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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客戶您好： 

            一、勞動部 108 年 10 月 30 日公告，基本工資自 109 年 01 月 01 日修正

為月薪新台幣 23,800 元，時薪為新台幣 158 元(雇主勞保自付額調

整為 1666 元；健保自付額調整為 1058 元、外籍勞工勞保自付額調

整為 476 元；健保自付額調整為 335 元)。 

 

類別 工作日 國定假日、特別休假日 休息日 例假日(合法加班狀況
下，應再補一天假日給勞
工，違法加班狀況下，請
致電本公司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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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H 1.34 V 1.34 V 2.67 V 2 V 

11H 1.67 
166 

V 1.67 
166 

V 2.67 V 2 V 

12H 1.67 V 1.67 V 2.67 V 2 V 

※109 年度之國定假日分別為中華民國開國紀念日(1 月 1 日）、春節（1 月 23 日至 1

月 29 日）、和平紀念日（2 月 28 日）、兒童節（4 月 4 日）、民族掃墓節（4 月 5 日）、

勞動節(5 月 1 日)、端午節（6 月 25 日）、中秋節（10 月 1 日）、國慶日（10 月 10

日）。 

 

 恆力國際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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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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發光並非太陽的專利，你也可以發光。 

§ 覺得自己做的到和不做的到，其實只在一念之間。      楊董                                                                                                                         

                                                               

§ 獲致幸福的不二法門是珍視你所擁有的、遺忘你所沒有的。 

§ 上帝從不埋怨人們的愚昧，人們卻埋怨上帝的不公。     二姐                                           

                                                               

§ 愛的力量大到可以使人忘記一切，卻又小到連一粒嫉妒的沙石也不能容納。 

§ 只要有信心，人永遠不會挫敗。             張姐                     

                                                               

§ 生活若剝去了理想、夢想、幻想，那生命便只是一堆空架子。 

§ 人的價值，在遭受誘惑的一瞬間被決定。        䕒文                                          

                                                               

§ 冷靜讓思緒超越情緒，衝動不會是最好的方式。 

§ 與其咒罵黑暗不如燃起蠟燭。                                     金瑛 

                                                               
§ 無論今天的你要面對什麽，要承受什麽。告訴你自己別怕既然已經走到這一步就

堅持下去 。 

§ 人生最大的成就是從失敗中站起來。         阿線 

                                                                                                     
§ 如果你能替代別人，別人也能替代你，重要的是努力活出與眾不同的自己。 

§ 害怕過才會更勇敢，傷害過才會變堅強，堅持過才會有希望。   勇衡                                            

                                                               

§ 你可以用愛得到全世界，你也可以用恨失去全世界。 

§ 屋寬不如心寬。                  宏哲  

                                                               
§ 人之所以有一張嘴，而有兩隻耳朵，原因是聽的要比說的多一倍。 

§ 環境不會改變，解決之道在於改變自己。        巧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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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就像一個皮箱；需要用的時候就提起；不用的時就把它放下。 

§ 每個人都在羨慕別人，殊不知別人也用同樣的方式羨慕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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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管什麼都可以緩一緩，再沒有什麼比平平安安更重要了。    婉蒂                          

                                                                 

§ 善念使人心寬，善言使人溫暖，善行必得善報。 

§ 能知足常樂，才有正面的人生觀。         雅琳 

                                                                

§ 強者製造時機，弱者坐待時機。 

§ 天上最美是星星，人生最美是溫情。            阿河 

                                                                

§ 擁有夢想只是一種智力，實現夢想才是一種能力。  

§ 默默的關懷與祝福別人，那是一種無形的布施。      莎莎                                                                                                                                      

                                                                
§ 懷恨在心並不會讓你堅強，反而會使你痛苦。 寬容並不會使您變得虛弱，而是會

讓您自由。 

§ 世上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從今天開始，每天微笑吧。     海平                                                                                                                                     

                                                                  

