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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客戶朋友您好： 

感謝您長期以來對本公司的愛護與支持，在此致上十二萬分的

謝意！ 

本公司為體恤同仁們一年的辛勞，特別安排 108 年度國外員工

旅遊，計畫將於 10 月 25 日(五)至 10 月 29 日(二)舉辦旅遊，這

段期間，如有任何需要本公司服務之處，煩請通知我們以便本

公司提早安排處理，或是於 10 月 30 日(三)上班日再與我們聯

繫。  

以上之安排，如有任何造成不便之處，望請多多見諒！ 

 

 

 

祝 商祈 

 

 

                   恆力國際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總經理 張素幸 暨全體員工  敬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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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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活著一天，就是有福氣，就該珍惜。當我哭泣我沒有鞋子穿的時候，我發現有人

卻 

  沒有腳。 

§ 我們心中的恐懼，永遠比真正的危險巨大的多。      楊董                                                                                                                         

                                                               

§ 勇氣是控制恐懼心理，而不是心裡毫無恐懼。 

§ 突破心理障礙，才能超越自己。          二姐                                           

                                                               

§ 在實現理想的路途中，必須排除一切干擾，特別是要看清那些美麗的誘惑。 

§ 人生就像鐘錶，可以回到起點，卻已不是昨天！      張姐                     

                                                               

§ 時間是治療心靈創傷的大師，但絕不是解決問題的高手。 

§ 愚昧者怨天尤人，無能者長吁短嘆，儒弱者頹然放棄。     嘉文                                          

                                                               

§ 還沒有成功前、要懂得忍耐，贏得掌聲後，要學會謙虛和不斷學習。 

§ 時間是小偷，他來時悄無聲息，走後損失慘重，機會也是如此。         金瑛 

                                                               

§ 成功的力量，來自從一個失敗到另一個失敗，卻不喪失熱情。 

§ 今天做好事的你，永遠比明天只會講話的你好。      阿線 

                                                                                                     

§ 有效的溝通有三個關鍵，以理解為動機，用聆聽當方法，讓共識成目的。 

§ 人生成功的秘訣是，當機會來到時，立刻抓住它。      勇衡                                            

                                                               

§ 人生觀決定了一個人的人生追求；世界觀決定了一個人的思想境界；價值觀決定

了一個人的行為準則。 

§ 本來無望的事，大膽嘗試，往往就能成功。       宏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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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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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成功與失敗的分水嶺，可用五個字來表達—我沒有時間。    巧柔                              

                                                                

§ 想要的東西，盡量自己努力去得到，別人給你的，終究帶著利息的。 

§ 成功不是全壘打，而要靠每天的經常的打擊出密集安打。    愷悌                                                                                          

                                                                 

§ 要經常聽.時常想.時時學習，才是真正的生活方式。對任何事既不抱希望，也不

肯學習的人，沒有生存的資格。            

§ 人生不求滿分，只求滿足，生命不求富貴，只求平安。     婉蒂                          

                                                                 

§ 哪裡有陰影，哪裡就有光，當人生遇見挫折時，別放棄依然充滿希望。 

§ 智者不只發現機會，更要創造機會。         雅琳 

                                                                

§ 願望只是美麗的彩虹，行動才是澆灌果實的雨水。 

§ 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                    阿河 

                                                                

§ 人生充滿了起起落落。關鍵在於，在頂端時好好享受；在低谷時不失勇氣。 

§ 才能是刀刃，勤奮是磨刀石。          莎莎                                                                                                                                      

                                                                

§ 一個人表現的優異或平庸，他們的差異與才華無關，而與行為習慣及基本原則有 

  關。 

§ 快樂要懂得分享，才能加倍的快樂。         海平                                                                                                                                     

                                                                  

§ 再大的夢想，只要分段去做，總有一天能達成；再小的夢想，如果都不行動，哪

裡都到不了。 

§ 人生在世，苦也一天，樂也一日，不如笑著隨緣吧。     阿本 

                                                                

§ 有些人像火車，雖然很有動力，但因為只相信軌道，所以就只能去同樣的地方。 

§ 成功的信念在人腦中的作用就如鬧鐘，會在你需要時將你喚醒。   葦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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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惜時如金，不虛度時光的人，才能擁有一個充實、無悔的人生。 

§ 生活不會永遠低潮，讓我們一起為更好的明天喝采吧！     妙儒                

                                                                

§ 長廊將盡，希望在轉角；轉個彎，還是可以看到藍天。 

§ 很多時候，顛倒一下視角，會發現一個全新的世界。     毓茹                                  

                                                                                 

§ 天色再暗，也有放晴的一天。人生再難，總有好轉的時刻！ 

§ 生命像流星一樣，終點並不重要，最要緊的是發光。 芳宜                                    

                                                                                                                               

§ 人的一生就像一篇文章，只有經過多次精心修改，才能不斷完善。 

§ 學習要有三心，一信心，二決心，三恆心。 雙雙 

                                                                                                                               

