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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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創造機會的人是勇者，等待機會的人是愚者。 

§ 只有在天空最黑暗的時候，才看的見星星。       楊董                                                                                                                         

                                                               

§ 積極的人在每一次憂患中都看到一個機會，而消極的人則在每個機會都看到某種

憂患。 

§ 樹的方向由風決定，人的方向由自己決定。       二姐                                           

                                                               

§ 風有時會把船帆吹斷；但沒有風，帆船就不能航行。 

§ 成功不在於快或慢，而在腳步不停。         張姐                     

                                                               

§ 只有你學會把自己已有的成績都歸零，才能騰出空間去接納更多的新東西，如此

才能使自己不斷的超越自己。 

§ 看似阻擋去路的牆，卻是人生試煉石，讓人生更加散發光芒。   嘉文                                          

                                                               

§ 不順利的逆境，要靠勇氣克服；不順意的人事，要用雅量包容。 

§ 人與人相識靠緣分、相知靠真心、相處靠珍惜。             金瑛 

                                                               

§ 不要把別人對你的好當成理所當然，要知道每個人都會有累的一天，心存感激珍

惜它就像他對待你一樣。 

§ 人生不怕錯就怕不改過。           阿線 

                                                                                                     

§ 有時候放棄一個信念，遠比繼續堅持還需要更大的勇氣。 

§ 對一個人最好的肯定,就是相信他。         勇衡                                            

                                                               

§ 不以規矩，不成方圓。(解釋:規:圓規；矩:曲尺。比喻作事要遵循一定的法則。)

  

§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解釋: 孔子說：「不怕沒人了解自己， 

  就怕自己不了解別人。」)           宏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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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必要時候需要彎一彎，轉一轉，因為太堅強容易折斷，我們需要更多的柔軟，

才能戰勝挫折。 

§ 與其說是別人讓你痛苦，不如說自己的修養不夠。      巧柔                              

                                                                

§ 即使結果不完美，盡力了就不要苛責自己。 

§ 別過度放大也別輕易小看自己。          愷悌                                                                                          

                                                                 

§ 一步一腳印，時事都要從一點慢慢的累積起，到豐收的時候才能享受甜美的果實。 

§ 口說好話，心想好意，身行好事。         婉蒂                          

                                                                 

§ 學習的美好之處，是沒有人可以把它從你身上拿走。 

§ 堅持做好一件簡單的事，就很不簡單。        雅琳 

                                                                

§ 因害怕失敗而不敢放手一搏，永遠不會成功。 

§ 只要有信心，人永遠不會挫敗。                阿河 

                                                                

§ 人的一生當中會發生好事，也會發生壞事。你無法控制會發生些什麼，但你一定

可以掌控自己的處理方式。 

§ 困難裡包含著勝利，失敗裡孕育著成功。        莎莎                                                                                                                                      

                                                                

§ 人只要不失去方向，就不會失去自己。 

§ 用最少的悔恨面對過去。           海平                                                                                                                                     

                                                                  

§ 不要把失敗看太嚴重，也不要因為成功而太得意，沒有永遠的成功，只有永遠的

奮鬥。 

§ 能原諒別人的人最快樂，當你原諒一個人的時候，當下心裡面的煩苦也同時消失。 

                 阿本 

                                                                

§ 生活需要熱情，更需要自律、積極和勤奮，否則只是日曆上的天數。 

§ 夢想如果一直沒辦法變成計畫，那大概就只是夢，而不是夢想。   葦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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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無法強求，不如學會知足。縱使不能如願，也能試著釋懷。 

§ 抉擇不是對或錯，而是選擇讓自己好過。        妙儒                

                                                                

§ 不爭就是慈悲，不辯就是智慧，長存心底的善良，刻進生命的堅強。 

§ 休息就休息，不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        毓茹                                  

                                                                                 

§ 人在高峰時，別看不起別人；人在低谷時，要看得起自己。 

§ 幸福就在一念之間，轉個念，你也是幸福的人。 芳宜                                    

                                                                                                                               

§ 真正能激勵、能溫暖、能感動我們前行的並不是勵志語錄，而是身邊朋友的積極

上進與充滿正能量的人同行！  

§ 只要常保笑容，無論發生什麼事，都能從容以對。 雙雙 

                                                                                                                               

§ 夢想不會站在那裏發呆等你，築夢的路，都是跨出第一步後才開始的。 

§ 相信天外有天，人才不會自大，自覺渺小，才懂得謙卑。     美甄     

                                                                                                                               

§ 遇事不生氣是一種修養，做事不賭氣是一種成熟。 

§ 無法逃脫的困境，都是自己修行的道場。        靜如             

                                                                                                                                

§ 從哪裡跌倒, 就從哪裡站起來。 

§ 小事不做、大事難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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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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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4,291 273,605 156,248 60,396 224,040 2 

