並須經過勞資雙方約定，再報地方主管機關核備。 

《最低工資法》草案今天完成審議，謝倩蒨指出，較預告增加條文全文共 18 條，

今天審議通過勞動部長擔任召集人，另置委員 22 人。草案明定開會時間在每年的第

三季召開，最低工資共識決為原則，如確實無法達成共識，再以多數決方式，經出席

重點整理： 

勞動部 10 日上午舉行法規會，《最低工資法》草案，及「核定

事業單位僱用之每月工資達新台幣 15 萬元以上監督管理人員

符合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50 條之 1 第 1 款規定者為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之工作者」草案，二項草案法規會都通過，勞動部勞動

條件及就業平等司長謝倩蒨會後說明，《最低工資法》草案 5

月底送行政院，至於 15 萬元以上監督管理人員納責任制則是 5

月底、6 月初公告。15 萬元以上監督管理人員納責任制不等於

工時無上限，只是讓工時更有彈性，同樣需具備出勤紀錄、受

到工時規範，並須經過勞資雙方約定，再報地方主管機關核備。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8%96%AA%E8%B3%87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B7%A5%E6%99%82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B7%A5%E6%9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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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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過半數同意取得決議，以維持審議會的運作。審議會做成調漲決議後，勞動部應

在 10 日內報行政院核定，行政院要 20 日內核定；若行政院屆期未核定或不核定，勞

動部要在 30 日內再召開審議會審議，再審議的結果行政院不得再退回。 

今天維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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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得」參採指標有 10 項，包括勞動

生產力指數年增率、勞工平均薪資年增率、國家經濟發展狀況、國民所得及平均每人

所得、國內生產毛額及成本構成之分配比率、躉售物價及民生物價變動狀況、各業產

業發展情形及就業狀況、各業勞工工資、家庭收支狀況、最低生活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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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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農業缺工 酪農、移工外展方案起跑 

審查要點、申請表單公布 最快七月入境 
 

為緩解農業缺工問題，日前勞動部已完成相關修法，開放酪農業及外展農業外勞

兩項方案。農委會表示，配合前端資格審查，「審查乳牛飼育工作申請引進外籍移工

資格認定作業要點」以及「審核外展農務服務計畫書作業要點」公告作業，已分別在

4 月 30 日、5 月 8 日完成，即日起符合條件的畜牧場及外展機構，可依相關辦法向農

委會申請資格審查，包含後續國內求才、招募的程序，預估最快七月份有第一批農業

外勞來臺。 

農委會 5 月 11 日在台南新營召開記者會，宣布乳牛飼育業引進外勞及外展服務

兩項措施正式起跑。符合引進條件的乳牛場向農委會提出申請，取得核可函後再向勞

動部依程序申請外籍移工招募；外展農務服務部分，有意願擔任外展機構的農民團體

或符合資格單位，可持申請書、雇主資格證明文件及外展農務服務計畫書，向農委會

辦理審查。 

根據農委會所定「審查乳牛飼育工作申請引進外籍移工資格認定作業要點」，以

自然人登記且持有合法的牧場登記證或畜禽飼養登記證、飼養乳牛頭數 80 頭以上，

場內投保勞保及農保人數總和 4 人以上者得聘僱外國人 1 名，最多引進 1 名。負責人

得檢附畜牧場登記證書或畜禽飼養登記證、農民保險人員名冊等資料，向農委會提出

申請，審查時如有必要，得請地方政府至畜牧場訪查飼養乳牛現況，並確認名冊資料

重點整理： 

為緩解農業缺工問題，勞動部已完成相關修法，開放酪農業及

外展農業外勞兩項方案。農委會表示，配合前端資格審查，「審

查乳牛飼育工作申請引進外籍移工資格認定作業要點」以及「審

核外展農務服務計畫書作業要點」公告作業，已分別在 4 月 30

日、5 月 8 日完成，符合引進條件的乳牛場向農委會提出申請，

取得核可函後再向勞動部依程序申請外籍移工招募；外展農務

服務部分，有意願擔任外展機構的農民團體或符合資格單位，

可持申請書、雇主資格證明文件及外展農務服務計畫書，向農

委會辦理審查。預估最快七月份有第一批農業外勞來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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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屬實。資格經農委會認定符合引進資格者，核可函自發函日起 60 日內有效，再