§ 天的希望，讓我們忘了今天的痛苦。 

§ 世上沒有絕對的對與錯，只有看法不同，見解理解不同，思考方向不同，重要的

不是，人站的角度，而是思想的廣度。                                   阿本      

                                                                
§ 長大這麼辛苦，如果不趁機，成為自己生活的主人，實在太划不來了。  

§ 如果擔心現在才開始學某樣東西，年紀太大的話，就算因此放棄不學，年紀還是

照 

樣會變大的。                                                     葦薰                          

                                                                 

§ 不要埋怨過去，不要害怕未來，我們只需要往前的勇氣。 

§ 有些事情太傷神，想不通時不如舒坦地想開心的事。人生~開心就好。     妙儒  

                                                                

§ 失去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還擁有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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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太珍貴了，所以不能讓自己迷失在過去的憎恨與痛苦裡。   毓茹                                  

                                                                                 
§ 對家人要貼心，對朋友要交心，對事情要細心，對人要有同理心。 

§ 強摘的果子不甜，強攀的緣分不圓，順其自然，自結好果。 芳宜                                    

                                                                                                                               
§ 人生百態，沒有誰可以一路順風，只有嘗遍百味的人，才能活得從容。 

§ 我們使用的語言，會影響思考方式，給予正向的話語，營造正面的態度。  雙雙 

                                                                                                                               

§ 難行能行，難捨能捨，難為能為，才能昇華自我的人格。 

§ 轉一個角度來看世界，世界無限寬大，換一種立場來待人事，人事無不輕安。                                                              

美甄     

                                                                                                                               

§ 快樂的首要秘訣就是不要一直緬懷過去。     

§ 不如意的時候不要儘往悲傷裡鑽，想想有笑聲的日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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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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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8,186 276,181 157,711 59,604 224,688 2 

農、林、漁、牧業(船員) 12,501 9,339 1,695 30 1,437 0 

製 造 業 439,315 64,743 124,703 56,484 193,384 1 

食品及飼品 29,509 5,434 4,387 3,374 16,314 0 

飲  料 970 175 165 136 494 0 

紡  織 25,251 5,037 4,802 4,992 10,420 0 

成衣及服飾品 4,683 355 629 404 3,295 0 

皮革、毛皮及其製 品 2,392 389 102 491 1,410 0 

木竹製品 3,053 981 257 133 1,682 0 

紙漿、紙及紙製品 6,693 1,791 841 828 3,233 0 

印刷及資料儲存媒 體複製 4,021 554 439 479 2,549 0 

石油及煤製品 41 15 3       0 23 0 

化學原材料、肥料、氮化合物、塑橡膠原料及人造纖維 4,767 523 1,756 785 1,703 0 

其他化學製品 3,374 867 809 327 1,371 0 

藥品及醫用化學製品 1,088 252 408 34 394 0 

橡膠製品 10,828 1,719 992 2,033 6,084 0 

塑膠製品 30,073 5,207 4,014 4,424 16,428 0 

非金屬礦物製品 12,062 2,412 2,130 2,760 4,760 0 

基本金屬 20,035 4,441 3,740 5,968 5,885 1 

金屬製品  100,282 17,769 14,425 13,818 54,270 0 

電子零組件 72,014 1,326 56,907 3,329 10,452 0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 16,348 125 12,480 217 3,526 0 

電力設備及配備 9,321 1,529 1,857 1,324 4,611 0 

機械設備 40,003 5,680 6,317 4,516 23,490 0 

汽車及其零件 15,034 2,839 2,733 2,689 6,773 0 

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 10,082 1,823 918 2,068 5,273 0 

家  具 5,349 1,383 732 429 2,805 0 

其  他 12,042 2,117 2,860 926 6,139 0 

營 建 工 程 業 4,366 440 12 2,657 1,257 0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其他服務業 262,004 201,659 31,301 433 28,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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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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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其他」包含馬來西亞、蒙古等其他國籍。 

長照特別扣除額  明年申報綜所稅適用 

聘外勞者檢附聘可函或機構入住收據 

為減輕中低所得家庭照顧身心失能者的租稅負擔，所得稅法第 17 條修正已於今

年 7 月 24 日經總統公布生效，增訂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項目，符合條件者每人每年定