農、林、漁、牧業(船員) 12,382 9,223 1,699 30 1,430 0 

製 造 業 437,592 64,275 123,199 57,253 192,864 1 

食品及飼品 29,063 5,295 4,348 3,333 16,087 0 

飲  料 954 180 168 129 477 0 

紡  織 25,467 5,026 4,826 5,090 10,525 0 

成衣及服飾品 4,715 348 631 413 3,323 0 

皮革、毛皮及其製 品 2,368 388 104 485 1,391 0 

木竹製品 3,037 946 266 142 1,683 0 

紙漿、紙及紙製品 6,655 1,789 849 827 3,190 0 

印刷及資料儲存媒 體複製 4,073 552 444 502 2,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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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6 505 1,756 799 1,676 0 

其他化學製品 3,351 847 804 321 1,379 0 

藥品及醫用化學製品 1,075 250 407 34 384 0 

橡膠製品 10,890 1,731 985 2,072 6,102 0 

塑膠製品 30,019 5,165 4,024 4,451 16,379 0 

非金屬礦物製品 12,062 2,419 2,150 2,768 4,725 0 

基本金屬 20,104 4,454 3,627 6,076 5,946 1 

金屬製品  100,141 17,627 14,456 13,993 54,065 0 

電子零組件 71,445 1,344 56,268 3,447 10,386 0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 15,463 113 11,698 215 3,437 0 

電力設備及配備 9,248 1,516 1,769 1,340 4,623 0 

機械設備 40,521 5,685 6,484 4,642 23,710 0 

汽車及其零件 14,963 2,802 2,742 2,704 6,715 0 

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 9,988 1,809 919 2,096 5,164 0 

家  具 5,294 1,380 714 431 2,769 0 

其  他 11,921 2,091 2,758 942 6,130 0 

營 建 工 程 業 4,292 431 12 2,674 1,175 0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其他服務業 260,025 199,676 31,338 439 28,57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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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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0 日「國慶日」為法定休假日 

雇主應依法給假並給薪 
 

勞動部表示，《勞動基準法》第 37 條規定，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

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日，均應休假，工資照給。由於內政部所定 《紀

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明定「國慶日」(10 月 10 日)為應放假之節日，故凡適用《勞

動基準法》之勞工，上開假日雇主應依法給假並給薪，如徵得勞工同意於前開休假日

出勤，工資應依法加倍發給；前述休假日如適逢勞工之例假或休息日，應於其他工作

日補休。  

勞動部進一步指出，民間企業多有比照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出勤之情形，惟 

108年政府行政機關辦公之日曆表所列國慶連續假期，係以「一日換一日」之換班 (假)

概念調整出勤，以形成連假；以 108 年之國慶連假 4 天而言，係將 10 月 5 日 之

非上班日與 10 月 11 日之上班日對調。為使各行各業均有比照公部門「一日換一日」

之換班(假)之可能，勞動部業於 105 年 1 月 21 日公告指定依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

重點整理： 

勞動部表示，《勞動基準法》第 37 條規定，內政部所定應放

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日，

均應休假，工資照給。由於內政部所定 《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

法》明定「國慶日」(10 月 10 日)為應放假之節日，故凡適用

《勞動基準法》之勞工，上開假日雇主應依法給假並給薪，如

徵得勞工同意於前開休假日出勤，工資應依法加倍發給；前述

休假日如適逢勞工之例假或休息日，應於其他工作日補休。勞

動部業於 105 年 1 月 21 日公告指定依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

曆表出勤之行業為《勞動基準法》第 30 條第 3 項規定之行

業。爰事業單位如欲參照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出勤，得依

《勞動基準法》第 30 條第 3 項規定實 施「8 週彈性工時」，

於經「有工會者，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

會議同意」之程序後調整出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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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表出勤之行業為《勞動基準法》第 30 條第 3 項規定之行業。爰事業單位如欲參

照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出勤，得依《勞動基準法》第 30 條第 3 項規定實 施「8 

週彈性工時」，於經「有工會者，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

意」之程序後調整出勤。  

勞動部強調，包括「國慶日」在內的任何一個國定假日之出勤及工資給付，事業

單位均應依法辦理。雇主如有違反相關規定，勞工可檢具相關事證，就近向當地勞工

行政主管 機關【縣、市政府勞工局（處）或社會局（處）】申訴，以維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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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01 人力仲介會訊 