向勞動部依程序申請初次招募許可。 

外籍移工外展農務服務試辦計畫，則是由農會、漁會、農林漁牧合作社或非營利

組織擔任雇主，負責外籍移工引進、工作分派、住宿與膳食安排、生活管理規劃、教

育訓練、職場安全措施及必要的交通接送等管理工作，透過運用人力調度管理，協助

改善農業季節性需工的問題。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表示，107 年度成立 91 團農業人力團，共計招募 1,935 位人

力，累計上工 27 萬以上人日，服務超過 4 千家農場，此外也辦理假日農夫及鼓勵學

生打工等措施因應，目前各農業人力團勞動力的提供，推估已改善一半的國內農業季

節性人力需求。農委會也同步規劃勞動力減省措施，107 年度首度成立農業機械代耕

團，盤整區域產業需求導入省工農業機械，推動農機代耕服務，讓農業工作減省人力。 

農委會會中並感謝勞動部及跨國勞動力政策協商諮詢小組，希望通過外國人力支

援，爭取相關業者喘息空間，進而促進農業結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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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服員即測即評及發證技檢 全台有24個據點 

 

衛生福利部針對照顧服務員從業資格目前採多軌制，凡取得照顧服務相關學歷、

訓練或技術士證之ㄧ者，即具從業資格，其中技術士證是由勞動部所核發。根據統計，

自 93 年開辦照顧服務員職類檢定以來，該職類技術士證核發已超過 4.5 萬張，近 3

年每年約有 6,000 人次報檢，合格率都有達 6 成以上。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表示，為協助照顧服務產業挹注更多優質的專業人力，使服

務對象獲得適切的服務，自 98 年起規劃即測即評及發證技能檢定便民措施，該檢定

措施提供簡章販售、報名、測試、發證單一窗口全功能的快速檢定服務，原則上，可

以在 6 週內完成報名、考試並拿到技術士證，有取得照顧服務員技術士證需求的民眾

可就近選擇服務據點應試。 

發展署指出，為使民眾能夠就近快速取得該職類技術士證，108 年新增廣亞學校

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輔英科技大學及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等 3 個即測

即評及發證單位，經統計，目前全台辦理照顧服務員即測即評及發證技能檢定計 24

個服務據點，歡迎有需求的民眾就近報名應試。發展署說明，有意報檢民眾可就近取

得報考資訊，在全家、萊爾富及 OK 超商或即測即評及發證承辦單位等通路均可購買

簡章及報名書表，另外亦可逕上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網站

(https://www.wdasec.gov.tw)/檢定專區/報檢人專區查詢相關資訊。 

108.05.14 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衛生福利部針對照顧服務員從業資格目前採多軌制，凡取得照

顧服務相關學歷、訓練或技術士證之一者，即具從業資格，其

中技術士證是由勞動部所核發。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表示，為

協助照顧服務產業挹注更多優質的專業人力，使服務對象獲得

適切的服務，自 98 年起規劃即測即評及發證技能檢定便民措

施，該檢定措施提供簡章販售、報名、測試、發證單一窗口全

功能的快速檢定服務，原則上，可以在 6 週內完成報名、考試

並拿到技術士證，目前全台辦理照顧服務員即測即評及發證技

能檢定計 24 個服務據點，民眾可就近選擇服務據點應試。 

https://www.wdase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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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外籍照顧人力 重建處提「333守則」 