§ 全世界什麼事情都很難控制，只有一個東西不需要天時地利人和，那就是自制力。 

§ 嘆氣是最浪費時間的事情，哭泣是最浪費力氣的行徑。     美甄     

                                                                                                                               

§ 雖然不能預知人生的大戲何起何落，但可以決定演出的方式。     

§ 人生不怕轉彎，每一次選擇都可能是新的出發。      靜如             

                                                                                                                                

§ 不順利的逆境，要靠勇氣克服；不順意的人事，要用雅量包容。 

§ 年輕沒有資格喊累。            玉河             

                                                                                                                                
 

 

 

 

 

 

~以上勵志小語感謝恆力各位同仁溫馨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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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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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1,001 271,583 155,560 60,423 223,433 2 

農、林、漁、牧業(船員) 12,264 9,103 1,698 30 1,433 0 

製 造 業 435,875 63,736 122,544 57,310 192,284 1 

食品及飼品 28,752 5,212 4,302 3,337 15,901 0 

飲  料 942 180 167 126 469 0 

紡  織 25,516 5,017 4,845 5,118 10,536 0 

成衣及服飾品 4,724 351 626 425 3,322 0 

皮革、毛皮及其製 品 2,381 389 107 486 1,399 0 

木竹製品 3,033 944 270 143 1,676 0 

紙漿、紙及紙製品 6,597 1,768 840 820 3,169 0 

印刷及資料儲存媒 體複製 4,070 552 447 503 2,568 0 

石油及煤製品 39 13 2 1 23 0 

化學原材料、肥料、氮化合物、塑橡膠原料及人造纖維 4,723 496 1,753 791 1,683 0 

其他化學製品 3,343 849 802 329 1,363 0 

藥品及醫用化學製品 1,050 252 400 35 363 0 

橡膠製品 10,805 1,712 984 2,060 6,049 0 

塑膠製品 29,942 5,121 4,001 4,443 16,377 0 

非金屬礦物製品 12,014 2,382 2,133 2,773 4,726 0 

基本金屬 20,139 4,450 3,594 6,130 5,964 1 

金屬製品  99,867 17,522 14,377 14,027 53,941 0 

電子零組件 71,345 1,307 56,158 3,440 10,440 0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 15,103 112 11,429 208 3,354 0 

電力設備及配備 9,156 1,518 1,721 1,334 4,583 0 

機械設備 40,502 5,617 6,458 4,657 23,770 0 

汽車及其零件 14,919 2,805 2,744 2,685 6,685 0 

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 9,923 1,784 928 2,083 5,128 0 

家  具 5,243 1,349 710 429 2,755 0 

其  他 11,747 2,034 2,746 927 6,040 0 

營 建 工 程 業 4,273 430 12 2,643 1,188 0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其他服務業 258,589 198,314 31,306 440 28,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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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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注意！勞保不能追溯 到職就要加保 
 

工作投勞保，是上班族都懂的道理，但是到底何時開始起算？如果雇主太晚加保， 

可以追溯投保期嗎？晚加保對勞工有何損失？如果未加保或遲加保，勞工能求償嗎？ 

很多勞工都知道工作加勞保，但是也常有勞工被資遣或發生職災時，才發現雇主根本

未投保，甚至雇主以忘了馬上加保為由，在勞工到職後數個星期、甚至數月後才加保。 

勞保局表示，勞保條例規定勞工到職日就要加保，且不能追溯加保，即使雇主事

後以忙碌為由，表示願意補繳保費，也無法為勞工追溯加保，因此勞工務必要確保自 

己在職日就已加保。  

勞工如何查證雇主是否確實加保？勞保局表示，事業單位通常會在勞工報到後送

件加保，若採網路申報，大約三個工作天就可完成加保，勞工可在三天後上路以自然 

人憑證上網查詢，或是打電話向勞保局查詢。若雇主採書面申報加保，則約七到十個

工作天，勞工才能查詢是否已辦理加保。  

舉例而言，勞工若是 8 月 6 日到職，勞保即從 8 月 6 日開始生效，若雇主採

網路申報，勞工可在 8 月 9 日上網或向勞保局查詢。  

另一種查詢方式，則是勞工拿到第一次薪資單時，通常雇主會在薪資明細寫明薪

資扣費項目，例如扣勞健保費用，勞工若拿到薪資單發現沒有扣勞保費，表示尚未加 

勞保，也應該盡速向勞保局查詢。  

雇主未幫勞工加保，或是遲加保，將影響勞保年資及保險給付權益。例如勞保未

加保，也等於未投就業保險，一旦勞工被資遣，將無法領取失業給付。其他如勞工生 

病住院，無法領取傷病給付；發生職災，無法申請職災保險給付。  

重點整理： 

勞保局表示，勞保條例規定勞工到職日就要加保，且不能追溯

加保，雇主未幫勞工加保，或是遲加保，將影響勞保年資及保

險給付權益。例如勞保未加保，也等於未投就業保險，一旦勞

工被資遣，將無法領取失業給付。其他如勞工生病住院，無法

領取傷病給付；發生職災，無法申請職災保險給付。勞保局表

示，雇主未依法為勞工投保，或是未在到職日加保，勞保局依

法處以行政罰鍰，其中依延遲加保的保費加徵保費四倍，若是

就保，則是加徵就保費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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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勞保老年年金是以勞保年資計算領取金額，如果勞工因為未投保或