40家企業實施無薪假影響外勞366人 

實施無薪假期間外勞申請案都將管制 
 

勞動部公布最新無薪假人數統計，截至 108 年 9 月 30 日止，總計有 40 家企業、

2097 人實施無薪假，其中聘僱外勞企業有 21 家、影響外勞人數有 366 人；勞動部指

出，雇主在實施無薪休假期間，其所提出外國人初次招募、重新招募、遞補招募、入

國引進，都會予以管制。 

勞動部說明，上期(截至 9 月 15 日止)，實施無薪假家數計 34 家，實施人數 1,950

人，上期事業單位中，目前無停止實施者，累計新增 6 家，實施人數增加 147 人。 

本期(截至 9 月 30 日止)實施事業單位包含金屬機電業、電子業及其他產業，新

增的 6 家都屬於小型事業單位。本期多數事業單位之實施人數在 50 人以下，實施期

間未超過 3 個月，實施方式多為每月休 4 日(含)以下。 

勞動部表示，所謂的「無薪休假」並非雇主得以恣意實施之權利，而係事業單位

受景氣影響必須減產、停工甚至關廠，為避免大量解僱勞工，使勞工生計受到重大影

響，所勉強允許勞雇雙方在經由協議的前提下，減少工時並比例減少工資的一種措

施。 

為強化監督事業單位，遏止「無薪休假」之濫用，特訂定「因應景氣影響勞雇雙

重點整理： 

勞動部表示，所謂的「無薪休假」並非雇主得以恣意實施之權

利，而係事業單位受景氣影響必須減產、停工甚至關廠，為避

免大量解僱勞工，使勞工生計受到重大影響，所勉強允許勞雇

雙方在經由協議的前提下，減少工時並比例減少工資的一種措

施。為強化監督事業單位，遏止「無薪休假」之濫用，特訂定

「因應景氣影響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應行注意事項」，明定

實施「無薪休假」以不超過 3 個月為原則，對於按月計酬勞工，

每月工資仍不得低於基本工資，以保障勞工權益。勞動部對於

實施無薪休假雇主所提出外國人初次招募、重新招募、遞補招

募、入國引進，都會予以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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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協商減少工時應行注意事項」，明定實施「無薪休假」以不超過 3 個月為原則，對

於按月計酬勞工，每月工資仍不得低於基本工資，以保障勞工權益。 

勞動部指出，曾有企業實施無薪假卻又向勞動部申請招募聘僱外國人工作，為保

障本國勞工就業權益，勞動部對於實施無薪休假雇主所提出外國人初次招募、重新招

募、遞補招募、入國引進，都會予以管制。 

另勞動部提醒，從事同一性質工作時，不可有本勞放無薪假、外勞正常工作的情

況發生，否則將有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42 條規定，聘僱外國人不得影響本勞工作機會，

依法將處 6 萬元至 30 萬元罰鍰；對於雇主所生違反本勞人數與其得申請外勞許可之

人數，採 1：1 之比例，不予許可及中止引進，管制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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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01 外勞通訊社 

工輔法明年上路 有反映民間代辦收費高 

沈榮津：流程簡化、透明化 方便工廠申請 
 

工廠管理輔導法已於今年 6 月 27 日修正通過，母法及子法預計明年元旦同步上

路，估計約有 38000 家符合申請條件。經濟部長沈榮津 10 月 2 日於立法院經濟委員

會進行業務報告，立委提到，有南部工廠業者反映代辦費用一件要 15 萬元，對中小

企業是相當大的負擔，並要求經濟部遏止此種行為。 

對此沈榮津表示，申請流程要標準、公開、透明，且要有範例讓大家都了解，未

來也會將表單及懶人包放置於網站，並強調，不能接受藉此向工廠收取高額費用的狀

況。 

不過立委陳超明認為，很多工廠只知道法令通過，但如何申請卻毫無頭緒，代辦

業者能夠提供專業輔導跟協助，若片面限制代辦，恐怕會讓政策推展受阻。沈榮津解

釋，各種申請書、案例、計畫書要寫到什麼程度，會給範例讓工廠清楚地知道，因此

最大程度的簡化跟透明化是重點。 

此外，立委邱志偉也提到，工輔法即將在明年正式上路，涉及臨時工廠如何變更

為特定工廠，呼籲經濟部儘速完成相關子法的擬定，並與地方政府溝通，以免上路後

窒礙難行。 

 

108.10.02 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工廠管理輔導法已於今年 6 月 27 日修正通過，母法及子法預計

明年元旦同步上路，估計約有 38000 家符合申請條件。經濟部

長沈榮津 10 月 2 日於立法院經濟委員會進行業務報告，立委提

到，有南部工廠業者反映代辦費用一件要 15 萬元，對中小企業

是相當大的負擔，並要求經濟部遏止此種行為。對此沈榮津表

示，申請流程要標準、公開、透明，且要有範例讓大家都了解，

未來也會將表單及懶人包放置於網站，並強調，不能接受藉此

向工廠收取高額費用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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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修法職災發生時雇主應確認勞工安全 

 

勞動部預告修正「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增訂職災發生時，雇主除要採取

搶救等緊急應變措施外，還要確認所有勞工安全，並協助有危險之虞勞工退避至安全

場所，違反者將處 3 萬元至 30 萬元罰鍰，該修正案預計最快 109 年元旦實施。 

勞動部預告「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有意見者可於 108

年 11 月 29 日前提出。「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修正重點包括新增第 11 條之 1 規

定，勞工因執行職務遭受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雇主應採取預防必要措

施，至於不法行為可能涉及傷害、誹謗、公然侮辱、性騷擾、就業歧視…等情事，在

條文中明文訂出有關個案違法事件之調查、認定或後續處置，交由各該管主管機關或

司法機關依權管法令規定(如刑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性騷擾防治法及就業服務法等)

辦理。 

同時新增第 46 條之 1 規定，對於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發生職業災害時，雇主除採

取必要之急救、搶救等緊急應變措施外，雇主應即確認工作場所所有勞工安全之責任，

並使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之勞工，退避至安全場所。 

 

 

108.10.05 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勞動部預告修正「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增訂勞工因執