與聯合醫院合作宣導 避免誤聘非法移工 
 

近年受到高齡化的影響，照顧人力需求不斷提高，部分民眾因不熟悉聘僱外籍人

士相關法令，在急需照護人力之際，透過不肖業者不慎聘用到非法移工，以致觸犯就

業服務法規定。台北市政府勞動局提醒民眾，掌握「333 守則」，辨識及合法聘僱照

顧人員，或直接洽詢醫院護理站，與醫院有合作契約專屬委託看護配合，避免誤觸法

令。 

「333 守則」的「三不」，即不違法僱用外國人、不存僥倖心理、不延誤通報失

聯移工；「三要」即要詢問是否為合法仲介、要查驗外國人證件、要拍照留存；「三查

證」即查身分－問清楚身分是新住民還是外籍人士、查證件－查驗居留證真偽及載明

「持證人不須申請工作許可」字樣、查期限－檢視居留證、工作證效期。 

為避免民眾不諳法令誤聘非法移工，台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今年將和市立聯合

重點整理： 

台北市政府勞動局提醒民眾，掌握「333 守則」，辨識及合法聘

僱照顧人員，或直接洽詢醫院護理站，與醫院有合作契約專屬

委託看護配合，避免誤觸法令。「333 守則」的「三不」，即不

違法僱用外國人、不存僥倖心理、不延誤通報失聯移工；「三

要」即要詢問是否為合法仲介、要查驗外國人證件、要拍照留

存；「三查證」即查身分－問清楚身分是新住民還是外籍人士、

查證件－查驗居留證真偽及載明「持證人不須申請工作許可」

字樣、查期限－檢視居留證、工作證效期。重建處進一步說明，

合法雇主讓自己申請的外國人為他人照顧病患，不論是否給予

薪資，皆屬違法，一旦查證屬實，合法申請及違法使用的雇主

皆會被處以 15 萬至 75 萬罰鍰，如 5 年內再犯，則將處 3 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處以 120 萬元以下罰金。此外，失聯移工

或持短期簽證入境外籍人士持偽造證件求職，雇主如未積極查

證外國人身分真偽並將證件拍照存證，也將被處以 15 萬至 75

萬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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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合作，選定人潮密集的地點及時段加強宣導，透過前述守則，協助民眾辨識外籍

人士的工作資格。若成效良好，明年擬擴及至轄內其他醫院。 

醫療院所內常見的違法樣態包含兩種，一種是聘僱或容留他人申請外國人，另一

種則是外籍人士持偽造證件讓雇主誤信。 

重建處進一步說明，合法雇主讓自己申請的外國人為他人照顧病患，不論是否給

予薪資，皆屬違法，一旦查證屬實，合法申請及違法使用的雇主皆會被處以 15 萬至

75 萬罰鍰，如 5 年內再犯，則將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處以 120 萬元以下罰

金。如為短期的協助，則會以指派許可外工作處分。 

此外，失聯移工或持短期簽證入境外籍人士持偽造證件求職，雇主如未積極查證

外國人身分真偽並將證件拍照存證，也將被處以 15 萬至 75 萬罰鍰。 

官員指出，違反就服法裁罰案件中，大約有一成在醫療院所查獲，所佔比例雖不

高，但大多數病患都是因臨時急需照護人力，還未及了解相關法規，就因取得非法業

者在醫院發放的名片而誤以為合法看護，加上罰鍰金額對一般家庭的負擔也相當重，

透過加強宣導，建立民眾正確聘僱觀念。 

為方便民眾確認外籍人士資料真偽，內政部移民署提供晶片居留證查詢網站

(https://bit.ly/2UXVenw ) ，依照外國人所提供的居留證正本，至網站輸入相關資

料及驗證碼，查詢結果如顯示「資料相符」及外國人照片，則輸入資料無誤且該外國

人為合法居留；如出現「資料不符」且未顯示照片，則輸入資料有誤或該外國人為逾

期居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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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雇主聘永居外國人須提撥6％勞退金 

