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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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道幸福之門關閉時，另一道就會打開。我們經常盯著關閉的門，對開啟的門卻

視 

  若無睹。 

§ 你生活的起點並不是那麼重要，重要的是最後你能到達哪裡。   楊董                                                                                                                         

                                                               

§ 不管你經歷多痛的事情，到最後都會漸漸遺忘。因為，沒有什麼能敵得過時光。 

§ 締造成功的背後，一定要有一顆堅忍的心。       二姐                                           

                                                               

§ 不論今天多麼的困難，都要堅信：只有回不去的過往，沒有到不了的明天。 

§ 學會知而不言，因為言多必失。          張姐                     

                                                               

§ 生命中總有那麼一段時光，充滿不安，可是除了勇敢面對，我們別無選擇。 

§ 把自己從過去解放出來，前進的唯一方法是別往後看。     嘉文                                          

                                                               

§ 不要跟傻子爭辯，否則就搞不清楚誰是傻子。 

§ 讓身邊的人都幸福是人生最可貴的價值。                   金瑛 

                                                               

§ 每個出現的人都帶著各自的課題來檢驗我們，每件發生的事都暗藏道理要來教會

我 

  們長大。 

§ 沒有人可以回到過去，但每個人都可以從現在開始。        阿線 

                                                                                                     

§ 溝通與了解，是一種能讓敵人變成朋友的有效方法。 

§ 不要輕易否定一個人的努力 或許他已經盡了全力。     

 勇衡                                            

                                                               

§ 行動是治癒恐懼的良藥，而猶豫、拖延將不斷滋養恐懼。 

§ 生命無常，慧命永久，愛心無涯，精神常在。       宏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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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的到東西的事情是鍛鍊，學不到的是磨練。 

§ 出門走好路，出口說好話，出手做好事。        巧柔                              

                                                                

§ 吵架能解決也是一種溝通方式。 

§ 最好的貴人，就是努力的自已。             愷悌                                                                                          

                                                                 

§ 我們都不是很完美的人，但我們要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學會愛自己，鼓勵自己，

有 

  一個人任何時候都不會背棄你，這個人就是你自己，自己跟自己說聲：加油! 

§ 常微笑，好運跟著笑容來，放寬心人生處處有彩虹。     婉蒂                          

                                                                 

§ 成功的人不是贏在起點，而是贏在轉折點。 

§ 快樂要懂得分享，才能加倍快樂。         雅琳 

                                                                

§ 每一天都是做人的開始，每一個時刻都是自己的警惕。 

§ 要用心，不要操心、煩心。                    阿河 

                                                                

§ 生活不一定是一直美好，但是那些掙扎可以讓你變得更堅強，那些改變可以讓你

變 

  得更有智慧。 

§ 甜酸苦辣都是營養，成功失敗都是經驗。        莎莎                                                                                                                                      

                                                                

§ 好好扮演自己的角色，做自己該做的事。 

§ 明天的希望，讓我們忘了今天的痛苦。        海平                                                                                                                                     

                                                                  

§ 不管你有多差，也不能自卑，也不能放棄，相信自己，努力 堅持， 我們每一個

人 

  都可以。 

§ 再難也要堅持，再好也要淡泊，再差也要自信，再多也要節省。   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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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一個頻道上的人不必互相說服。人生其實就是不斷篩選同頻率思想的過程。 

§ 你的對手在看書，你的仇人在磨刀，你的閨蜜在減肥，隔壁老王在練腰，我們必

須 

  不斷學習，否則將被學習者超越。         葦薰                          

                                                                  

§ 就算你都對，也有人說你不對，儘管你再好，也有人說你不好；生命如此短暫而

美 

  好，不要花時間糾結在別人的評價裡。 

§ 沒必要，跟自己過不去把自己照顧好，才重要。      妙儒                

                                                                

§ 失去了緣分的人，即使在同一個城市也不會遇見。 

§ 承諾再多，做不到，那也只不過還是謊言。       毓茹                                  

                                                                                 

§ 快樂是一種思想。思想快樂，你就是一個快樂的人。 

§ 雨後的彩虹更美麗，磨難的人生更輝煌。 芳宜                                    

                                                                                                                               

§ 嘗試去把別人丟過來的磚塊，砌成結實的地基，生活就不會那麼辛苦了。 

§ 人生是一場旅行，在乎的不是目的地，是沿途的風景以及看風景的心情。 雙雙 

                                                                                                                               

§ 在每個人有限生命當中，發現自己的潛能與天賦，積極實踐自己的使命。勇敢跳

脫 

  自己的舒適圈！ 

§ 不要杞人憂天。煩惱並不會減少明天的負擔，卻會失去今天的快樂。     美甄     

                                                                                                                               

§ 抱怨是一種負能量，就像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於人無益、於己不利、於事無補。 

§ 過去的事交給歲月去處理，將來的事留給時間去證明，把握好現在才是最好的行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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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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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7,954 269,826 154,685 60,503 222,938 2 

農、林、漁、牧業(船員) 12,223 9,003 1,714 25 1,481 0 

製 造 業 434,109 62,945 121,765 57,604 191,794 1 

食品及飼品 28,283 5,034 4,195 3,287 15,767 0 

飲  料 952 178 172 128 474 0 

紡  織 25,694 5,027 4,814 5,239 10,614 0 

成衣及服飾品 4,830 355 634 446 3,395 0 

皮革、毛皮及其製 品 2,330 364 105 481 1,380 0 

木竹製品 3,035 942 266 143 1,684 0 

紙漿、紙及紙製品 6,584 1,744 844 831 3,165 0 

印刷及資料儲存媒 體複製 4,061 547 440 498 2,576 0 

石油及煤製品 37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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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5 503 1,727 780 1,695 0 

其他化學製品 3,334 851 789 320 1,374 0 

藥品及醫用化學製品 1,058 252 407 31 368 0 

橡膠製品 10,722 1,689 978 2,027 6,028 0 

塑膠製品 29,697 5,076 3,941 4,453 16,227 0 

非金屬礦物製品 12,067 2,352 2,147 2,798 4,770 0 

基本金屬 20,276 4,406 3,601 6,228 6,040 1 

金屬製品  99,355 17,338 14,274 13,972 53,771 0 

電子零組件 71,821 1,298 56,451 3,568 10,504 0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 14,232 115 10,720 212 3,185 0 