額減除 12 萬元，並追朔至今年元月施行，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的家庭將可受惠，民

眾於 109 年 5 月申報綜合所得稅時，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申報。 

財政部賦稅署表示，衛生福利部日前公告「符合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之須長期照

顧之身心失能者資格」，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若有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之

被看護者、失能程度屬於失能等級第二級至第八級且使用長期照顧給付及服務，或身

心失能者於課稅年度入住住宿式服務機構，全年達 90 日等三項條件之一，即符合長

照特別扣除額條件。各地區國稅局將積極宣導，協助民眾洽詢相關問題。 

賦稅署進一步說明，前述資格證明文件，實際聘有外籍看護工者，須檢附 108 年

度有效的聘僱許可函影本；未聘僱外籍看護工而經指定醫療機構進行專業評估者，提

供 108 年度取得的病症暨失能診斷證明書暨巴氏量表影本。符合特定身心障礙重度

(或極重度)等級項目或鑑定向度之一，檢附身心障礙證明(或手冊)影本。 

此外，失能等級為第 2 級至第 8 級且 108 年度使用長期照顧給付及支付基準服務

者，須檢附 108 年度使用服務的繳費收據影本任一張；免部分負擔者，則請提供長期

照顧管理中心公文或相關證明文件，並在文件中註記特約服務單位名稱、失能者姓名、

身分證字號及失能等級等資料。 

以入住住宿式服務機構全年達 90 日為申請條件者，須檢附 108 年度入住累計達

90 日繳費收據影本；受全額補助者，須檢附地方政府公費安置公文或相關證明文件，

重點整理： 

衛生福利部日前公告「符合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之須長期照顧

之身心失能者資格」，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若有聘

僱外籍家庭看護工之被看護者、失能程度屬於失能等級第二級

至第八級且使用長期照顧給付及服務，或身心失能者於課稅年

度入住住宿式服務機構，全年達 90 日等三項條件之一，即符合

長照特別扣除額條件。各地區國稅局將積極宣導，協助民眾洽

詢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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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並於文件中註記機構名稱、住民姓名、身分證字號、入住期間及床位類型等資料。 

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比照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訂有排除適用規定，包括減除幼

兒學前特別扣除額及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後，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適用稅率在 20%以

上、選擇股利及盈餘按 28%單一稅率分開計算應納稅額，以及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計

算的基本所得額超過規定之扣除金額 670 萬元，將不予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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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嚴重違反勞工法令  排除適用投資抵減 

勞基法罰鍰達百萬元  將據三事項綜合認定 

   為督促企業落實勞動基準法、職業安全衛生法等規範，如企業同一年度違反勞基

法罰鍰累計達 100 萬元以上，且其中單次被處 50 萬元以上，或違反職安法單次或累

計被處 300 萬元以上罰鍰，經認定為重大違規，恐將影響企業申請投資抵減或補助，

對於違法情節重大或累犯達到嚇阻作用。 

現行產業創新條例規定，企業最近三年無違反環保、勞工或食安相關法律且情節

重大者，得於支出金額 15%限度內，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或於支出金

額 10%限度內，自當年度起三年內抵減稅額。 

另為促進產業智慧升級，108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投資於自用之全

新智慧機械，或至 111 年底前投資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相關全新軟硬體、技術或技術