勞退舊制外國人 11/16前選擇新制或舊制 
 

《勞工退休金條例》部分條文自 108 年 5 月 17 日修正生效，勞保局表示，受僱

且適用勞基法之取得永久居留外籍人士納入勞退新制強制提繳對象，修法生效日前受

雇且適用勞基法之取得永久居留外籍人士，仍服務於同一事業單位者，應自修法生效

日(即 108 年 5 月 17 日)或取得身分之日(修法生效日後始取得身分者)起適用勞退新

制，若勞工仍欲適用勞退舊制，在 6 個月內以書面表明。 

勞保局表示，為讓雇主了解新修正《勞工退休金條例》部分條文，將會在 5 月份

的繳款單背面印製宣導文，讓 51 萬多家提繳單位能清楚法令修正；另對於外國人權

益，該條例已翻譯成英文，放置在勞動部與勞保局英文網站。 

勞保局提醒，違反勞退條例經處罰鍰或滯納金者，應公布事業單位、事業主或受

託機構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期日、違反條文及處分金額；參照《勞基法》第 78

條規定，未依規定給付舊制退休金、新舊制資遣費，由新臺幣 25 萬元以下罰鍰，提

高為 30 萬元以上、150 萬元以下罰鍰。 

勞保局說明，108 年 5 月 17 日修法生效日起，新僱用適用勞基法之取得永久居

留外籍人士，為勞退新制強制提繳對象，雇主應自到職日起按月為其提繳不低於每月

重點整理： 

《勞工退休金條例》部分條文自 108 年 5 月 17 日修正生效，勞

保局表示，受僱且適用勞基法之取得永久居留外籍人士納入勞

退新制強制提繳對象，修法生效日前受雇且適用勞基法之取得

永久居留外籍人士，仍服務於同一事業單位者，應自修法生效

日(即 108 年 5 月 17 日)或取得身分之日(修法生效日後始取得身

分者)起適用勞退新制，若勞工仍欲適用勞退舊制，在 6 個月內

(即 108 年 11 月 16 日前)以書面表明。勞保局提醒，違反勞退條

例經處罰鍰或滯納金者，應公布事業單位、事業主或受託機構

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期日、違反條文及處分金額；參照《勞

基法》第 78 條規定，未依規定給付舊制退休金、新舊制資遣費，

提高為 30 萬元以上、150 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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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工資 6％之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退休金個人專戶。 

至於修法生效日前已受僱且適用勞基法之取得永久居留外籍人士，仍服務於同一

事業單位者，應自修法生效日(即 108 年 5 月 17 日)或取得身分之日(修法生效日後始

取得身分者)起適用勞退新制，但勞工如欲繼續適用勞基法之退休金規定(勞退舊制)，

應自修法生效日起 6 個月內(即 108 年 11 月 16 日前)或取得身分之日起 6 個月內，以

書面向雇主表明，一旦選擇適用勞退舊制後，不得再變更選擇適用勞退新制。勞工適

用勞退新制者，雇主應於前述 6 個月期限屆滿之日起 15 日內向勞保局申報。 

另外，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已明定取得永久居留之外國專業人才，適用本

條例之退休金制度，並自 107 年 2 月 8 日施行，該類人員之退休金事項，應優先適用

該法規定，不得再主張以永久居留之外籍人士身分變更適用制度。 

此外，雇主、自營作業者、受委任工作者，原僅能以薪資所得自願提繳之退休金

始得享有稅賦優惠，為鼓勵是類人員及早為退休作準備，明定得在其每月執行業務所

得 6％範圍內，自願提繳退休金，不計入提繳年度執行業務收入課稅。勞工死亡後，

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於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請領前，仍須管理及分配收益，為有效管

理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將勞工之遺屬或指定請領人之退休金請求權由 5 年延長為

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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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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製造廠因罷工訂單縮減裁員引爭議 