電力設備及配備 9,166 1,481 1,720 1,325 4,640 0 

機械設備 40,510 5,525 6,460 4,663 23,862 0 

汽車及其零件 14,723 2,757 2,727 2,730 6,509 0 

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 9,811 1,747 906 2,096 5,062 0 

家  具 5,156 1,300 693 440 2,723 0 

其  他 11,670 2,050 2,752 907 5,961 0 

營 建 工 程 業 4,093 467 12 2,417 1,197 0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其他服務業 257,529 197,411 31,194 457 28,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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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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任用外籍移工恐觸法 最高可罰 120 萬 
 

一例一休後，小型餐飲服務業難找人，一位自稱蒂娜的外籍人士拿著跟老公跟兒

子照片，聲稱老公是台灣人，到台南一家自助餐店應徵，陳姓老闆因缺人孔急直接錄 

用，沒想到警方竟找上門來，原來蒂娜竟是逃逸外籍移工，雖然業者頻喊冤，但依就

業服務法規定，未經許可容留外籍人士從事工作，將面臨 15 萬到 75 萬的罰鍰， 若 

5 年內再犯最高可罰 120 萬元，可說是得不償失。  

台南市勞工局局長王鑫基指出，依就業服務法規定，外國人與在中華民國境內設

有戶籍的國民結婚，且獲准居留者，不須經申請許可，即可在臺灣從事工作，因此許 

多非法移工便常假冒為新住民身分，如透過合法的朋友介紹、甚至設法取得別人的證

件影本應徵工作。  

王鑫基說，這次案例內的外籍人士因中文流利，又出示她與家人的合照及居留證， 

讓雇主大意，其實就算有自稱她先生的台灣人陪同，也可能有問題，雇用移工一定要

透過合法程序，要求她拿出註記「依親居留」的居留證與戶籍謄本正本，或身分證正

本連同戶籍資料相互佐證，並記得拍照保全查證過程。  

未查驗身分並容留外籍人士工作，已違反就業服務法相關規定，將被處新台幣 15 

萬 到 75 萬元不等的罰鍰，若 5 年內再犯者將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 

120 萬元以下罰金，民眾或企業切勿圖一時方便而因小失大，若對相關法令有疑義處，

可向台南市勞工局外籍勞工諮詢服務中心洽詢。          108.07.03 人力仲介會訊 

重點整理： 

台南市勞工局局長王鑫基指出，依就業服務法規定，外國人與

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的國民結婚，且獲准居留者，不須經

申請許可，即可在臺灣從事工作，雇用移工一定要透過合法程

序，要求拿出註記「依親居留」的居留證與戶籍謄本正本，或

身分證正本連同戶籍資料相互佐證，並記得拍照保全查證過

程。未查驗身分並容留外籍人士工作，已違反就業服務法相關

規定，將被處新台幣 15 萬 到 75 萬元不等的罰鍰，若 5 年

內再犯者將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 120 萬元以下

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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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11行業放寬輪班間隔 勞動部保留 

急單需求彈性七休一 須依行業別細緻規範 
  

勞動部 7 月 2 日下午召開勞動基準諮詢會議，討論經濟部所提印刷電路板、電子

零組件、塑膠製品製造業等 11 行業因急單需要放寬七休一，以及天災事變突發事件

輪班間隔 8 小時等兩案。勞動部表示，與會委員多數認為，各行業都會碰到天災事變

突發事件，輪班間隔涉及勞工健康，需要更審慎考量，因此採保留態度。至於彈性調

整七休一例假部分，委員意見各半，部分能夠理解廠商有急單的需求，但因各行業狀

況不同，建議需有更細緻規範。 

此次由經濟部提案放寬的 11 個行業，包括印刷電路板製造業、電子零組件製造

業、玻璃製造業、水泥及混凝土製品製造業、塑膠製品製造業、印刷及其輔助製造業、

黏土建築材料製造業、食品製造業、金屬製品製造業、機械設備製造業、電線電纜製

造業等。 

經濟部提案，輪班制間隔休息時間仍以 11 小時為原則，但因天災事變突發事變，

恐有員工無法到勤、工廠設備搶修、船期交貨限制等特殊原因，因此建議將前述 11

行業列入適用勞基法第 34 條第 2 項但書規定，因特殊原因得變更休息時間不少於連

續 8 小時。 

另外，製造業急單屬於短期性密集產製，通常需要一定技術，無法以臨時招募人

力取代，而因應美中貿易戰轉單或產線移轉回台，衍生的急單需求，建議印刷電路板

重點整理： 

勞動部 7 月 2 日下午召開勞動基準諮詢會議，討論經濟部所提

印刷電路板、電子零組件、塑膠製品製造業等 11 行業因急單需

要放寬七休一，以及天災事變突發事件輪班間隔 8 小時等兩

案。經濟部提案，輪班制間隔休息時間仍以 11 小時為原則，但

因天災事變突發事變，恐有員工無法到勤、工廠設備搶修、船

期交貨限制等特殊原因，因此建議將前述 11 行業列入適用勞基

法第 34 條第 2 項但書規定，因特殊原因得變更休息時間不少於

連續 8 小時。但各行業急單的狀況各有不同，需要做更細緻的

規範，後續勞動部將再和經濟部討論，再做通盤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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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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11 個行業適用勞基法第 36 條第 4 項規定，因非可預期性或緊急需求，得於每七日

週期內調整例假，惟每年申請例假調移次數不得超過 12 次，或調移總天數不得超過

半年。 

勞動部勞動條件平等司長謝倩蒨進一步說明，針對第 34 條輪班間隔部分，基於

維護勞工健康，多數委員認為應更審慎思考，因此傾向保留。至於第 36 條例假彈性

調整，委員意見各半，一部分認為急單時需要有彈性的人力運用，但各行業急單的狀

況各有不同，是否一律採一年 12 次的方式處理，需要做更細緻的規範，後續勞動部

將再和經濟部討論，再做通盤考量。 

官員並提到，如一年間都持續有產線人力不足的狀況，雇主應以增聘人力做因應，

因此在次數上還是會有所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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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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第七波違反勞基法企業 共146家 

除單位、負責人名稱 一併公布裁罰金額 
 

台北市政府勞動局公布最新一期違反勞動基準法及職業安全衛生法名單，其中勞

基法部分，此次共 146 家企業，為今年 5 月間的裁處名單。其中以南山人壽保險同時

違反未經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使勞工加班、女性夜間工作，以及未使勞工每 7 日中有