行職務遭受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雇主應採取預

防必要措施，至於不法行為可能涉及傷害、誹謗、公然侮辱、

性騷擾、就業歧視…等情事，在條文中明文訂出有關個案違法

事件之調查、認定或後續處置，交由各該管主管機關或司法機

關依權管法令規定(如刑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性騷擾防治法及

就業服務法等)辦理，職災發生時，雇主除要採取搶救等緊急應

變措施外，還要確認所有勞工安全，並協助有危險之虞勞工退

避至安全場所，違反者將處 3 萬元至 30 萬元罰鍰，該修正案預

計最快 109 年元旦實施。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B%9E%E5%8B%95%E9%83%A8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8%81%B7%E7%81%BD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B%9E%E5%8B%95%E9%83%A8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8%81%B7%E7%81%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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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萬家未登記工廠 明年起得申請納管 

經濟部提供改善計畫範例 鼓勵業者自辦 
 

為方便未登記工廠自行申請納管，經濟部推出簡政便民範例，並規劃只要業者符

合申請納管條件，前期僅需填寫申請表，就能向地方政府申請，並得以聲明書暫代相

關證明文件，以提高業者意願，並加速申請進度。 

日前有立委質疑未登記工廠代辦費用過高，造成中小企業負擔。基於程序簡化、

透明化，並鼓勵未登記工廠業者自行申請，經濟部除提供納管申請書範例外，也公布

工廠改善計畫書內容讓業者參考，協助業者自行填寫工廠改善申請書，免去不必要的

代辦費用。相關書表可至：https://www.cto.moea.gov.tw/FactoryMCLA/下載。 

根據經濟部推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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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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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明年元月施行，

其中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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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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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整理： 

根據經濟部推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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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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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明年元月施行，其中

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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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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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方便未登記工廠自行申請納管，經濟部推出簡政便民範

例，並規劃只要業者符合申請納管條件，前期僅需填寫申請表，

就能向地方政府申請，並得以聲明書暫代相關證明文件，以提

高業者意願，並加速申請進度。 

https://www.cto.moea.gov.tw/FactoryMC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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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進一步說明，業者提出納管申請後，無需進行實地審查，經地方政府通知

繳交工廠改善計畫時，才會進行審查，業者可根據改善計畫範例內容自行檢視、規劃

及投資改善，地方主管機關予以輔導，協助業者改善成果符合法令規定。待未登記工

廠依計畫完成環保、消防、水利及水保改善，繳交營運管理金，即可辦理特定工廠登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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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技檢第三梯次准考證10/15寄發 

起重機與堆高機操作 有293名移工報名 
 

勞動部 108 年度第 3 梯次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准考證將於 10 月 15 日起寄發，這

次新增外籍移工報檢固定式起重機操作與堆高機操作，得申請紙本學科試題加列母語

輔助服務；根據統計，外籍移工學科試題申請母語服務，報檢「固定式起重機操作」

印尼語 22 人，報檢「堆高機操作」印尼語 79 人、英語 75 人、泰語 22 人、越南語

95 人，總計 293 人。 

由於雇主團體一直反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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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整各界意見，考慮安全性與可行性後，勞動部同意在 108 年全國技術士技

能檢定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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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梯次學科測

試日期為 108 年 11 月 3 日。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提醒應檢人，不同梯次之各考區考場可能不盡

相同，務必於收到准考證後，詳實核對應考資訊，實際測試地點以准考證通知地點為

準，應檢人需格外注意、切勿跑錯試場而影響應試。（若原填寫之測試考區無法容納

報檢人數或考區因故異動時，將另行安排測試地點。） 

另就身心障礙者或符合特殊教育法第 3 條障礙類別者，依規定於報名時申請相關

協助措施之准考證，加註有「提供口唸」或「提供應考服務」之提醒文字，符合申請

重點整理： 

勞動部在 108 年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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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梯次學科測試日期為 108 年 11 月 3 日。准考證將於 10 月 15

日起寄發，這次新增外籍移工報檢固定式起重機操作與堆高機

操作，得申請紙本學科試題加列母語輔助服務；根據統計，外

籍移工學科試題申請母語服務，報檢「固定式起重機操作」印

尼語 22 人，報檢「堆高機操作」印尼語 79 人、英語 75 人、泰

語 22 人、越南語 95 人，總計 29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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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協助措施規定之應檢人，於准考證寄送日起至學科測試當日止，可至受理報名單

位網站（https://skill.tcte.edu.tw）查詢通過審核之服務項目。 

考生如發現准考證上的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職類、級別、免試別及申請協助

措施之提醒文字等，有任一欄與原報名資料不同而須更正者，敬請於 10 月 25 日前電

洽受理報名單位財團法人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基金會（服務電話：0800-360-800）

辦理資料更正。 

若遲至 10 月 23 日仍未收到准考證時，團體報名者請洽團報單位；個別報名者請

洽受理報名單位財團法人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基金會（服務電話：0800-36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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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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住民親友來台探親 未經許可不得工作 