新北市嚴審業務緊縮事實 勞動部配額將管制 
 

新北市汐止食品製造公司聘僱越南移工 5 月 3 日因勞資爭議發起罷工，資方承諾

補償薪資等費用後，20 日傳出公司以「上次罷工導致訂單下降、業務緊縮」為由，

欲解僱其中 5 位越南移工，移工團體 21 日上午到新北市政府前陳情；新北市勞工局

表示，會保障外籍勞工朋友在台的工作權，絕不容許雇主以假借法律之名行秋後算帳

之實的情事發生。 

對此，勞動部回應指出，若是雇主因業務緊縮解雇 5 名外國人，這 5 名配額將會

計入總數，同時被管制 2 年不得申請；為了保障移工權益，這二家食品製造公司外國

人申請案件將會從嚴審核。 

台灣移工聯盟代表陳秀蓮表示，美堤食品公司在 5 月 3 日罷工後雖賠償 4 千萬加

班費，事後卻逼迫移工供出帶頭罷工者，又用秋後算帳的方式進行解雇，已適用重大

勞資爭議，要求新北市勞工局應該盡速予以協助。 

今天現場也有本國勞工團體支援，桃園市產業總工會王浩聲援表示，資方濫用勞

基法業務緊縮解雇規定，短期的業務緊縮轉嫁到勞工身上，法院會檢視是否長期業務

重點整理： 

新北市汐止食品製造公司聘僱越南移工 5 月 3 日因勞資爭議發

起罷工，資方承諾補償薪資等費用後，20 日傳出公司以「上次

罷工導致訂單下降、業務緊縮」為由，欲解僱其中 5 位越南移

工，新北市勞工局科長廖武輝說明，該公司表示因日前罷工事

件，導致訂單銳減 5 至 7 成，所以公司表示經評估後將以《勞

動基準法》第 11 條業務緊縮之情事，於昨日預告資遣 5 名越南

籍勞工，並開始調查勞工日後倘資遣欲轉換雇主或回來源國意

願事宜，然造成其他越南籍勞工不滿，認為公司惡意資遣，秋

後算帳。勞動部回應指出，若是雇主因業務緊縮解雇 5 名外國

人，這 5 名配額將會計入總數，同時被管制 2 年不得申請；為

了保障移工權益，這二家食品製造公司外國人申請案件將會從

嚴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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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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縮，呼籲勞動部與新北市勞工局依勞基法與就服法進一步審視。 

台灣省天主教會新竹教區越南移工移民辦公室社工督導莊舒晴現場代表越南移

工提出 5 項訴求，包括立即恢復 5 名遭非法解雇者工作；反對非法解雇、禁止秋後算

帳；請資方清楚說明支票兌現日期；要求勞工局調查資方是否假借業務緊縮為由，行

秋後算帳之實；若資方有惡意解雇之實，請勞工局依法廢止美緹公司繼續聘雇移工。 

新北市勞工局科長廖武輝說明，該公司表示因日前罷工事件，導致訂單銳減 5

至 7 成，所以公司表示經評估後將以《勞動基準法》第 11 條業務緊縮之情事，於昨

日預告資遣 5 名越南籍勞工，並開始調查勞工日後倘資遣欲轉換雇主或回來源國意願

事宜，然造成其他越南籍勞工不滿，認為公司惡意資遣，秋後算帳。 

廖武輝指出，目前勞工局還沒接獲美堤公司正式做資遣通報。如公司確實資遣越

南籍勞工，勞工局也提出三大承諾，第一、嚴格審視公司是否確實有訂單銳減業務緊

縮的事實；第二、要求公司說明資遣勞工選定標準，禁止非法解僱；第三、確認資遣

程序是否完備，要求公司依法支付資遣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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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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定身分證、護照為聘僱及招募許可文件 

乳牛飼育自然人雇主不需檢附無違法證明 
 

自 108 年 5 月 26 日起，申請人或公司負責人，得以其「身分證、護照或外僑居

留證」作為申請聘僱及招募許可之身分證明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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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免附直轄市或縣（市）政府開具之無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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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部 108 年 5 月 24 日公告「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5 月 26 日生效。 

勞動部說明，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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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定申請