服務，同一課稅年度支出金額達 100 萬元以上、10 億元以下範圍，亦得在支出金額

5%限度內，或 3%限度內抵減三年內營所稅額。中小企業依中小企業研究發展支出適

用投資抵減辦法申請研發投資抵減者，也同樣排除近三年違反規定的企業。 

為使審核流程明確化，經濟部訂定「經濟部投資抵減及補助或獎勵案件有違反環

境保護勞工或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且情節重大認定要點」，據以認定申請適用投資

抵減或補助、獎勵的企業是否有違反勞工、環保或食安等法令且情節重大，自即日起

生效。 

該要點規範，經濟部各機關應於每年 12 月底前提供申請適用投資抵減、補助或獎

重點整理： 

經濟部訂定「經濟部投資抵減及補助或獎勵案件有違反環境保

護勞工或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且情節重大認定要點」，據以

認定申請適用投資抵減或補助、獎勵的企業是否有違反勞工、

環保或食安等法令且情節重大，自即日起生效。違法情事包括

勒令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以及環保、食安法令所認定的重

大違規。至於違反勞工法令的認定，同一年度因違反職安衛法

律，單次或累計被處 300 萬元以上罰鍰，或同一年度因違反勞

基法，累計被處 100 萬元以上罰鍰，且其中單次被處 50 萬元以

上罰鍰，即符合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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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勵的企業名單，通知各法律主管機關，相關部會將查核名單中企業於最近三年內是否

有違法情事，於翌年 1 月底前函覆。 

   違法情事包括勒令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以及環保、食安法令所認定的重大違

規。至於違反勞工法令的認定，同一年度因違反職安衛法律，單次或累計被處 300 萬

元以上罰鍰，或同一年度因違反勞基法，累計被處 100 萬元以上罰鍰，且其中單次被

處 50 萬元以上罰鍰，即符合條件。 

經濟部及相關部會將組成審查會議，就企業違法情事，並考量是否基於民生需求

或緊急應變、是否為可歸責企業事由、是否發生同一營業場所等事項，綜合認定是否

為重大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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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中市移工政策論壇  聚焦容留及農業外展 

基於人情且無礙本國就業  盼有討論空間 

現行就業服務法規定，非法容留外國人工作即使無支薪也屬違反規定的行為，最

重將處新台幣 75 萬元的罰鍰。隨著台灣與新南向國家交流日益頻繁，近期裁處的案

件中，不少是新移民或移工家屬來台探親期間，因出於人情的幫忙而受處分，台中市

政府勞工局 12月 3日舉辦 108年外勞事務圓桌論壇，針對法令面與實務面進行交流，

盼提供中央建言，對現行法規有更進一步思考，以完善外國人在台工作相關配套制

度。 

這次是勞工局首次以移工政策為主題辦理的論壇，當天聚焦於「容留外國人工作

違法態樣」與「農業移工改進制度」等兩大議題，邀請勞動部、勞政部門、學術單位、

就業服務公會及農會等代表共同討論。 

目前移工在台人數已突破 71.6 萬人，台中市人數居各縣市第二，僅次於桃園市，

新移民人數亦高達六萬人，顯示台灣與東南亞國家的往來密切。勞工局表示，很多民

眾不了解外籍人士除非法令許可，否則不得在台工作，新移民或移工的家屬順手協助

的行為雖是人之常情，在就服法中仍是明令禁止的行為；然而過去在法院判決中，也

有法官持不同見解，在審酌個案情況後撤銷原處分的例子。 

勞工局指出，非法容留固然違法，但實務上有些情況確實為人之常情，且並不妨

礙本國人就業，透過這次論壇共同就法規及實務面做探討，提供更進一步政策思考的

空間。 

與會官員回應，勞動部去年透過函釋，彙整列舉外國人免申請許可之行為態樣及

判斷要件，相較之下已有放寬，後續會再聽取學界意見，評估是否再做調整。 

重點整理： 

台中市政府勞工局 12 月 3 日舉辦 108 年外勞事務圓桌論壇，首

次以移工政策為主題辦理 ，當天聚焦於「容留外國人工作違法

態樣」與「農業移工改進制度」等兩大議題，邀請勞動部、勞

政部門、學術單位、就業服務公會及農會等代表共同討論，針

對法令面與實務面進行交流，盼提供中央建言，對現行法規有

更進一步思考，以完善外國人在台工作相關配套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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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今年 7 月實施的農事外勞政策，也遭部分農民反映開放名額不符需求，或是申請

流程過於冗長，且同一種農作物的採收時期大多集中，外展單位也憂心全台灣總名額

僅有 400 個，人調度人力不足。對此官員則表示，因該項計畫為今年首度試辦，若成

效良好且確實有需求，屆時再做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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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農曆春節將至  加強非洲豬瘟防治措施 