於店面幫忙 將違反非法容留或聘僱規定 
 

新住民在台人數持續成長，台中市政府勞工局提醒，新住民如有家人或同鄉來台

探親或工作，不可安排其在自己經營的店內提供勞務，否則將違反就業服務法，可處

店主 15萬元以上 75萬元以下罰鍰，家人朋友也會被罰 3萬元以上 15萬元以下罰鍰，

並管制來台至少 1 年，籲請新住民留意，以免觸法。 

由於許多新住民發揮所長，在台開設餐館或販賣異國美食，為應付繁忙客源，常

讓同鄉家人朋友幫忙店內事務，協助出餐或整理環境等事務，而遭裁處高額罰鍰，家

人及同鄉也面臨被迫遣返的窘境。 

勞工局進一步說明，新住民家人或同鄉來台探親或工作期間，如有在店內提供勞

務的情形，縱使只是好意幫忙，仍構成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44 條「任何人不得非法容

留外國人從事工作」或第 57 條第 1 款「聘僱未經許可、許可失效或他人所申請聘僱

之外國人」，可處新台幣 15 萬元以上 75 萬元以下罰鍰，該名親友也會同時被裁處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並可能被管制再次來台年限至少 1 年。 

此外，過去聘有外籍看護工的家庭，在外籍家庭看護工無法協助照顧長達 1 個月

以上者，才符合喘息服務的申請資格，導致不少家庭面臨照護壓力，也間接影響移工

重點整理： 

勞工局說明，新住民家人或同鄉來台探親或工作期間，如有在

店內提供勞務的情形，縱使只是好意幫忙，仍構成違反就業服

務法第 44 條「任何人不得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或第 57

條第 1 款「聘僱未經許可、許可失效或他人所申請聘僱之外國

人」，可處新台幣 15 萬元以上 75 萬元以下罰鍰，該名親友也

會同時被裁處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並可能被管制再次

來台年限至少 1 年。衛生福利部與勞動部自 9 月 24 日起實施放

寬適用對象，經照管中心評估屬長照需要等級第 7 級或第 8 級

者，即可於外籍家庭看護工短時間休假時申請喘息服務。透過

市話或手機撥打「1966」專線，將由各地照顧管理中心提供長

照服務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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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休假權益。為減輕雇主照顧壓力及維護移工休假權益，並保障被照顧者的安全與照顧

品質，衛生福利部與勞動部自 9 月 24 日起實施放寬適用對象，經照管中心評估屬長

照需要等級第 7 級或第 8 級者，即可於外籍家庭看護工短時間休假時申請喘息服務。 

勞工局提醒雇主，如遇聘僱的外籍看護工因返鄉或個人因素需請假，短時間內無

法找到其他人協助照護者，可善用「擴大外籍看護工家庭使用喘息服務」，透過市話

或手機撥打「1966」專線，將由各地照顧管理中心提供長照服務資訊。 

 

 

 

 

 

 

 

 

 

 

 

 

 

 

 

 

 

 

 

 

 

 

 

 

108.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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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泰男騎電動車酒駕被逮 法官：判刑 2 月不用驅逐出境 
 

泰國籍男子提拉威合法申請來台工作，但他涉嫌在今年 9 月間喝啤酒後騎電動

自行車上路，遭警方攔查後，發現他的酒精濃度超標，全案依公共危險罪移送法辦後， 

台中地院以簡易判決處刑，認他違法事實明確，判刑 2 月，得易科罰金，考量他是

初犯，因此沒有必要併予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可上訴。  

判決書指出，泰國籍男子提拉威在今年 9 月 7 日晚間 6 時許在霧峰區的泰國

小吃店內吃晚餐，席間飲用啤酒，他直到隔天凌晨 2 時許，才騎電動自行車上路，

不過行經霧峰區福新路、六股路時，遭警方攔查，酒測後他的酒精值達每公升 0.39 毫

克，他承認酒駕，全案依公共危險罪送辦。  

台中地院審酌，提拉威在本案發生前，在台無前科紀錄，雖然他無視台灣酒後禁

止駕駛交通工具的禁令，明知自己飲酒後，精神狀態已受相當影響，只貪圖一己往來 

交通之便，輕率駕駛電動自行車上路，顯危及自己跟他人的人身安全，犯行不可取， 

幸好警方即時攔查，才未釀成更大交通事故。  

台中地院認為，提拉威屬泰國籍的外國人，受有期徒刑以上刑的宣告，考量到他

是初次酒後騎車，惡性非重，且是合法申請來台灣工作的外籍勞工，認定尚無必要併 

予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依法判刑 2 月，得易科罰金 6 萬元，全案可上 

訴。 

 

 

 

108.10.14 人力仲介會訊 

重點整理： 

泰國籍男子提拉威合法申請來台工作，但他涉嫌在今年 9 月間

喝啤酒後騎電動自行車上路，遭警方攔查後，發現他的酒精濃

度超標，全案依公共危險罪移送法辦後， 台中地院以簡易判決

處刑，認他違法事實明確，判刑 2 月，得易科罰金 6 萬元，

考量他是初犯，因此沒有必要併予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

出境，可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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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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家庭看護工在機場或收容單位行蹤不明 