人或公司負責人，得以其「身分證、護照或外僑居留證」作為申請聘僱及招募許可之

身分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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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部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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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整理： 

自 108 年 5 月 26 日起，申請人或公司負責人，得以其「身分證、

護照或外僑居留證」作為申請聘僱及招募許可之身分證明文

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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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免附直轄市或縣（市）政府開具之無違反

勞工法令證明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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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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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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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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修正第

16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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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免附直轄市或縣（市）政府開具之無違反勞工法令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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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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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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保法草案將出爐登記有案事業單位強制納保 

未申報期間勞工發生職災 重罰雇主300萬元 
 

職災保險單獨立法草案將於下周預告，勞動部指出，草案規劃 6章節 100餘條文，

受僱於登記有案事業單位勞工，不論雇用人數，皆強制納保，雇主未替勞工加保，罰

鍰將處 2 萬元到 10 萬元，並得連續處罰；若是未申報期間發生職災，將處雇主 10 萬

元至 300 萬元罰鍰。至於自然人雇主（如家事勞工雇主）未來則仍屬自願投保，若是

未申報並不會被處罰。 

勞動部勞動保險司長鄧明斌說明，職保法草案原訂 5 月底預告，但是仍有部分條

文需調整，因此將延至下周、6 月初預告，職保法母法規劃 6 章節 100 餘條文，另將

搭配細則等 23 個子法。 

鄧明斌指出，職災保險未來擴大到所有事業單位有商號、稅籍等都須投保，若是

臨時或是短期受雇於自然人雇主之勞工，納為特別加保對象，將會提供簡便加保措施，

如便利商店或是手機 APP。月投保薪資部分，下限為基本工資，以確保較低薪資勞工

權益，受惠勞人人數 53 萬餘人，；職災保險投保薪資上限將與勞保普通事故脫鉤，

上限改採勞退提繳級距第 8組第 44級的 7萬 2,800元，可涵蓋 92.5％勞工薪資水準，

受惠勞工人數 158 萬餘人。 

職災保險費率將按最近一次勞保職災保險行業別費率（目前平均費率為 0.21%）

重點整理： 

職災保險單獨立法草案將於 6 月初預告，勞動部指出，受僱於

登記有案事業單位勞工，不論雇用人數，皆強制納保，雇主未

替勞工加保，罰鍰將處 2 萬元到 10 萬元，並得連續處罰；若是

未申報期間發生職災，將處雇主 10 萬元至 300 萬元罰鍰。至於

自然人雇主（如家事勞工雇主）未來則仍屬自願投保，若是未

申報並不會被處罰。投保薪資部分，下限為基本工資；職災保

險投保薪資上限將與勞保普通事故脫鉤，上限改採勞退提繳級

距第 8 組第 44 級的 7 萬 2,800 元，可涵蓋 92.5％勞工薪資水準，

職災保險費率將按最近一次勞保職災保險行業別費率（目前平

均費率為 0.21%）計收保費，不足部分由累存的保險基金攤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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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計收保費，不足部分由累存的保險基金攤提。因此提高月投保薪資，下限以基本工資

2 萬 3,100 元計算，雇主負擔將由目前的每月 23 元增加至 49 元；上限依 7 萬 2,800

元計算，雇主負擔將由 96 元增加到 153 元。 

各項給付水準，投保薪資規劃是採計發生事故前 6 個月的投保薪資計算，受僱登

記有案的勞工，保險效力從到職日起計算；雇主若未加保，勞工遭遇職災時，仍可請

領保險給付。 

醫療給付將健保的特殊自付差額，納入支付範圍；傷病給付第 2 年由投保薪資

50%提高至 70%；失能給付則按照勞工失能程度給予不同給付，完全失能者按投保薪

資 70%發給、嚴重失能按投保薪資 50%發給、部分失能按投保薪資 20%發給；遺屬年

金按投保薪資 50％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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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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展農務工作的外國人生服計畫比照製造業 
 