2 日休息等三項規定，總計罰鍰 140 萬元最高，不過該案目前仍訴願中。 

勞動局提醒，自今年 5 月起，違反勞基法案件除事業單位、負責人名稱外，也將

一併公布裁罰金額，方便民眾了解個別公司違反事項及情節輕重，完整資料已上傳至

勞動局網站（https://bola.gov.taipei/）公告資訊/違反勞動法令公布專區。 

除南山人壽外，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違反延長工時未依規定加給工

資、未依法給付休息日工作工資以及未使勞工每 7 日中有各一日的例假及休息日等三

項，目前仍在訴願階段。天成飯店則違反延長工作時間超過規定、延長工時未依規定

加給工資以及未依法給付休息日工作工資等三項，兩家各被裁處 42 萬元罰鍰。 

「臺北市政府處理違反勞動基準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已於今年 5 月正式生效，

依雇主或事業單位規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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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

之外則歸為乙類，即日起所有勞基法裁罰案件，都將根據此項基準計算裁罰金額。 

重點整理： 

勞動局提醒，自今年 5 月起，違反勞基法案件除事業單位、負

責人名稱外，也將一併公布裁罰金額，方便民眾了解個別公司

違反事項及情節輕重，完整資料已上傳至勞動局網站

（https://bola.gov.taipei/）公告資訊 / 違反勞動法令公布專區。

「臺北市政府處理違反勞動基準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已於今

年 5 月正式生效，依雇主或事業單位規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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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此之外則歸為乙類，即日起所有勞基法裁罰案件，都將根據此

項基準計算裁罰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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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如您對資訊內容有任何疑問，敬請來電洽詢，將有專業人員為您服務 
電話：(03)3022-777  傳真：(03)3022-111  免付費專線：0800-868-628            10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考量甲類企業規模較大、聘用人數較多，影響層面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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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違反職安法部分，此波共有 112 家事業單位，以第 6 條第 1 項雇主未依規定

提供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防止因機械設備、墜、滾落產生的危害最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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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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適用勞退舊制 97.7%已足額提撥 

近三年已裁罰232件 呼籲企業儘速補足 
 

為保障舊制勞工退休金權益，避免達到退休條件時卻領不到退休金，勞動基準法

規定雇主應按月提撥退休金，並在每年三月底前補足當年度退休金差額。根據統計，

108 年適用勞退舊制事業單位共計有 9 萬 8 千餘家，截至今年 6 月中旬，符合足額提

撥規定事業單位已達 97.7%；事業單位未依規定辦理，依法可處 9 萬元以上 45 萬元

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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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餘額不足以支付，須在次年 3 月底前

一次補足退休準備金差額。 

勞動部表示，108 年適用勞退舊制事業單位計 9 萬 8 千餘家，截至今年 6 月中旬

為止，已符合足額提撥規定達 9 萬 6 千餘家，佔全部舊制事業單位的 97.7%，累計提

撥退休準備金計 830 億餘元，而足額提撥率也較 107 年同期提升約 1.5%。 

勞動部進一步說明，透過地方政府不斷查核，自 105 年起每年足額提撥率均持續

進步。至於目前尚未足額提撥的 2 千多家事業單位，約有 94.3%為 30 人以下事業單

位。另外，事業單位如有引進外勞需求，申請外國人招募許可時須由地方政府就提撥

勞退準備金及提繳新制勞退金、積欠工資墊償基金、勞資會議等事項開立證明文件，

如未依規定提撥，申請案件也會受影響。 

為落實提撥退休準備金差額規定，勞動部每年會同地方政府在各地辦理說明會，

重點整理： 

為保障舊制勞工退休金權益，避免達到退休條件時卻領不到退

休金，勞動基準法第 56 條第 2 項規定，雇主應按月提撥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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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餘額不足以支付，須在次年 3 月底前一次補足退休準備金差

額。事業單位未依規定辦理，依法可處 9 萬元以上 45 萬元以下

罰鍰，並公布事業單位名稱、負責人姓名。自 105 年執行以來

迄今，累計已裁罰 232 件，裁罰金額 2,519 萬元。勞動部特別呼

籲，今年度尚未補足差額事業單位應儘速依法補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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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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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並由地方政府於年初發文通知轄內事業單位依法辦理，輔導事業單位估算及補足差額，

並自 4 月起由地方政府開始查核及裁處，違反規定者，依法可處 9 萬元至 45 萬元罰

鍰，並公布事業單位名稱、負責人姓名。自 105 年執行以來迄今，累計已裁罰 232 件，

裁罰金額 2,519 萬元。勞動部特別呼籲，今年度尚未補足差額事業單位應儘速依法補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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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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造業聘外勞定期查核累計達99萬家次 

5月查核3.8餘萬家 違法比率為2.37％ 
 

勞動部 108 年 5 月定期查核資料，已有逾 3.8 萬家製造業雇主接受查核，結果有

905家聘僱外勞人數超過所核配比例、超額外勞人數有 1,375人，違法比率為 2.37％：

其中 1.5 萬餘家製造業雇主有申請引進外加就安費附加外勞配額滿 3 個月，有 527 家

外勞超額限期改善、83 家則須提報廢止外勞配額，廢止外勞人數 128 人。 

勞動部提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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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符合規定；如屆期未改善之雇主除被廢止超額之外籍勞工聘僱許可外，仍

需面臨就業服務法核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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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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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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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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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二階段查內框與外框，檢視外勞配額有無超

標。勞動部提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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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符合規定；如屆期未改善之

雇主除被廢止超額之外籍勞工聘僱許可外，仍需面臨就業服務

法核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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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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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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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97 年 5 月首次辦理定期查核，至 108 年 5 月辦理 45 次，累計查核雇主 99 萬

4,639 家次，發函通知雇主限期改善 2 萬 9,086 家次，違法比例 2.92%，累計提報廢

止 3,558 家次、廢止外勞人數 5,427 人。 

根據資料，108 年 5 月定期查核家數有 3 萬 8,144 家，905 家雇主聘僱外勞人數

超過所核配比例、超額外勞人數有 1,375 人；另外經限期改善而未改善提報將廢止聘

僱許可家數有 130 家、廢止外勞人數 177 人，6 個月前查核完成改善比率約近 9 成。 

又 3 萬 8,144 家接受定期查核製造業，約 1 萬 5,886 家製造業雇主有申請引進外

加就安費附加外勞配額滿3個月接受查核，其中有527家外勞超額961人需限期改善，

83 家則須提報廢止外勞配額，廢止外勞人數 12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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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如您對資訊內容有任何疑問，敬請來電洽詢，將有專業人員為您服務 
電話：(03)3022-777  傳真：(03)3022-111  免付費專線：0800-868-628            15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台南市8688家成立勞資會議 佔23.1% 