是遲加保，減損勞保年資，連年金給付都會縮水，損失慘重。  

雇主若未投保 勞保局處行政罰鍰 

上述這些損失，勞工如何求償？勞保局表示，雇主未依法為勞工投保，或是未在

到職日加保，勞保局依法只能處以行政罰鍰，其中依延遲加保的保費加徵保費四倍，

若是就保，則是加徵就保費十倍。  

勞工如何求償 走民事訴訟程序 至於勞工因未加保或遲加保的保險給付損失，勞

保條例只規定勞工可以向雇主求償，也就是勞工只能走民事訴訟程序求償。 

 

 

 

 

 

 

 

 

 

 

 

 

 

 

 

 

 

 

 

 

 

108.09.03 人力仲介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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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違反法令證明 新北市開放線上申辦 

資料不全可隨時上傳補正 節省郵遞時間 
 

繼 7 月 2 日開放「外國人入國通報」、「事業單位歇業事實認定」、「聽語障者促進

就業手語翻譯服務」等線上申辦功能後，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宣布，自 9 月 3 日起，啟

動無違反勞工法令證明書線上申請服務，讓有引進外勞需求的事業單位透過網路即可

申請，減省申辦的時間。 

現行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規定，除聘僱家庭幫傭、家庭看護工、受自

然人雇主聘僱從事海洋漁撈或乳牛飼育工作外，雇主在向勞動部申請招募許可前，應

向當地勞政主管機關申請開立證明文件，針對提撥勞退準備金及提繳勞退金、繳納積

欠工資墊償基金、繳納勞工保險費、勞工法令罰鍰、勞資會議等事項予以查核，經查

核合格，將開立「無違反勞動法令證明書」，作為申請外國人招募許可的應備文件。 

由於雇主對引進外勞的需求持續增加，新北市每年受理超過 7 千件「無違反勞動

法令證明書」申請案。勞工局表示，過去事業單位須填寫申請書並檢附備審資料，再

透過臨櫃、郵寄、傳真等方式送件，過程免不了舟車勞頓，投件後如資料不全，還需

額外補正；現在事業單位只要動動手指，就能雲端申請，除了大幅節省紙張印製，若

資料不全也能線上上傳補正，加速辦理期程。此外，事業單位也能線上查詢辦理進度。 

首次申辦應申請為企業會員，於「新北勞動雲」（https://ilabor.ntpc.gov.tw）

重點整理：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宣布，自 9 月 3 日起，啟動無違反勞工法令

證明書線上申請服務，讓有引進外勞需求的事業單位透過網路

即可申請，減省申辦的時間。現行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

辦法規定，除聘僱家庭幫傭、家庭看護工、受自然人雇主聘僱

從事海洋漁撈或乳牛飼育工作外，雇主在向勞動部申請招募許

可前，應向當地勞政主管機關申請開立證明文件，針對提撥勞

退準備金及提繳勞退金、繳納積欠工資墊償基金、繳納勞工保

險費、勞工法令罰鍰、勞資會議等事項予以查核，經查核合格，

將開立「無違反勞動法令證明書」，作為申請外國人招募許可

的應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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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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的「網路申辦」、「企業服務」項下，點選「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16 條

第 1 項第 5 款」申請。應檢附資料，包括最近 6 個月勞工退休金之繳費單據或證明影

本、最近 6 個月積欠工資墊償基金之繳費單據或證明影本、最近 6 個月勞工保險費繳

費單據或證明影本，以及最新屆次勞資代表名冊、備查函、最近一次勞資代表異動備

查函及四次勞資會議紀錄等文件影本。委託仲介業者代辦者，另檢附委託書。 

勞工局表示，自 105 年起，勞動雲陸續推出「勞動檢查立即 GO」、「勞資調解便

利通」、「職訓補給站」、「資遣通報」、「勞資會議代表名冊備查」、「84-1 核備」、「工

作規則核備」、「活動報名」和「勞工大學」等線上申辦服務，事業單位可多加利用，

讓網路逐漸取代馬路。 

 

 

 

 

 

 

 

 

 

 

 

 

 

 

 

 

 

 

 

 

 

108.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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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台商回台投資方案再放寬外勞聘僱 最高可增聘 15％ 
 