配合外展農業及乳牛飼育業開放引進外國人，勞動部 28 日公告修正外國人生活

照顧服務計畫書裁量基準規定，依「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19 條之一

規定，雇主規劃「外展農務工作」的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比照製造業與屠宰工

作等規定，「乳牛飼育業」則比照家庭幫傭工作與家庭看護工作的生活照顧規劃。 

勞動部 108 年 5 月 28 日修正「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裁量基準」，自即日起

生效。 

勞動部說明，這次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裁量基準修正，只是配合新開放外

展農業及乳牛飼育業引進外國人，將「外展農務工作」納入附表一，雇主規劃該外國

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規定其事項及基準比照海洋漁撈工作（陸上居住）、養護機

構看護工作、製造工作、 營造工作、屠宰工作；至於「乳牛飼育業」則納入附表三，

比照家庭幫傭工作與家庭看護工作的生活照顧計畫；其餘裁量基準內容並未修正。 

勞動部提醒，外展農業及乳牛飼育業雇主，應安排符合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

書的居住空間及膳食等規定，「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所列項目，任何一項不

合格者，經地方主管機關依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19 條規定通知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將依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54 條不予核發招募許可（已核發者，得中

止引進）、聘僱許可或展延聘僱許可；依違反就服法第 57 條規定，依該法第 67 條予

以罰鍰，並依該法第 72 條規定廢止其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之一部或全部。 

 

 

108.05.28 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勞動部 108 年 5 月 28 日修正「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裁量

基準」，自即日起生效。配合外展農業及乳牛飼育業開放引進

外國人，依「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19 條之一規

定，雇主規劃「外展農務工作」的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

比照製造業與屠宰工作等規定，「乳牛飼育業」則比照家庭幫

傭工作與家庭看護工作的生活照顧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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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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輪班、夜班工作 雇主應落實過勞預防措施 
 

勞動部職安署提醒，為避免勞工因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 6 條第 2 項已有規定，雇主使勞工從事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作業，應採

取疾病預防措施，職安署已公告「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指引」，呼籲雇主應依

法落實過勞相關預防措施。 

職安署指出，我國現行對於過勞之認定，係參考日本經驗，從醫學觀點考量腦血

管及心臟疾病高風險勞工若長期睡眠不足，其疾病促發風險將增加，至於是否屬職業

促發，須整體評估個案是否歷經異常事件、短期或長期工作負荷過重等三項危害因子。

除工時是重要因素外，尚須考量工作型態如不規律、夜/輪班、作業環境及精神負荷

等其他因子，並由職業醫學專科醫師就工作與疾病發生之因果關係綜合評估判斷。 

職安署表示，雇主應重視勞工作業型態，並運用過勞量表或過負荷評估問卷等辨

識勞工是否屬高風險族群，採行適當之健康管理措施，以維護勞工身心健康。雇主及

勞工如有相關疑問，可就近諮詢職安署委託設置之各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聯絡電話：

0800-068-580)或職業傷病防治中心(https://tmsc.osha.gov.tw/center_c.asp)等尋

求協助。 

 

 

 

108.05.29 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勞動部職安署提醒，為避免勞工因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職

業安全衛生法》第 6 條第 2 項已有規定，雇主使勞工從事輪班、

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作業，應採取疾病預防措施，職安署

已公告「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指引」，呼籲雇主應依法

落實過勞相關預防措施。雇主及勞工如有相關疑問，可就近諮

詢職安署委託設置之各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 (聯絡電話：

0800-068-580) 或 職 業 傷 病 防 治 中 心 ( 網 址 ：

https://tmsc.osha.gov.tw/center_c.asp)等尋求協助。 

https://tmsc.osha.gov.tw/center_c.asp
https://tmsc.osha.gov.tw/center_c.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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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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造工調派規定鬆綁 因部分設備搬遷 