對移工、新移民持續宣導  漁船邊境查驗 

農曆春節假期將至，因應年假期間旅客可能攜帶動物產品入境致引入非洲豬瘟，

行政院長蘇貞昌 12月 12日於行政院會中裁示各單位在春節期間務必做好各項邊境把

關工作，阻絕疫情入侵。農委會也呼籲民眾切勿網購或違規攜入國外肉品，移民署、

教育部將持續加強對移工、新移民及僑外生的宣導，防範返鄉休假或探親時攜帶肉類

製品入境。 

防檢局副局長杜文珍表示，今年春節期間亞洲地區僅中國大陸發生非洲豬瘟疫情，

最近一年亞洲地區目前已增加 9 個疫情發生國家，顯示疫病傳播速度比認知的更快，

目前仍存在風險。 

杜文珍並提到，今年 1 月至 10 月海關查獲未經檢疫豬肉及其製品，在 1 月及 9

月達到高峰，其中 9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適逢中秋節，查獲旅客違規攜帶含肉產品計

117 件，空運快遞寄送 15 件，郵包 149 件，特別是郵包部分是過去 13 個月平均量的

8 倍，年節將屆有提前因應及宣導的必要。 

為加強春節防檢工作，防檢局將掌握高風險地區旅客動態，機動調整手提行李 X

光檢查及人力配置；關務署、海巡署、警政署、漁業署及防檢局共同加強郵包、快遞、

貨運、旅客行李及漁船等邊境管制，尤其針對臘肉、火腿、香腸等肉製品；食藥署、

防檢局對於國內市面疑似中國大陸及東南亞地區來源豬肉類產品，將持續進行食品查

核。 

為將非洲豬瘟阻絕於境外，農委會已提高相關罰則，旅客自過去三年內有發生非

重點整理： 

為將非洲豬瘟阻絕於境外，農委會已提高相關罰則，旅客自過

去三年內有發生非洲豬瘟國家攜帶豬肉產品入境，首次違規罰

鍰提高至 20 萬元，外來人士遭罰 20 萬未繳清罰款者將拒絕其

入境，以及於桃園機場以 X 光機檢查自高風險地區國家入境旅

客手提行李，其他所有機場及港站則檢查託運及手提行李等。

農委會也呼籲民眾切勿網購或違規攜入國外肉品，移民署、教

育部將持續加強對移工、新移民及僑外生的宣導，防範返鄉休

假或探親時攜帶肉類製品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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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洲豬瘟國家攜帶豬肉產品入境，首次違規罰鍰提高至 20 萬元，外來人士遭罰 20 萬未

繳清罰款者將拒絕其入境，以及於桃園機場以 X 光機檢查自高風險地區國家入境旅客

手提行李，其他所有機場及港站則檢查託運及手提行李等。 

農委會表示，國內入境旅客遭裁罰 20 萬元案例數，今年 10 月起已大幅下降，顯

示該等強化措施已達到宣導及管控效果，面對即將來臨的春節入境旅客高峰，將持續

落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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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提醒移工守法製作4國語言職前講習影片 

宣導動保觀念  設置動物保護通報機制 

由於初次入臺工作的移工，容易因文化習慣及法令規範不同而誤觸法令，最重

可能終身不能來臺工作，勞動部為協助雇主向移工宣導我國法令及適應在臺生活，

已製作越南等 4 國語言的「移工職前講習」影片，內容包含動物保護法、衛生健康

法令等資訊，雇主可至於跨國勞動力權益維護資訊網站下載運用。 

動物保護法》第 25 條規定，故意殺害、虐待動物，使動物肢體嚴重殘缺或重要

器官功能喪失者，可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併科 20 萬至 200 萬元罰鍰，針對

情節重大或連續犯、累犯者，最高可處 1 年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 50 萬至

500 萬元罰鍰。第 27 條規定，除了販售、購買之外，「食用」、「持有」犬貓屠體、

內臟或含有犬貓成份的食品，將處新台幣 5 萬元以上、25 萬元以下罰鍰。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說明，《動物保護法》規定任何人不得宰殺犬、貓，最重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併科新臺幣最高 200 萬元罰金。若是販賣或食用犬貓屠