為解決台商缺工問題，行政院今年 6 月通過，放寬歡迎台商回流投資方案適用

對象增聘外勞比率由 10%增加到 15%，勞動部近日已完成相關配套修法生效，其中台

商可再增聘外勞比率，由 10%到 15%，但 40%天花板未變。勞動部表示，只有電子業

受惠，因為其他行業最高都已可以用到 40%。 

目前外勞人力採「3K 五級制」，不同產業別分別可引進 10%、15%、20%、25%與

30%外勞。「Extra 附加外勞機制」，則是繳交更多就業安定費後，可增聘 5%、10%、

15% 外勞，但最高上限不超過 40%。  

去年底通過的歡迎台商回台投資方案的優惠聘僱外勞方案，訂有三年落日條款。

只要符合全新設廠或擴廠達一定規模以上、投資金額達一定金額、創造本勞就業人數 

達一定門檻的台商，若需聘僱外勞，可適用外勞預先核配制，一年內免定期查核，同

時可在原有 3K5 級制外勞聘僱比率，以及 Extra 附加外勞之外，額外再增聘 10%，

最高不得高於 40％。  

但有電子業廠商反映缺工問題嚴重，希望多繳就安費後能額外再增聘 15%，達到

最高 40%外勞，行政院於 6 月通過核定，將增聘外勞比率由 10%提高為 15%。  

勞動部表示，歡迎台商回台投資方案提出三年增聘外勞優惠措施，是在原有 3K5 

級制聘僱外勞比率，再加上附加外勞機制(即 Extra)最高 15%，可再增聘 10%外勞， 

但最高不能超過 40%。目前 3K 五級制只有原適用 10%的電子業無法用到 40%。  

官員說，電子業原本在 3K 五級制中聘僱比率為規定 10%，Extra 最高可多用 

重點整理： 

為解決台商缺工問題，行政院今年 6 月通過，放寬歡迎台商回

流投資方案適用對象增聘外勞比率由 10%增加到 15%，目前外

勞人力採「3K 五級制」，不同產業別分別可引進 10%、15%、

20%、25%與 30%外勞。「Extra 附加外勞機制」，則是繳交更

多就業安定費後，可增聘 5%、10%、15% 外勞，但最高上限

不超過 40%。歡迎台商回台投資方案提出三年增聘外勞優惠措

施，是在原有 3K5 級制聘僱外勞比率，再加上附加外勞機制(即 

Extra)最高 15%，可再增聘 10%外勞， 但最高不能超過 40%。

目前 3K 五級制只有原適用 10%的電子業無法用到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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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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加上台商優惠增聘 10%，等於最高 35%。如今提高增聘比率為 15%後，適用歡

迎回台投資方案的電子業就可用到 40%。  

勞動部表示，此次放寬增聘外勞比率為 15%，雖是適合所有產業，但是目前各產

業即使維持原有的 10%，加上 Extra，最多都可用到 40%，因此增加 5%只對電子業

有意義。此外，適用台商回台方案的增聘 15%，就業安定費都是比照 Extra 最高級， 

亦即原有就業安定費 2,000 元再加上 7,000 元，也就是增聘一個外勞要繳 9,000 

元就安費，等於要以比別的產業更高成本才能用到最高比率 40%外勞。 

 

 

 

 

 

 

 

 

 

 

 

 

 

 

 

 

 

 

 

 

 

 

 

108.09.05 人力仲介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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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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國超過一個月持慢性病連續處方箋可預先領藥 
 

出國旅遊是許多人放鬆休假的首選，尤其是聽到友人歐洲旅遊 30 天，都讓人好

羨慕。但對於慢性病病患卻是困擾，若出國超過 1 個月，可以預先領藥嗎? 答案是

可以的喔!如預定出國、為遠洋漁船船員出海作業或國際航線船舶船員出海服務超過 

1 個月之民眾，得於領藥時出具相關證明文件，就可一次領取該慢性病連續處方箋之

總給藥量（當次全部藥量以 3 個月為限），另外罕見疾病的病人也同樣適用預先領藥

的規定。 

 

 

 

 

 

 

 

 

 

 

 

 

108.09.09 人力仲介會訊 

重點整理： 

出國旅遊是許多人放鬆休假的首選，尤其是聽到友人歐洲旅遊 

30 天，都讓人好羨慕。但對於慢性病病患卻是困擾，若出國超

過 1 個月，可以預先領藥嗎? 答案是可以的喔!如預定出國、

為遠洋漁船船員出海作業或國際航線船舶船員出海服務超過 1 

個月之民眾，得於領藥時出具相關證明文件，就可一次領取該

慢性病連續處方箋之總給藥量（當次全部藥量以  3 個月為

限），另外罕見疾病的病人也同樣適用預先領藥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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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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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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秋節出勤須加倍給薪 
 

中秋節即將來臨，勞工局提醒，中秋節為勞動基準法第 37 條規定之應放假日（俗 

稱國定假日），雇主應給勞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事業單位因業務需求，經徵

得勞工同意於當日出勤提供勞務，若工作時數於 8 小時以內，月薪制勞工應加給 1 

日工資，時薪制勞工則應針對出勤時數加倍給薪；至於超過 8 小時部分，無論為月

薪制或時薪制，皆應依照勞動基準法第 24 條規定加成計給加班費。  

勞工局強調，若上開應放假日適逢勞雇雙方約定之休息日或例假日，雇主應再給

勞工補休，且應於勞工當月工資明細表載明國定假日出勤工資數額，以免不必要之爭 

議。事業單位如有違反上述規定，依法可處罰 2 萬元以上，100 萬元以下罰鍰，並

公布名稱及負責人姓名，籲請事業單位務必遵守法令規定。 

 

 

 

 

 