即日起 放寬認定可不計入管制人數名額 
 

勞動部修正「雇主違反就業服務法第五十四條規定不予許可及中止引進裁量基

準」，其中「雇主聘僱之外國人行蹤不明人數或比例裁量基準簡表」人數與比例未修

正，但對於家庭看護工是在機場或收容單位發生行蹤不明，雇主具有不可歸責之原因，

並依規定通知入出國管理機關及警察機關者，放寬認定該外國人人數可不計入雇主申

請聘僱外國人之日前二年內之行蹤不明人數。 

勞動部 108 年 10 月 15 日公告修正「雇主違反就業服務法第五十四條規定不予許

可及中止引進裁量基準」，並自即日生效。 

勞動部表示，這次修正是配合法令修正，統一文字用語體例，並將實務作法落實，

最主要是避免爭議，原先管制期限不明，將管制期限明確化，訂為申請之日前二年內，

另將第二順位或第三順位申請接續聘僱許可的名額也需被管制一併在相關規定敘明

清楚。 

勞動部說明，裁量基準第二款規定，雇主於國内招募時，無正當理由拒絕聘僱公

立就業服務機構所推介之人員或自行前往求職者，其提出「初次招募」或「重新招募」

許可申請案時應即不予許可及中止引進。若雇主係以第二順位或第三順位申請接續聘

重點整理： 

勞動部 108 年 10 月 15 日公告修正「雇主違反就業服務法第五

十四條規定不予許可及中止引進裁量基準」，其中「雇主聘僱

之外國人行蹤不明人數或比例裁量基準簡表」人數與比例未修

正，但對於家庭看護工是在機場或收容單位發生行蹤不明，雇

主具有不可歸責之原因，並依規定通知入出國管理機關及警察

機關者，放寬認定該外國人人數可不計入雇主申請聘僱外國人

之日前二年內之行蹤不明人數。勞動部表示，這次修正是配合

法令修正，統一文字用語體例，並將實務作法落實，最主要是

避免爭議，原先管制期限不明，將管制期限明確化，訂為申請

之日前二年內，另將第二順位或第三順位申請接續聘僱許可的

名額也需被管制一併在相關規定敘明清楚。 



恆力國際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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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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僱許可時，因未經「初次招募」或「重新招募」許可之審核程序，故其申請接續聘僱

許可時，應檢附求才證明資料及審查雇主是否有以無正當理由拒絕聘僱本國勞工之情

事，有違反本款規定者，應於申請接續聘僱時不予許可及中止引進。 

裁量基準第三款規定，聘僱之外國人行蹤不明或藏匿外國人達一定人數或比例，

勞動部說明，雇主於提出「初次招募」、「遞補招募」或「重新招募」許可申請案時，

應即按雇主所超過行蹤不明或藏匿外國人數與其得申請許可之人數予以管制。惟雇主

係以第二順位或第三順位申請接續聘僱許可時，因未經「初次招募」、「遞補招募」或

「重新招募」許可之審核程序，故其申請接續聘僱許可時，如於申請之日前二年內所

聘僱之外國人達所定行蹤不明外國人人數或比例者，應於申請接續聘僱時予以管制。 

勞動部進一步說明，「雇主聘僱之外國人行蹤不明人數或比例裁量基準簡表」，其

中家庭類雇主申請聘僱外國人之日前二年內，有行蹤不明達二人以上將被管制，由於

《就服法》第五十八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受聘僱從事家庭看護工作之外國人於入出

國機場或收容單位發生行蹤不明之情事，雇主具有不可歸責之原因，並依規定通知入

出國管理機關及警察機關者，得申請遞補外國人。因此在該簡表加註「但受聘僱從事

家庭看護工作之外國人於入出國機場或收容單位發生行蹤不明之情事，雇主具有不可

歸責之原因，並依規定通知入出國管理機關及警察機關者，該外國人人數不計入雇主

申請聘僱外國人之日前二年內之行蹤不明人數」。 

 

 

 

 

 

 

 

 

 

 

 

 

 

108.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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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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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總統府人權委員會訂移工懷孕處理原則 

勞雇合意解約 製造業聘僱外國人總人數不計入 
 

由於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要求，勞動部訂「移工在聘僱工作期間懷孕及其後續

工作權益處理原則」，移工因懷孕經勞雇雙方合意解約，移工可自費在安置單位待產

並暫緩轉換事宜，考量解約原因不可歸責於雇主，原雇主可以引進或聘僱新移工，另

製造業雇主聘僱外國人總人數，可不計入懷孕人數。 

勞動部指出，依據總統府 108 年 7 月人權諮詢委員會第 36 次會議決議，訂「移

工在聘僱期間懷孕及其後續工作權益相關處理原則。 

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1 條規定，雇主對受僱者之退休、資遣、離職及解僱，

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工作規則、勞動契約或團體協約，不得規定或事

先約定受僱者有結婚、懷孕、分娩或育兒之情事時，應行離職或留職停薪；亦不得以

其為解僱之理由。 

實務上部分雇主會以移工懷孕為由，不能勝任工作解除勞動契約，因而衍生移工

重點整理： 

勞動部指出，依據總統府 108 年 7 月人權諮詢委員會第 36 次會

議決議，訂「移工在聘僱期間懷孕及其後續工作權益相關處理

原則。雇主不得因移工有懷孕、分娩等情事而終止聘僱關係，

若有雇主強迫情事，可透過 1955 專線或是地方政府申訴，若雇

主有違法片面終止聘僱關係，依違反就服法第 54 條第 1 項第 16

款其他違反保護勞工之法令情節重大，將會廢止雇主其配額，

並管制雇主 2 年不得提出申請。針對懷孕的移工經勞雇合意終

止聘僱關係，勞動部會廢止其聘僱許可，懷孕移工可申請轉換

雇主，若待產期間有身心不適情況，可檢具醫療機構開具的懷

孕診斷證明或是孕婦健康手冊，申請暫緩轉換事宜，暫緩期間

最長可至生產結束日起 60 天。考量雇主用人需求，因移工懷孕

勞雇合意解約，因不可歸責於雇主，原雇主可以引進或聘僱新

移工，另製造業雇主聘僱外國人總人數，可不計入懷孕人數，

且不計入審查標準第 14 條之 7 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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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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益受損，或是行蹤不明等情事。 