聘外勞須檢附四次紀錄 勞工局啟動輔導 
 

過去事業單位未成立勞資會議並無相關罰則，但去年勞動基準法修正後，賦予勞

資會議更多協商任務。台南市政府勞工局提醒，事業單位使勞工加班、實施變形工時

或女性夜間工作，都須經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違反規定得處新台幣 2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另外企業實施七休一例假以及加班時數彈性調整、輪班制勞工更換班

次休息時間彈性等，亦須符合程序。 

勞工局統計，截至今年三月底止，台南市轄內登記公司行號 37,547 家，其中 8,688

家已成立勞資會議，勞資會議成立率 23.1%，另外截至今年上半年為止，勞資會議成

立家數較去年同期增加 1,309 家。勞工局即日起啟動強化勞資會議輔導計畫，鎖定對

象為轄內尚未舉辦勞資會議或已成立但不知如何運作的事業單位，由專家學者入廠提

供相關程序說明，協助企業依法召開勞資會議。 

勞工局指出，依照現行法令須提請勞資會議決議的事項，勞基法中有第 30 條、

30-1 條變形工時、第 32 條延長工時以及加班工時單月上限彈性提高至 54 小時，每

三個月不得超過 138 小時、第 34 條輪班時間放寬、第 36 條例假日調移、第 49 條女

性勞工午後 10 時至翌晨 6 時工作。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第 4 條及第 6 條規定，事業

單位實施大量解僱應於 60 日前，將解僱計畫書通知工會或勞資會議勞方代表。事業

重點整理： 

勞工局指出，事業單位如有引進外勞需求，依雇主聘僱外國人

許可及管理辦法規定須檢附前一年內四次勞資會議記錄，向縣

市政府申請開立無違反法令證明。另外，公司申請上市櫃前，

勞資會議紀錄亦須函送勞動部。過去事業單位未成立勞資會議

並無相關罰則，但去年勞動基準法修正後，賦予勞資會議更多

協商任務。台南市政府勞工局提醒，事業單位使勞工加班、實

施變形工時或女性夜間工作，都須經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違

反規定得處新台幣 2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另外企業實

施七休一例假以及加班時數彈性調整、輪班制勞工更換班次休

息時間彈性等，亦須符合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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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單位如有引進外勞需求，依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規定須檢附前一年內四次

勞資會議記錄，向縣市政府申請開立無違反法令證明。另外，公司申請上市櫃前，勞

資會議紀錄亦須函送勞動部。 

勞工局提醒，勞工只要年滿 15 歲即有選舉與被選舉為勞資會議勞方代表權利；

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也不得對勞資會議代表因行使職權而有解僱、調職、

減薪或為其他不利對待。 

勞資會議實施辦法第 13 條規定，勞資會議議事範圍分為報告事項、討論事項、

建議事項，資方代表可透過此一平台將經營事項上遇到的阻礙提出討論，勞方代表亦

可提出勞動條件、環境衛生與提高工作效率等意見。勞資會議作成的決議對勞資雙方

均有其拘束力，如欲變更決議內容，不論是對勞方有利或不利，皆須再次召開勞資會

議決議，並非單方得任意主張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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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外籍移工參加堆高機及固定式起重機技檢 

勞動部同意以中文與其母語對照進行學科測試 
 

雇主團體一直反映，要求外籍移工能參加技能檢定合法操作堆高機及固定式起重

機，對此，勞動部同意在 108 年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第三梯次，開放外籍移工以中文

與其母語（越南語、泰國語、印尼語、菲律賓以英語）對照方式進行學科測試，協助

取得該等工作從業人員資格。 

勞動部提醒，外籍移工工作間歇性需要的屬於工作延伸，才可操作堆高機、起重

機或天車等，違者依就業服務法第 57 條第 3 款規定，雇主不得指派所聘僱外國人從

事許可以外之工作，依法處新臺幣 3 萬元至 15 萬元罰鍰。 

外籍移工因語言隔閡，操作堆高機等機械設備的職災率過高，勞動部（前身勞委

會）98 年 4 月 30 日發布函釋，雇主不得指派藍領製造業外國人從事與體力工作無關

的堆高機、起重機或天車等許可以外之技術性工作。除非雇主於規定實施前，已聘僱

取得我國證照的外國人從事製造業工作者，始可因應生產作業需要，從事堆高機、起

重機或天車等操作工作，直至外國人聘僱許可期間屆滿或聘僱關係終止。 

這段期間雇主團體不斷反映要求鬆綁，直至 102 年 9 月 13 日有條件同意放寬，

雇主可指派經訓練合格且取得操作證照之藍領製造工，因工作延伸需要，得間歇性從

重點整理： 

勞動部同意在 108 年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第三梯次，開放外籍

移工以中文與其母語（越南語、泰國語、印尼語、菲律賓以英

語）對照方式進行學科測試，協助取得該等工作從業人員資格。

勞動部提醒，外籍移工工作間歇性需要的屬於工作延伸，才可

操作堆高機、起重機或天車等，不過，若是雇主指派從事「荷

重在一公噸以上堆高機」、「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固定式起

重機」及「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移動式起重機」等設備者，

該外勞必須為該等職類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技能檢定合格且

取得技術士證者，才可以從事。違者依就業服務法第 57 條第 3

款規定，雇主不得指派所聘僱外國人從事許可以外之工作，依

法處新臺幣 3 萬元至 15 萬元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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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與製造業產品製造等體力工作有關之操作堆高機或起重機工作。不過，若是雇主指

派從事「荷重在一公噸以上堆高機」、「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固定式起重機」及「吊

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移動式起重機」等設備者，該外勞必須為該等職類之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及技能檢定合格且取得技術士證者，才可以從事。 