 

 

108.09.10 人力仲介會訊 

重點整理： 

勞工局提醒，中秋節為勞動基準法第 37 條規定之應放假日（俗

稱國定假日），雇主應給勞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事業

單位因業務需求，經徵得勞工同意於當日出勤提供勞務，若工

作時數於 8 小時以內，月薪制勞工應加給 1 日工資，時薪制

勞工則應針對出勤時數加倍給薪；至於超過 8 小時部分，無論

為月薪制或時薪制，皆應依照勞動基準法第 24 條規定加成計

給加班費。事業單位如有違反上述規定，依法可處罰 2 萬元以

上，100 萬元以下罰鍰，並公布名稱及負責人姓名，籲請事業

單位務必遵守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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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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工遇性騷擾可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訴 雇主應揭露 
 

勞工在工作場所遇到雇主性騷擾想申訴，但許多人不知道申訴管道包含地方主管

機關，勞動部將修正相關法規，要求雇主必須在公司內部性騷擾防治準則揭露訊息，

保障勞工申訴權益。  

根據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雇主應防治性騷擾行為的發生，且必須在知悉性騷擾

情形時，採取立即有效的糾正及補救措施，勞動部也依據性別工作平等法訂定工作場

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規定僱用受僱者 30 人以上的雇主，必

須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  

勞動部過去召開會議，有相關團體說有勞工在工作場所遇到性騷擾，剛好性騷擾

行為人又正好是雇主，許多勞工不清楚除了可循事業單位內部管道申訴外，也可直接

向地方主管提出申訴，因此希望能將相關資訊增訂在準則中。  

因此，勞動部於日前預告修正「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

則」修正草案，在草案第 2 條中增列明定「雇主為性騷擾行為人時，受僱者或求職

者除依事業單位內部管道申訴外，亦得向地方主管機關提出申訴」。  

勞動部表示，草案修正之後，雇主必須明確在公司內部的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

施申訴及懲戒辦法揭露此訊息，以保障勞工申訴權益。 

 

 

 

 

108.09.16 人力仲介會訊 

重點整理： 

根據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雇主應防治性騷擾行為的發生，且

必須在知悉性騷擾情形時，採取立即有效的糾正及補救措施，

勞動部也依據性別工作平等法訂定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

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規定僱用受僱者 30 人以上的雇主，

必須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並在工作場所公

開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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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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勞出口搶手 日本雇主提薪 搏感情留人 
 

越南勞工在國際間變得十分搶手，包括台灣、南韓、歐洲和日本都有很大的需求。

越南估計今年將出口 12 萬勞工到各個國家，當中很大一部份將往日本，成為農業、

食品加工業和機械工業不可或缺的人手。很多日本雇主為了留住訓練好的人才，對他

們噓寒問暖，也把薪資提高到讓他們滿意的水準。  

越南勞工到日本工作的外國人勞工人數，每年不斷增加，去年創下史上最多 146

萬人，當中排名第二多的就是越南人，共有 31 萬人，比去年同期增加 30%，大部分

都已經受過日文訓練，加上年輕力壯、學習速度快，成為日本不可或缺的勞動人口。 

現在的越南勞工，在日本已經不是過去任人剝削的廉價工人，反過頭來是日本雇主很

需要他們，費盡心思將他們留下。  

越南出口勞動力 2019 年將達到 12 萬人，不只是日本，南韓、台灣，東歐也有越

來越多國家要到越南搶勞工。  

今年日本政府宣布，擴大招募外籍勞工 5 年將達到 34 萬 5 千人，日本社會勢必

將面臨，更多接受來自不同國家的文化的挑戰，對日本雇主來說心理建設是不可少

的。 

 

 

 

 

 

 

108.09.16 人力仲介會訊 

 

重點整理： 

越南勞工在國際間變得十分搶手，包括台灣、南韓、歐洲和日

本都有很大的需求。越南估計今年將出口 12 萬勞工到各個國

家，當中很大一部份將往日本，成為農業、食品加工業和機械

工業不可或缺的人手。很多日本雇主為了留住訓練好的人才，

對他們噓寒問暖，也把薪資提高到讓他們滿意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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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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第二季 雇主違反就服法罰鍰2,683件 

非法聘僱居首 勞動部重申依法聘用外國人 
 

根據 108 年第二季資料，全國各地查獲雇主違反就業服務法件數共有 2,683 件，

較去年同期 1,974 件、增加 709 件，另廢止聘僱 79 件較去年同期 88 件減少 9 件。雇

主違法行為前三名分別是「聘僱未經許可或許可失效外勞」、「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

作」及「指派外勞從事許可以外工作」。 

勞動部重申，雇主應依法聘用外國人，聘僱外國人或是外籍配偶前應查證身分文

件，避免聘用到持偽證之外國人。 

勞動部說明，108 年第二季查獲雇主違法最多的，以違反就服法第 57 條第 1 款

規定，「聘僱未經許可或許可失效之外國人」遭罰鍰有 982 件，將依就服法第 63 條規

定，處以新臺幣 15 萬元至 75 萬元罰鍰，同時廢止許可 43 件。 

其次是雇主違反就服法第 44 條「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者有 328 件，處新