同勞保證號同核配級別 附加案外勞可調派 
 

即日起，針對雇主有甲、乙二個以上製造業工廠均屬同一勞工保險證號，同時屬

於 3K5 級制中同一核配比率級別，因部分設備搬遷，不須經勞動部同意，甲工廠附加

案外國人可調派至乙工廠從事製造工作，但甲工廠調至乙工廠人數，與乙工廠原有聘

僱外籍人數，合計不得超過 3K5 級制比率及附加案比率。 

勞動部 5 月 20 公告修正「雇主指派所聘僱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8 款

至第 10 款規定工作之外籍工作者變更工作場所認定基準」，自即日生效。 

勞動部說明，這次僅修正製造工調派規定，針對雇主有甲、乙二個以上製造業工

廠，均具審查標準第 14 條之 2 規定之特定製程製造業資格且為同一級別者，且均屬

同一勞工保險證號，因部分設備搬遷，得免經本部許可，逕調派依審查標準第 14 條

之 3 規定所聘僱之甲工廠外籍工作者至乙工廠從事製造工作。但雇主自甲工廠調派外

籍工作者至乙工廠工作之人數與乙工廠原有聘僱之外籍工作者人數，合計不得超過雇

主依審查標準第 14 條之 2 及第 14 條之 3 所定聘僱員工人數之比率。 

至於其餘調派規定未修正，外界較關注的家庭看護工調派至醫療院所附設之護理

之家機構、慢性病床、呼吸照顧病床照料該被看護者，或調派家庭看護工隨同被看護

者至養護機構從事家庭看護工作，仍維持每次申請調派期間原則不得超過 6 個月，期

滿得申請延長，3 年內累計調派期間不得超過 18 個月。 

108.05.30 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勞動部 5 月 20 公告修正「雇主指派所聘僱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8 款至第 10 款規定工作之外籍工作者變更工作場所

認定基準」，即日起，針對雇主有甲、乙二個以上製造業工廠

均屬同一勞工保險證號，同時屬於 3K5 級制中同一核配比率級

別，因部分設備搬遷，不須經勞動部同意，甲工廠附加案外國

人可調派至乙工廠從事製造工作，但甲工廠調至乙工廠人數，

與乙工廠原有聘僱外籍人數，合計不得超過 3K5 級制比率及附

加案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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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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7 日端午節，雇主應依法給假並給薪 
 

108 年 6 月 7 日端午節為勞動基準法第 37 條規定應放假日(即俗稱之國定假

日)，凡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工，雇主應依法給假並給薪。  

彰化縣政府勞工處表示，雇主若請勞工在「端午節」當日上班，依法應加倍發給

工資；勞雇之任一方如有調移該國定假日至其他工作日實施之必要，應透過事先協商， 

始得為之，並應事先公布調整後的休假。若「端午節」適逢勞工之例假或休息日，應

於其他工作日補休。  

彰化縣政府勞工處進一步說明，國定假日為勞動基準法及其施行細則所保障的勞

工權利，雇主若因業務需要，請勞工於國定假日出勤工作，除應徵得勞工同意外，在 

國定假日上班，或在協商調移後的國定假日出勤，工資應加倍發給。此外，按日或按

時計薪的部分工時勞工，雖工作態樣不一，也同樣適用勞動基準法休假規定。籲請事

業單位務必遵守法令規定，照顧勞工休假權益，以免衍生勞資爭議。若有勞動法令相

關問題，可洽勞工處勞動條件科，諮詢電話：04-7532510 

 

 

 

 

 

 

108.05.31 人力仲介會訊 

重點整理： 

108 年 6 月 7 日端午節為勞動基準法第 37 條規定應放假日

(即俗稱之國定假日)，凡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工，雇主應依法給

假並給薪。彰化縣政府勞工處表示，雇主若請勞工在「端午節」

當日上班，依法應加倍發給工資；勞雇之任一方如有調移該國

定假日至其他工作日實施之必要，應透過事先協商，始得為之，

並應事先公布調整後的休假。若「端午節」適逢勞工之例假或

休息日，應於其他工作日補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