不過，為解決業界人力調度之困擾，與避免因為語言隔閡，造成職災，因此規定

外籍移工仍需以中文考技術士技能檢定的考試獲得證照後，才可間歇性從事操作堆高

機、起重機或天車等設備工作。 

由於學科測驗需要以中文作答，根據 106 年至 107 年統計，有 142 名外勞報名堆

高機技能檢定考試，有 22 人通過，合格率有 15.5％，其中 4 成是越南籍、3 成 7 是

印尼籍、1 成是泰國籍。人數還是無法符合業界需求。 

因此業者在勞動部長許銘春今年到各地舉辦「傾聽之旅」時，提案建議「協助外

籍移工取得堆高機技術士證照」，隨後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在 108 年 3 月 28 日邀集提

案單位、職安署、訓練單位等相關單位研議。 

彙整各界意見，考慮安全性與可行性後，最後勞動部依 108 年度全國技術士技能

檢定實施計畫，訂於 108 年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第三梯次（報名日期：108 年 8 月 28

日至 9 月 6 日，學科測試日期：108 年 11 月 3 日），開放外籍移工以中文與其母語（越

南語、泰國語、印尼語、菲律賓以英語）對照方式進行學科測試，俾有利協助外籍移

工取得該等工作從業人員資格，符合產業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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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基本工資調幅8/14討論 許銘春盼調升 

勞動部培力就業計畫協助14萬人就業 
 

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將於 8 月 14 日召開，勞動部長許銘春 11 日表示，站在照顧

邊際勞工的立場，希望今年基本工資往調升方向努力，不過調幅仍得尊重勞、資、政、

學四方的決議；另外，勞動部也將循往例，會與勞方、資方與學者專家分別召開會前

會，交換意見。 

勞動部 11 日參訪新北市三峽區「社團法人台灣城鄉永續關懷協會」，媒體採訪許

銘春時詢問有關基本工資議題時作以上表示。 

許銘春指出，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將在 8 月 14 日召開，由勞、資、政、學四方

決議，基本工資是照顧最基層、邊際勞工的生活需求，今年我們也期待委員能夠體認

到最基層、邊際勞工的生活所需以及參酌財經指標妥善決定。 

許銘春進一步指出，站在勞動部立場，我們照顧最基層、邊際勞工的生活需求，

當然希望朝向調升的方向來走，但職權還是在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因此尊重審議委

員會的決定。 

另外，長榮航空空服員罷工已落幕，針對勞資爭議法有關罷工預告期、授權期、

第三方專業調解等會有座談會研議，同時也會對罷工門檻等一併討論，修法沒有時程

表，來不及在立院下會期 9 月送出。 

勞動部說明，多元就業開發方案及培力就業計畫推動至 108 年 5 月底，總計核定

補助逾 1 萬個計畫，協助超過 14 萬人就業。 

重點整理： 

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將於 8 月 14 日召開，勞動部長許銘春 11

日表示，站在照顧邊際勞工的立場，希望今年基本工資往調升

方向努力，不過調幅仍得尊重勞、資、政、學四方的決議；另

外，勞動部也將循往例，會與勞方、資方與學者專家分別召開

會前會，交換意見。長榮航空空服員罷工已落幕，針對勞資爭

議法有關罷工預告期、授權期、第三方專業調解等會有座談會

研議，同時也會對罷工門檻等一併討論，修法沒有時程表，來

不及在立院下會期 9 月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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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近三年協助對象以中高齡者最多，平均約占 49%，性別統計則以女性居多，平均

占 71％，可見二項計畫對於促進弱勢就業有其助益。民間團體藉由規劃及執行具社

會創新及區域資源整合之計畫，加上勞動部投入專業諮詢輔導與陪伴，使單位穩健發

展，創造公益價值。 

勞動部說，透過培力就業計畫輔導「社團法人台灣城鄉永續關懷協會」，提升整

體區域文化與經濟發展，協助社區弱勢家庭及青少年媒合至社區公益店鋪培養就業技

能，使協會成為穩定地方的一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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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職保法草案預告中 有意見8/4提出 

有雇主指罰鍰太重與月投保薪資上限太高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法》草案進行預告中，勞動部表示，有民眾反映支持，希望

該法趕快上路，另有雇主反映，對於草案所訂罰鍰太重，希望額度降低，還有月投保

薪資上限提高至 7 萬 2,800 元，投保薪資太高希望降低，能與勞保月投保薪資上限一

致 4 萬 5,800 元，各界對於草案內容如有意見，可於 8 月 4 日前提出。 

勞動部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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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惠勞工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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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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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整理：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法》草案進行預告中，各界對於草案內容

如有意見，可於 8 月 4 日前提出。勞動部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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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限改採勞退提

繳級距第 8 組第 44 級的 7 萬 2,800 元，勞動部強調，雇主須於

勞工到職時申報加保，如果沒幫勞工加保，將處 2 萬元至 10 萬

元的罰鍰，而且可以連續處罰。萬一勞工在未加保期間發生職

災，並請領保險給付，罰鍰提高為 10 萬元以上，300 萬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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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勞動部強調，雇主須於勞工到職時申報加保，如果沒幫勞工加保，將處 2 萬元至

10 萬元的罰鍰，而且可以連續處罰。萬一勞工在未加保期間發生職災，並請領保險

給付，罰鍰提高為 10 萬元以上，300 萬元以下。如果雇主依法加保就不會被處罰，

且可分攤勞基法雇主職災補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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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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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北部傷寒家庭群聚案件 移工家庭感染 