臺幣 15 萬元至 75 萬元罰鍰，廢止許可有 17 件。 

再者為查獲雇主違反就服法第 57 條第 3 至第 4 款規定，「指派外勞從事許可外工

作或調派至許可以外工作地點」共有 261 件，廢止許可有 13 件；其中指派許可以外

工作較多有 168 件，將處以新臺幣 3 萬元至 15 萬元罰鍰，並由主管機關限期改善，

若是仍而未改善者，廢止許可件數有 5 件。 

其餘依序是違反就服務第 57 條第 5 款規定，「未依規定安排所聘外國人接受健康

檢查或未函報結果」有 77 件，將處新臺幣 6 萬元至 30 萬元罰鍰；18 件違反就服法

第 57 條第 9 款「其他違反就服法或依就服法所發佈命令」，將處新臺幣 6 萬元至 30

重點整理： 

根據 108 年第二季資料，全國各地查獲雇主違反就業服務法件

數共有 2,683 件，較去年同期 1,974 件、增加 709 件，另廢止聘

僱 79 件較去年同期 88 件減少 9 件。雇主違法行為前三名分別

是「聘僱未經許可或許可失效外勞」、「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

工作」及「指派外勞從事許可以外工作」。勞動部重申，雇主

應依法聘用外國人，聘僱外國人或是外籍配偶前應查證身分文

件，避免聘用到持偽證之外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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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萬元罰鍰，廢止許可件數有 6 件。 

5 件違反就服法第 56 條規定「所聘僱外國人有連續曠職 3 日失去聯繫或是聘僱

關係終止之情事未通報當地主管機關或警察機關」，將處以新臺幣 3 萬元至 15 萬元罰

鍰；還有 4件違反就服法第 57條第 2款「雇主以本人名義聘僱之外國人為他人工作」，

將處以新臺幣 15 萬元至 75 萬元罰鍰；至於就服法第 57 條第 8 款「雇主非法扣留或

是侵占外國人之護照、居留證件或財物」，雇主在 1 至 6 月並無違法案件。 

 

 

 

 

 

 

 

 

 

 

 

 

 

 

 

 

 

 

 

 

 

 

 

 

108.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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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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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台北市第九波違反勞基法名單 共145家 

罰鍰金額1183萬元 未給付加班費最普遍 
 

台北市政府勞動局公布今年第九波違反勞動基準法事業單位名單，共計 145 家事

業單位，罰鍰總金額達 1183 萬元。此波名單為 7 月受處分的對象，其中也包含日前

辦理汽車貨運業及金融服務業專案勞動檢查的違規企業。勞動局已將完整資料上傳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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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部分案件訴願中。 

此次違反勞基法的企業中，包含製造業、汽車運輸業、金融業以及多個服務業領

域，另有兩家長照機構，因違反工資未全額給付及未給付假日或休假日工資，分別處

以 2 萬元罰鍰。單一企業罰鍰金額，以壹傳媒未依規定給付加班費，遭勞動局裁處

100 萬元為最高。 

此次違反的項目，以第 24 條第 1 項「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44 家最

多，其次第 24 條第 2 項「未依法給付休息日工作之工資」、第 32 條第 2 項「延長工

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各有 30 家遭裁處，而第 36 條第 1 項「未使勞工每 7 日中有 2

日的例假及休息日」則有 29 家。 

其他違反項目包括第 30 條第 6 項「出勤紀錄未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

止」有 22 家，第 23 條第 1 項「工資未定期給付」19 家，第 39 條「假日或休假日工

作未依規定加給工資」17 家，以及第 22 條第 2 項「工資未全額給付」則有 15 家， 

勞動局提醒事業單位，「臺北市政府處理違反勞動基準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已

在今年五月生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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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歸類為甲類企業，考量其企業規模較大、聘用

重點整理： 

台北市政府勞動局公布今年第九波違反勞動基準法事業單位名

單，共計 145 家事業單位，罰鍰總金額達 1183 萬元。此波名單

為 7 月受處分的對象，其中也包含日前辦理汽車貨運業及金融

服務業專案勞動檢查的違規企業。勞動局已將完整資料上傳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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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專區，當中有部分案件訴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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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人數較多，一旦違反法令規定，對勞工權益影響層面廣，因此設定較高的罰鍰額度。 

根據該基準，以最普遍的未依規定給付加班費為例，甲類企業五年內違反同一項

次規定第五次，將處新台幣 80 萬元至 100 萬元罰鍰。 

至於其他非屬甲類的乙類企業，第七次違規處 80 萬至 100 萬元罰鍰，第八次以

上裁處 100 萬元，給予中小企業充分的改善期。 

 

 

 

 

 

 

 

 

 

 

 

 

 

 

 

 

 

 

 

 

 

 

 

 

 

108.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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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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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聘永居外國人需提繳勞退 勞保局10月通知千家企業 
 