勞動部強調，雇主不得因移工有懷孕、分娩等情事而終止聘僱關係，若有雇主強

迫情事，可透過 1955 專線或是地方政府申訴，若雇主有違法片面終止聘僱關係，依

違反就服法第 54 條第 1 項第 16 款其他違反保護勞工之法令情節重大，將會廢止雇主

其配額，並管制雇主 2 年不得提出申請。 

針對懷孕的移工經勞雇合意終止聘僱關係，勞動部會廢止其聘僱許可，懷孕移工

可申請轉換雇主，若待產期間有身心不適情況，可檢具醫療機構開具的懷孕診斷證明

或是孕婦健康手冊，申請暫緩轉換事宜，暫緩期間最長可至生產結束日起 60 天，移

工要恢復轉換雇主應於該期間屆至日起 10 日內提出，若逾期提出申請就應依規定出

國。 

勞動部說明，雇主聘僱移工是採「一進一出原則」，移工需出國或是轉由新雇主

承接後，原雇主才可以申請遞補或是引進新移工。考量雇主用人需求，因移工懷孕勞

雇合意解約，因不可歸責於雇主，原雇主可以引進或聘僱新移工，另製造業雇主聘僱

外國人總人數，可不計入懷孕人數，且不計入審查標準第 14 條之 7 第 1 項第 2 款規

定人數。 

勞動部說，以往移工懷孕可能是以勞資糾紛處理，需要耗費很多時間調解，最後

證實不可歸責雇主，配額會先被管控，現在若是直接告知是懷孕，將可減少原先處理

勞資糾紛程序的時間，同時若是勞雇合意解約，雇主又無違反其他勞工法令，雇主配

額就不會被扣除。 

移工若遭受人身傷害、或發生勞資爭議、雇主違法等衍生安置問題，勞動部訂有

安置要點，移工受聘僱期間符合上述安置要點規定可依法安置，若懷孕期間、勞雇合

意解約，移工可自費在安置單位待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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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勞動局-特別休假可以遞延到次一年度嗎? 
 

Q ：奇奇預計明年想要請長假出國，想把今年沒休完的特別休假日數延到明年再

放可以嗎？ 

A ：勞工如果希望可以把特別休假延到次年度休，勞雇協商同意亦可，在下一個

年度終結還是有未休完的天數，即應該發給工資。所以，奇奇怕隔年可休假不夠出國

的話，可以跟雇主協商將未休畢的日數延到次年。實施期限不得超過次一年度的末日，

且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不得再行遞延。 

 

參考法規：勞基法第 38 條   

https://bit.ly/2lX6AfT。  

行政解釋：勞動部 107 年 04 月 11 日勞動條 2 字第 1070130382 函

https://bit.ly/2lyDUJS。 

 

 

 

 

 

 

 

 

 

108.10.30 人力仲介會訊 

重點整理： 

特別休假遞延次年度休，依勞動基準法第 38 條第 4 項但書規

定，年度終結未休之日數，得經勞雇雙方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

實施。如特別休假經勞雇雙方協商遞延期間未及一年者(如 3 個

月)，尚無不可。遞延之特別休假，於「次一年度終結之末日」

仍有未休之日數時，雇主應依規定發給工資，不能再協商遞延。 

https://bit.ly/2lyDU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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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輔法明年元月實施 新北市啟動輔導 

目前614家取得臨登 將辦兩梯次說明會 
 

工廠管理輔導法於今年 6 月 27 日經立法院三讀修正通過，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

局預計 11 月底前完成轄內未登記工廠全面清查作業。經發局表示，截至目前為止，

新北市領有臨時工廠登記的廠家共有 614家，以及清查列管的約 6千餘家未登記工廠，

為納管輔導的主要對象。該局將於 11 月 12 日前辦理四場說明會，針對工廠管理輔導

法修法及輔導重點、臨時工廠轉特定工廠登記方式及土地變更合法化等方向進行說

明。 

第一波邀請對象為已取得臨時工廠登記的廠家，日前已由經發局分別發函通知，

其中 10 月 30 日於板橋進行第一場，後續將於 11 月 5 日、11 月 8 日、11 月 12 日分

別於樹林區公所、三重過圳市民活動中心、五股區公所等地辦理說明會。後續將於經

發局網站（https://www.economic.ntpc.gov.tw）企業服務/登記服務專區/特定工廠

登記專區，提供說明會簡報。 

此次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正條文規定，設立於 105 年 5 月 19 日前既有未登記工廠