感染源待確認 疾管署籲做好飲食個人衛生 
 

疾病管制署 7 月 16 日公布一起傷寒家庭群聚案件，為一名北部 30 餘歲女性印

尼籍看護工及同住的 30 餘歲女性及其幼齡女兒，三人在 7 月 2 日至 10 日間確診。疾

管署表示，目前除女童仍在住院觀察中，衛生單位將持續追蹤其他兩人及其同住家人

的健康狀況。 

防疫醫師林詠青表示，傷寒透過抗生素治療，死亡率小於 1%，但如未經適當診

治，致死率可達兩成，呼籲留意飲食衛生，落實勤洗手等個人衛生習慣，降低感染風

險。 

這起群聚事件，三人均無出國史，其中本國籍女性及其女兒分別在 7 月 2 日及 9

日確診感染傷寒桿菌，印尼籍看護雖無症狀，但經接觸者採檢後，於 7 月 10 日確診，

而住家附近雖有其他外籍看護，但無聚集或同食之情形，後續將進行菌株比對以釐清

感染源，目前尚未確定。 

依據疾管署疫情統計資料顯示，今年截至 7月 15日止，共有 14例傷寒確定病例，

其中 4 例為本土個案，10 例為境外移入個案，感染國家分別為印尼 4 例，柬埔寨 2

重點整理： 

依據疾管署疫情統計資料顯示，今年截至 7 月 15 日止，共有 14

例傷寒確定病例，其中 4 例為本土個案，10 例為境外移入個案，

感染國家分別為印尼 4 例，柬埔寨 2 例，菲律賓、緬甸、馬來

西亞及中國大陸各 1 例。統計 2016 至 2018 年間同期傷寒病例

數分別為 3 例、10 例、7 例，其中境外移入病例數分別為 2 例、

9 例、5 例，感染國家以印度 5 例為最多。傷寒屬腸胃道傳染病，

主要的傳染途徑為生食或食用未煮熟、遭受病患或帶菌者糞便

污染的食物或飲水，常見症狀有持續性發燒、頭痛、腹痛、腹

瀉或咳嗽等。疾管署呼籲，食物應充分煮熟並以熱食為宜、不

吃生食、飲用水充分煮沸或使用瓶裝礦泉水，此外，落實良好

衛生習慣，飯前便後務必以肥皂或洗手劑徹底洗手，以有效預

防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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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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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例，菲律賓、緬甸、馬來西亞及中國大陸各 1 例。統計 2016 至 2018 年間同期傷寒病

例數分別為 3 例、10 例、7 例，其中境外移入病例數分別為 2 例、9 例、5 例，感染

國家以印度 5 例為最多。 

傷寒屬腸胃道傳染病，主要的傳染途徑為生食或食用未煮熟、遭受病患或帶菌者

糞便污染的食物或飲水，常見症狀有持續性發燒、頭痛、腹痛、腹瀉或咳嗽等。疾管

署呼籲，食物應充分煮熟並以熱食為宜、不吃生食、飲用水充分煮沸或使用瓶裝礦泉

水，此外，落實良好衛生習慣，飯前便後務必以肥皂或洗手劑徹底洗手，以有效預防

感染。 

另根據疾管署統計，國內上週新增 4 例境外移入屈公病，截至 7 月 15 日止累計

共 11 例，感染國家印尼 2 例，泰國、菲律賓各有 1 例，境外移入登革熱則新增 16 例，

今年迄今累計共 215 例，為十年同期最高，九成以上個案感染地為東南亞國家，以印

尼 64 例最多，越南 46 例以及菲律賓 24 例。 

適逢暑期旺季，疾管署提醒民眾前往登革熱、屈公病流行地區旅遊、洽公，應加

強個人防蚊措施，如穿著淺色長袖衣褲，使用經政府機關核可的防蚊藥劑，居住在有

紗門、紗窗的房舍。返國後如出現發燒、頭痛、噁心、出疹及關節痛等症狀應儘速就

醫，並告知醫師旅遊、活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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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自行車大稽查！彰化單月逾 1800 件違規挨罰 
 

輕巧又如機車般機動性高的電動自行車，由於不用考照就能上路，穿梭馬路自如， 

肇事率相對高，近月來彰化縣加強執法取締和宣導，1 個月來已取締 1864 件違規案 

件，每日平均超過 60 件，違規率高，警方突擊工業區、風景區和火車站周邊，違規 

者 8 成為移工。  

今年 1 月到 6 月，彰化縣電動自行車車禍案件共發生 124 件，造成 167 人受

傷，肇事的原因，又以騎乘者不諳法令，未遵守交通規則為主，交通部統計近 3 年

全台銷售超過 20 萬輛，越來越多人將電動自行車作為機車的替代工具，間接提高肇

事率。交通部為此要求全各 13 個縣市大稽查，彰化縣是其中之一，除了路邊稽查，

還要針對工業區及風景區稽查周圍販售、租賃電動自行車業者加強宣導。  

縣警局交通隊配合大稽查，從 6 月 15 日到 7 月 15 日取締近 2000 件，違規

情況又以逆向行駛、慢車行駛快車道、闖紅燈、夜間未使用燈光，以及酒駕騎車和雙

載，現況按照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大都採最低罰的 300 元到 600 元不等，

情況最為嚴重的未戴安全帽，目前尚沒有處罰規定，該部分要等已 3 讀修正通過「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部分條文上路後，未來未戴安全帽被抓將會被開罰 300 元。  

縣府法制處表示，這波聯合稽查和宣導結果以擅自改裝車輛情況最多，好比說，

加裝可供人坐的軟椅墊或踩踏墊等，還有車輛未黏貼懸掛合格標章，新修法規規定， 

未經核准擅自變更裝置將會被開處罰鍰並限期安裝、改正，希望民眾不要觸法，經銷

商避免販售不合格車輛，以免衍生消費糾紛。 

108.07.17 人力仲介會訊 

重點整理： 

交通部統計近 3 年全台銷售超過 20 萬輛，越來越多人將電動

自行車作為機車的替代工具，間接提高肇事率。交通部為此要

求全各 13 個縣市大稽查，違規情況又以逆向行駛、慢車行駛

快車道、闖紅燈、夜間未使用燈光，以及酒駕騎車和雙載，現

況按照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大都採最低罰的 300 元到 

600 元不等，情況最為嚴重的未戴安全帽，該部分要等已 3 讀

修正通過「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部分條文上路後，未來未

戴安全帽被抓將會被開罰 3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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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輔法三讀 特定工廠預計可達4.5萬家 

可創造2兆元投資 相關子法年底前完成 
 

工廠管理輔導法部分條文修正案 6 月 27 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確立全面納管、

就地輔導的原則，並增定特定工廠 20 年落日期限相關條文。經濟部推估，新法施行

後，10年內取得特定工廠登記家數將達 45,000家，未來各家預估將投入 3,000至5,000

萬元經費作為更新或增加設備，累計將可創造約 1 至 2 兆元投資。 

此次通過的工輔法修正條文，新增第 4 章之 1「未登記工廠與特定工廠之管理及

輔導」專章，增訂 1 條罰則及修正施行日期規定，共計 14 條文。105 年 5 月 20 日後

新增的未登記工廠，將停止供電、供水及拆除；在此之前屬低污染既有未登記工廠，

須於新法施行起 2 年內申請納管，每年繳交納管輔導金，並於期限內完成工廠改善。

至於中高污染既有未登記工廠，應訂定輔導期限，輔導業者轉型、遷廠或關廠，拒不

配合將停供水電並拆除。 

此外，經完成改善消防、環保的工廠，得申請登記為特定工廠。之前曾取得臨時

登記的工廠，新法施行起 2 年內申請換發特定工廠登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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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有效期間為新法施行日起 20