《勞工退休金條例》自 108 年 5 月 17 日起修正生效，將取得永久居留之外籍人

士納入適用，自是日起到職且適用勞基法者，一律適用新制，雇主應提繳至少每月工

資 6％的新制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的個人專戶。目前仍有 1,500 餘名外國人沒

有提繳勞退新制，勞保局將於 10 月寄發千封通知函給所聘任的事業單位。 

勞保局說明，依移民署 108 年 5 月資料，1.9 萬餘人具有永久居留，其中 8,064

人有投勞保，1,618 人已提繳勞退新制，另 1,553 人還未提繳勞退新制，勞保局將主

動在 10 月寄發通知雇主，約有 1,100 多家企業，提醒雇主應依規定申報提繳新制退

休金，並於期限內繳納，以維護勞工權益。如未依規定辦理，會先限期改善，未改善

將處以 2 至 10 萬罰鍰或加徵滯納金，並依法公布單位名稱、負責人姓名等相關資訊。 

勞保局進一步說明，永久居留外籍人士如果是在修法生效前(108 年 5 月 16 日以

前)到職且適用《勞基法》，可以選擇繼續適用勞退舊制，不過必須在 6 個月內(108

年 11 月 16 日以前)向雇主表明，屆期未表明適用舊制者，就應適用勞退新制，雇主

須依法於期限屆滿 15日內(即 108年 12月 2日以前)向勞保局申報提繳新制退休金。 

另外，《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已於 107 年 2 月 8 日施行，如已依該法規

定適用勞退新制者，應優先適用該法，不得再主張以永久居留外籍人士身分變更適用

制度。                                                108.09.24 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勞工退休金條例》自 108 年 5 月 17 日起修正生效，將取得永

久居留之外籍人士納入適用，自是日起到職且適用勞基法者，

一律適用新制，雇主應提繳至少每月工資 6％的新制退休金，

儲存於勞保局設立的個人專戶。勞保局將主動在 10 月寄發通知

雇主，提醒雇主應依規定申報提繳新制退休金，並於期限內繳

納。如未依規定辦理，會先限期改善，未改善將處以 2 至 10 萬

罰鍰或加徵滯納金，並依法公布單位名稱、負責人姓名等相關

資訊。永久居留外籍人士如果是在修法生效前(108 年 5 月 16 日

以前)到職且適用《勞基法》，可以選擇繼續適用勞退舊制，不

過必須在 6 個月內(108 年 11 月 16 日以前)向雇主表明，屆期未

表明適用舊制者，就應適用勞退新制，雇主須依法於期限屆滿

15 日內(即 108 年 12 月 2 日以前)向勞保局申報提繳新制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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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電動自行車戴安全帽 10/1 上路 
 

近年來，因為電動自行車的便利，加上現行規定騎乘者不需考照就能上路，讓不

少民眾、學生、外籍移工都選擇使用電動自行車代步，也因此釀成不少事故和人員受

傷，十月一日起包括騎乘電動自行車強制戴安全帽等新規定正式實施，花蓮警分局特

別製作英文、泰文、越南文多種語言的宣導看版，貼心提醒民眾注意，除了降低電動

自行車違規肇事的發生，也避免民眾違規受罰。  

花蓮警分局指出，十月一日交通新制上路， 其中針對電動自行車有三項新規定，

包括電動自行車時速超過二十五公里處罰新臺幣九百到一千八百元，擅自改裝車輛可

罰新臺幣一千八百元到五千四百元，沒戴安全帽也處罰新臺幣三百元，此次交通部為

了用路人安全祭出鐵腕，十月一日起，警方將配合主管機關強力執法，以有效降低電

動自行車違規肇事發生率。  

花蓮警分局表示，花蓮市區有工業區、漁港，警方發現許多的工廠或漁船船主都

會僱用外籍移工，平常他們上下班或假日休息，多數會選擇使用電動自行車代步，省

去考駕照的麻煩，而且車子也比機車便宜，配合十月一日交通新制上路，該分局交通

組特別製作了英文、泰文、越南文的宣導看版，由專人前往工業區、漁港等外籍移工

聚集場所，向外籍人士及移工宣導戴安全帽規定，避免觸法。  

此外，電動自行車不需考取駕照，也成為老年人及學生的代步首選，花蓮分局交

通組也針對轄區內的國中、高中，結合校方進行交通安全宣導，提醒學生騎電動自行

車應戴安全帽，更不得擅自變更相關速率控制設備，速度越高發生事故率越高，為維

護大家的安全，請駕駛人配合遵守交通規則。 

108.09.26 人力仲介會訊 

重點整理： 

花蓮警分局指出，十月一日交通新制上路， 其中針對電動自行

車有三項新規定，包括電動自行車時速超過二十五公里處罰新

臺幣九百到一千八百元，擅自改裝車輛可罰新臺幣一千八百元

到五千四百元，沒戴安全帽也處罰新臺幣三百元，此次交通部

為了用路人安全祭出鐵腕，十月一日起，警方將配合主管機關

強力執法，以有效降低電動自行車違規肇事發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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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申報 近期寄發首批限期改正通知 
 