重點整理： 

經發局表示，截至目前為止，新北市領有臨時工廠登記的廠家

共有 614 家，以及清查列管的約 6 千餘家未登記工廠，為納管

輔導的主要對象。該局將於 11 月 12 日前辦理四場說明會，針

對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法及輔導重點、臨時工廠轉特定工廠登記

方式及土地變更合法化等方向進行說明。後續將於經發局網站

（https://www.economic.ntpc.gov.tw）企業服務/登記服務專區/特

定工廠登記專區，提供說明會簡報。此次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正

條文規定，設立於 105 年 5 月 19 日前既有未登記工廠且屬低污

染者，可「全面納管、就地輔導」，於修法施行後 2 年期限內

申請納管、3 年內提出改善計畫、核准改善計畫後 2 年內改善

完成，並最遲應於修法施行後 10 年內取得特定工廠登記；既有

高污染者，將輔導限期轉型或遷廠；新增的未登記工廠，將依

規定立即停止供水、供電及拆除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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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且屬低污染者，可「全面納管、就地輔導」，於修法施行後 2 年期限內申請納管、3

年內提出改善計畫、核准改善計畫後 2 年內改善完成，並最遲應於修法施行後 10 年

內取得特定工廠登記；既有高污染者，將輔導限期轉型或遷廠；新增的未登記工廠，

將依規定立即停止供水、供電及拆除作業。 

經發局表示，已領有臨時工廠登記業者，雖可免再經實質審查程序直接申請換發，

但因工廠樣態及所在區位不同，仍需個案輔導判定，提醒業者預做準備，早日依法完

成各項程序，轉變為合法工廠。 

工輔法修正條文預計明年元月實施，相關子法還在擬定階段，於各項配套措施確

定後，經發局預計 11 月下旬辦理第二波輔導說明會，針對尚其餘未登記工廠說明相

關規範，在 2 年內輔導業者盡快申請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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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第五波違反勞基法名單 共240家 

未給付加班費最多 上市櫃公司加重20%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 10 月 31 日公布今年第五波違反勞動基準法、職業安全衛生法

及性別工作平等法的雇主名單，共計有 314 家業者。其中違反勞基法部分有 240 家，

共違反 393 項次，總裁罰金額達 1,527 萬元。違規項目，以未依法給付加班費最為嚴

重，計有 89 家，其次為出勤紀錄未逐日記載勞工出、退勤時間，計有 60 家，另有

41 家使勞工超時工作。完整名單已匯入「新北勞動雲」的「違法雇主查詢」專區，

網址：https://ilabor.ntpc.gov.tw/cloud/Violate。 

此次公布名單中，電路板製造業先進工業同時違反第 24 條未足額給付勞工加班

費、第 32 條第 2 項超時工作、第 36 條第 1 項未給予勞工例假休息，以及第 39 條未

給予國定假日加倍工資等四項規定，加上重複違反，因此勞工局加重處分額度，共遭

處罰鍰 57 萬元。電子產品製造業嘉捷科技因未足額給付勞工加班費，由於是第五次

違法，遭處罰鍰 40 萬元。 

另外，未足額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者，亦有 3 家；未按月提繳積欠工資墊償基金

者，則有 1 家。 

勞工局進一步說明，由於勞基法罰鍰金額已提高至 100 萬元，新北市政府也已配

合修正公告新的裁罰基準，將依照違規次數及僱用勞工人數決定罰鍰金額，違規事業

重點整理：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 10 月 31 日公布今年第五波違反勞動基準

法、職業安全衛生法及性別工作平等法的雇主名單，共計有 314

家業者。違規項目，以未依法給付加班費最為嚴重，計有 89 家，

其次為出勤紀錄未逐日記載勞工出、退勤時間，計有 60 家，另

有 41 家使勞工超時工作。完整名單已匯入「新北勞動雲」的「違

法雇主查詢」專區，網址：https://ilabor.ntpc.gov.tw/cloud/Violate。

勞工局進一步說明，由於勞基法罰鍰金額已提高至 100 萬元，

新北市政府也已配合修正公告新的裁罰基準，將依照違規次數

及僱用勞工人數決定罰鍰金額，違規事業單位如為上市櫃公司

者，可加重裁罰金額百分之 20。 

https://ilabor.ntpc.gov.tw/cloud/Violate
https://ilabor.ntpc.gov.tw/cloud/Vio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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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單位如為上市櫃公司者，可加重裁罰金額百分之 20。 

以違規事業單位僱用勞工人數 101 人以上為例，如經檢查發現未依法計給勞工加

班費，第一次違規的罰鍰金額，原則上將自 10 萬元起跳；如事業單位屬上市或上櫃

公司，加重處罰百分之 20 後，首次違規的裁罰金額將至少從 12 萬元起算，以督促事

業單位盡速改善違規。 

至於違反職安法部分，共計有 71 家事業單位，當中有 51 家未提供必要的安全衛

生設施。 

至於性平法部分有 3 家，其中 2 家違反性平法第 13 條第 2 項「雇主於知悉工作

場所性騷擾之情形時，未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1 家違反第 21 條第 1 項

「拒絕受僱者為育嬰留職停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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