重點整理： 

工廠管理輔導法部分條文修正案 6 月 27 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

新增第 4 章之 1「未登記工廠與特定工廠之管理及輔導」專章，

增訂 1 條罰則及修正施行日期規定，共計 14 條文。105 年 5 月

20 日後新增的未登記工廠，將停止供電、供水及拆除；在此之

前屬低污染既有未登記工廠，須於新法施行起 2 年內申請納

管，每年繳交納管輔導金，並於期限內完成工廠改善。至於中

高污染既有未登記工廠，應訂定輔導期限，輔導業者轉型、遷

廠或關廠，拒不配合將停供水電並拆除。此外，經完成改善消

防、環保的工廠，得申請登記為特定工廠。之前曾取得臨時登

記的工廠，新法施行起 2 年內申請換發特定工廠登記，相關子

法完成後，預計 12 月前將全國巡迴與地方政府共同辦理 21 場

的說明會，向業者說明後續應配合辦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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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年，藉此督促業者儘快完成用地合法。 

經濟部表示，為落實農地工廠納管並使特定工廠申請程序、納管輔導金及營運管

理金等事項明確化，將訂定特定工廠登記辦法、用地變更編定辦法，後續也會研訂檢

舉條款及獎勵制度。相關子法完成後，預計 12 月前將全國巡迴與地方政府共同辦理

21 場的說明會，向業者說明後續應配合辦理事項。 

至於低污染認定基準，今年 5 月環保署已邀集經濟部、農委會召開 2 次會議討論

研訂非屬低污染產業，相關草案將再確認後發布。相關配套措施包含群聚地區認定原

則基準、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執行方案、管理輔導計畫範本、工廠管理輔導會報設置

要點及工廠改善計畫範本等，也會在今年底前研擬完成。 

根據經濟部所推估，全國農地約有 1.4 萬公頃存在未登記工廠，家數部分約有

3.8 萬家，已取得臨時工廠登記共計有 7400 餘家，原有效期限將在明年 6 月 2 日屆

滿，在新法修正通過後，可經納管、輔導後有繼續經營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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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未嘗試改善就裁員 勞動部：違法 
 

被動元件大廠國巨傳出人力汰弱留強，將針對考核成績後段半的員工進行資遣，

但勞動部 16 日強調，當公司認定員工不能勝任工作時，必須要先進行改善措施，若 

未經過改善程序就裁員，「為了裁員而裁員」，就屬於違法解僱。  

勞動部勞動關係司長王厚偉指出，很多公司都設定每年裁員一定比例勞工、或是

未給改善機會、請業績後段班的勞工走路等內部規定，「這種先畫靶再射箭」的管理

方式，勞動部認為「這是違反勞基法的法定事項」。  

據《勞基法》第 11 條規定，雇主只能在歇業或轉讓時、虧損或業務緊縮時、不

可抗力暫停工作在一個月以上時、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勞工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

可供安置時、以及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才能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

約。 

王厚偉強調，目前勞動部和法院的看法都一致，認為解僱是最後手段，這也代表

當公司認定員工不能勝任工作時，應該要先窮盡一切改善措施，包括工作改善、調整

工作內容、訓練員工以提升技能等，在持續一段時間後，如果情況仍未改善，才能終

止契約。  

當雇主涉及違法解僱時，勞動部表示，勞工可直接向勞動部或當地地方政府勞工

行政主管機關申訴外，也可依勞資爭議處理法規定，向地方機關申請調解或仲裁。  

由於勞資間紛爭屬民事範疇，勞動部指出，勞工如有需要，可循司法途逕，向具

管轄權的民事法院提起訴訟或進行調解。                108.07.19 人力仲介會訊 

重點整理： 

勞動部強調，當公司認定員工不能勝任工作時，必須要先進行

改善措施，若未經過改善程序就裁員，就屬於違法解僱。據《勞

基法》第 11 條規定，雇主只能在歇業或轉讓時、虧損或業務

緊縮時、不可抗力暫停工作在一個月以上時、業務性質變更，

有減少勞工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時、以及勞工對於

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才能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當

公司認定員工不能勝任工作時，應該要先窮盡一切改善措施，

包括工作改善、調整工作內容、訓練員工以提升技能等，在持

續一段時間後，如果情況仍未改善，才能終止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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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安全意識北市輔導雇主取得職安證 

30人以下未接受丙種課程 可處3-15萬罰鍰 
 

小型企業雇主大多欠缺安全意識，所僱用員工亦未接受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台北

市政府勞動局去年規劃推出「老闆職安證」，培訓 241 位雇主或業務主管完成 21 小時

的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課程。 

勞動局表示，七月起將開辦第二屆，鎖定風險性較高之瓦斯串接場所、旅行社業、

室內裝修等業別，預計培訓 715 個名額，協助小型企業由上而下建立風險意識。 

台北市服務業勞工人數多數分布於百貨、餐飲、商旅及各式工程，企業規模多以

小型居多，如未確實接受安全衛生訓練，職災風險恐因此提高。 

現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3 條、第 4 條規定，事業單位勞工人數未滿 30 人

者，雇主要自行或指派人員接受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訓練課程以符合規定，如

未依規定設置者，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得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45 條規定，

處 3 萬至 15 萬元罰鍰。 

勞動局指出，去年已完成培訓 241 位雇主或業務主管完成 21 小時的職安訓練課

程，結訓測驗合格率達 70%，今年將選定風險性較高瓦斯串接場所如餐飲業、桶裝瓦

斯供應業、食品烘培加工業等，以及廣告招牌安裝業、旅行社業、園藝業、裝修、綜

合商品批發零售業、便利商店業與診所等行業，規劃 13 梯次課程，每梯次訓練時數

為 21 小時，取得「老闆職安證」。勞動局日前已發函通知，以「雇主」為優先對象，

預計可協助超過 700 人取得證照。                       108.07.22 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台北市政府勞動局去年規劃推出「老闆職安證」，培訓雇主或