配合洗錢防制政策，107 年公司法修正增訂第 22 條之 1，規定公司代表人須至「公

司負責人及主要股東資訊申報平臺」進行申報。經濟部表示，目前已有 9 成以上，超

過 62 萬家公司完成申報。提醒停業中的公司也要依法申報。 

經濟部表示，基於是新規定，站在輔導企業的立場，過去曾在二月、四月、六月

進行三次通知，提醒尚未辦理首次申報的公司儘速辦理，不過仍有少部分企業尚未辦

理。針對未申報的公司，自 9 月起據公司法第 22 條之 1 第 4 項規定，正式分批寄出

限期改正公文。 

    商業司進一步說明，此次寄發的限期改正通知，給予 25 天至 30 天改正期，讓企

業在這段期間完成申報；若超過期限仍未辦理，將了解個別企業是否確實有收到通知

以及實際營運狀況，如已無營業事實，就會依法命令解散。官員強調，目前都以輔導

為優先，裁罰將會是最後手段。 

   若公司逾期仍未申報，將依法裁罰公司代表人 5 萬元至 500 萬元罰鍰。因裁罰金

額高達 5 萬元以上，對於中小企業是相當沈重的負擔，再次籲請未申報公司把握最後

機會，儘速上網完成申報義務。 

申報平臺網址：https://ctp.tdcc.com.tw，並有註冊及申報流程說明。經濟部

提醒，停業中但未辦理解散或廢止登記的公司，仍要申報。若公司無意繼續經營，可

至所轄登記機關辦理解散登記。 

108.09.26 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配合洗錢防制政策，107 年公司法修正增訂第 22 條之 1，規定

公司代表人須至「公司負責人及主要股東資訊申報平臺」進行

申報。經濟部提醒停業中的公司也要依法申報。若公司逾期仍

未申報，將依法裁罰公司代表人 5 萬元至 500 萬元罰鍰。因裁

罰金額高達 5 萬元以上，對於中小企業是相當沈重的負擔，再

次籲請未申報公司把握最後機會，儘速上網完成申報義務。針

對未申報的公司，自 9 月起據公司法第 22 條之 1 第 4 項規定，

正式分批寄出限期改正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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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企業比照政府行政機關出勤彈性換假 

勞動部函釋部分工時也可比照適用 
 

勞動部 27 日發布函釋，允許事業單位依《勞動基準法》彈性工時規定調整工作

日與休息日，以比照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出勤者，其部分工時勞工亦得比照適用

之，例如：以本(108)年國慶連假 4 日為例，事業單位為比照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

表出勤，實施彈性工時將 10 月 5 日之休息日與 10 月 11 日之上班日對調，以形成連

假；則該事業單位之部分工時勞工亦得比照適用之。 

《勞動基準法》第 30 條第 1 項定有法定正常工時之一般規定，為每日不得超過

8 小時，每週不得超過 40 小時；同法另定有 2 週、8 週或 4 週彈性工時規定。 

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長謝倩蒨指出，彈性工時制定當時係以全時工作勞

工為規範對象，目的在使工時集中運用，減少勞工出勤次數，並減少企業排班問題；

至部分工時勞工之工作時間，相較於全時工作勞工已有相當程度縮減，依一般正常工

時規定已足使雇主彈性安排勞工之出勤模式，在 103 年曾以函釋闡明部分時間工作勞

工無得適用《勞動基準法》彈性工時規定。 

謝倩蒨進一步說明，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通常以「一日換一日」之換班(假)

概念調整出勤，以形成連假，例如：為使 108 年之國慶日可以連假 4 天，即將 10 月

5 日之非上班日與 10 月 11 日之上班日對調為之。民間企業如欲比照政府行政機關辦

重點整理： 

勞動部 27 日發布函釋，允許事業單位依《勞動基準法》彈性工

時規定調整工作日與休息日，以比照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

出勤者，其部分工時勞工亦得比照適用之，例如：以本(108)年

國慶連假 4 日為例，事業單位為比照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

出勤，實施彈性工時將 10 月 5 日之休息日與 10 月 11 日之上班

日對調，以形成連假；則該事業單位之部分工時勞工亦得比照

適用之。部分工時勞工得適用《勞動基準法》彈性工時規定之

情形，僅限於其事業單位比照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出勤，

採行彈性工時規定者，若不是比照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出

勤，部分工時勞工仍不得適用同法彈性工時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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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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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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日曆表出勤，依現行《勞動基準法》規定，必須採行彈性工時制度。若是事業單位

實施彈性工時規定以比照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出勤，其部分工時勞工不能一同適

用，恐造成同一事業單位內正職與部分工時者有不同上班時間規定。 

謝倩蒨表示，有事業單位反映後，衡平考量勞雇雙方權益及彈性工時規定意旨，

勞動部函釋部分工時勞工得適用《勞動基準法》彈性工時規定之情形，僅限於其事業

單位比照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出勤，採行彈性工時規定者，若不是比照政府行政

機關辦公日曆表出勤，部分工時勞工仍不得適用同法彈性工時規定。 

勞動部說，各界如有疑義，可電洽該部諮詢專線【02-89956866 或 0800-085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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