業務主管完成 21 小時的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課程。勞動

局表示，鎖定風險性較高之瓦斯串接場所、旅行社業、室內裝

修等業別，協助小型企業由上而下建立風險意識。現行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3 條、第 4 條規定，事業單位勞工人數未滿

30 人者，雇主要自行或指派人員接受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

管訓練課程以符合規定，如未依規定設置者，經通知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得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45 條規定，處 3 萬至 15

萬元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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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於試用期間 勞動權益同正職人員 

年資須計入 無法勝任工作仍須付資遣費 
 

目前正逢新鮮人謀職熱潮，台中市政府勞工局提醒，勞僱雙方雖可在誠信原則下

約定合理的試用期，但實務上常因雇主於試用期資遣勞工未給付資遣費而衍生勞資爭

議。勞工局強調，即便是所謂「試用期間的勞工」，其勞動權益與「正職員工」並無

不同，無論試用期屆滿與否，雇主欲終止勞動契約，都須依勞基法相關規定辦理，勞、

健保部分也須符合規範。 

早期勞基法施行細則曾有「勞工之試用期間，不得超過 40 日」的規定，但在 86

年 6 月 12 日修法時已刪除，因此現行勞基法雖未對試用期間或試用契約制定明文規

範，但一般雇主僱用新進員工僅對勞工學、經歷做形式上審查，無法瞭解是否能夠勝

任工作，因此在正式締結勞動契約前先行約定試用期間，基於契約自由原則，倘若勞

工與雇主間有試用期間合意，且工作性質確有必要，則試用期間約定仍為合法有效。 

勞工局進一步說明，勞基法施行細則第5條規定，勞工工作年資自受僱當日起算，

因此勞工於試用期屆滿，雇主予以留用，試用期間年資應併入工作年資內計算，於試

用期內或屆期時，雇主欲終止勞動契約，須具備勞基法規定的事由，如以勞工不能勝

任為由終止勞動契約，仍須依法給付資遣費，且勞工工作 3 個月以上時，也須依勞基

法第 16 條規定給予預告期。 

此外，若勞工於試用期間認為工作不合適，選擇自願離職，仍應克盡離職交接手

續義務。                                              108.07.24 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勞工局強調，即便是所謂「試用期間的勞工」，其勞動權益與

「正職員工」並無不同，無論試用期屆滿與否，雇主欲終止勞

動契約，都須依勞基法相關規定辦理，勞、健保部分也須符合

規範。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5 條規定，勞工工作年資自受僱當日

起算，因此勞工於試用期屆滿，雇主予以留用，試用期間年資

應併入工作年資內計算，於試用期內或屆期時，雇主欲終止勞

動契約，須具備勞基法規定的事由，如以勞工不能勝任為由終

止勞動契約，仍須依法給付資遣費，且勞工工作 3 個月以上時，

也須依勞基法第 16 條規定給予預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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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配健保卡借表姊治癌花近 90 萬 開死亡證明露餡 
 

健保卡遭冒用事件頻傳，去年一名中國籍配偶將健保卡借給罹患胃癌的表姊使用，

花了近 90 萬元醫療費用仍病逝，直到醫師要開立死亡證明時，持卡人險成「死人」，

一切才東窗事發。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長李伯璋今天表示，根據統計，2014 年至今共發現 

35 件冒用健保卡事件，主要來自民眾、醫療院所及移民署、檢警調機關舉報，違法

使用醫療費用超過新台幣 175 萬元，開立罰鍰 108 萬元。 

進一步分析發現，冒用者以外籍人士 19 件最多，其中又以失聯移工為大宗，陸

配僅 2 件;本國籍人士 16 件，大多是通緝犯擔心身分曝光，冒用他人身分就醫。 

李伯璋指出，冒用案件當中，醫療費用最高的案件發生在去年，一名中國籍配偶

將健保卡借給罹患胃癌、未納健保的中國籍表姊使用，持卡人表姊不僅到醫學中心住

院、開刀，花費多達 90 萬元醫療費仍病逝，直到醫師即將開立死亡證明，持卡人眼

見自己將成「死人」，才坦承把健保卡借給表姊用，經檢調偵辦，持卡人遭判有期徒

刑 4 個月、緩刑 2 年，並追回相關醫療費用。 

李伯璋強調，這類案件每筆醫療費用從數百元至上萬元都有，雖是詐欺案件，但

每經調查後，往往因金額太低而不起訴或緩起訴。 

此外，李伯璋坦言，冒用健保卡的問題很難以大數據等方式揪出，即便醫師在診

間發現患者冒用他人健保卡，由於還沒有接受治療，也不構成犯罪事實，因此目前被

抓到的案例恐怕只是冰山一角。 

重點整理： 

健保卡遭冒用事件頻傳，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長李伯璋

今天表示，根據統計，2014 年至今共發現 35 件冒用健保卡事

件，主要來自民眾、醫療院所及移民署、檢警調機關舉報，違

法使用醫療費用超過新台幣 175 萬元，開立罰鍰 108 萬元。

健保署違規查處室專委董玉芸指出，根據全民健康保險法，若

醫院未核對就醫者身分文件就替患者治療，健保可不支付醫療

費用，並可記點、停約等處分;若明知有冒用仍申報，更可扣減

醫療費用 10 倍金額、開罰 2 至 20 倍金額;至於出借、冒用健

保卡者，則會移送法辦，背上偽造文書、詐欺等罪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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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署承保組專門委員吳昕表示，截至目前，遭冒用的大多是沒有照片的健保卡，

為防類似事件發生，去年元旦起祭出新制，要求新申辦、補換發的健保卡都須附上照

片，但過去已發出的健保卡仍有約 2 成沒有照片;近日已發函要求醫療院所落實雙證

件查核，一旦遇到沒有照片的健保卡，就須要求出示身分證明文件才可就醫。 

健保署違規查處室專委董玉芸指出，根據全民健康保險法，若醫院未核對就醫者

身分文件就替患者治療，健保可不支付醫療費用，並可記點、停約等處分;若明知有

冒用仍申報，更可扣減醫療費用 10 倍金額、開罰 2 至 20 倍金額;至於出借、冒用

健保卡者，則會移送法辦，背上偽造文書、詐欺等罪責。 

 

 

 

 

 

 

 

 

 

 

 

 

 

 

 

 

 

 

 

 

 

 

108.07.30 人力仲介會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