體，最高將處新臺幣 25 萬元罰鍰。若移工朋友在臺灣觸法，不僅會受罰而且會失去

工作，終身不能再來臺灣工作，提醒一定要遵守法令。 

發展署表示，移工初到臺灣面臨生活環境、民俗風情的差異，為避免虐殺動物

的憾事發生，提醒雇主應依規定為移工辦理職前講習，講習內容包含動物保護法等

資訊，雇主若未向移工宣導法令規定，且未依期限改善，將處以最高新臺幣 30 萬元

罰鍰；如雇主委任仲介公司服務，應確認仲介公司已向移工宣導法令且內容正確，

重點整理： 

《動物保護法》第 25 條規定，故意殺害、虐待動物，使動物肢

體嚴重殘缺或重要器官功能喪失者，可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拘役，併科 20 萬至 200 萬元罰鍰，針對情節重大或連續犯、累

犯者，最高可處 1 年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 50 萬至 500

萬元罰鍰。第 27 條規定，除了販售、購買之外，「食用」、「持

有」犬貓屠體、內臟或含有犬貓成份的食品，將處新台幣 5 萬

元以上、25 萬元以下罰鍰。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說明，若移工

朋友在臺灣觸法，不僅會受罰而且會失去工作，終身不能再來

臺灣工作，提醒一定要遵守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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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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仲介公司未善盡責任，導致雇主受罰，將處罰仲介公司最高新臺幣 30 萬元罰鍰。

發展署特別提醒，應透過雇主及仲介公司的宣導，讓移工了解臺灣法令，協助移工

適應在臺生活。 

發展署建議，雇主、仲介可多加運用「跨國勞動力權益維護資訊網站」

(https://fw.wda.gov.tw)，該網站提供英語、越南語、泰語及印尼語等 4 國語言的

動物保護法令等宣導影片及資訊；如發生移工傷害貓狗案件，可撥打 1955 勞工諮詢

申訴專線協助轉介當地動物保護主管機關處理，或撥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物保護

專線 0800-231-532 進行通報。 

 

 

 

 

 

 

 

 

 

 

 

 

 

 

 

 

 

 

 

 

 

 

 

 

108.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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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桃園市政府勞動局-聘僱外籍移工停看聽 

雇主不可於原聘僱外籍移工未出國前即先引進或接續聘僱新外籍移工，違法者最

高可處新臺幣 30 萬元罰鍰！請雇主多注意相關法令避免受罰，桃園市政府勞動局關

心您。 

1. 案例分享：洪老闆的工廠聘僱了 5 名外籍移工，這 5 名外籍移工的聘僱期限

到 108 年 8 月就終止了。洪老闆擔心外籍移工回國後，工廠的人力會暫時不夠調度，

於是在 108 年 7 月，前批外籍移工尚未出國前，便先引進 5 名新的外籍移工，卻不

知道自己已經違法了。 

2. 法令依據： 

(1)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20 條：雇主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重新招

募第 2 類外國人（指外籍移工），於原聘僱第 2 類外國人出國前，不得引進或接續聘

僱第 2 類外國人。但外國人於聘僱許可有效期間內或期滿經雇主同意轉換雇主或期

滿續聘僱者，不在此限。 

(2)就業服務法第 67 條第 1 項：雇主聘僱外國人不得有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所發

布之命令，可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 

(3)就業服務法第 72 條第 3 款：雇主有前項情事者，應廢止其招募許可及聘僱

許可之一部或全部。 

 

 

108.12.13 人力仲介會訊 

重點整理： 

雇主不可於原聘僱外籍移工未出國前即先引進或接續聘僱新外

籍移工，否則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67 條第 1 項：雇主聘僱外國

人不得有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所發布之命令，可處新臺幣 6 萬元

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及就業服務法第 72 條第 3 款：雇主有

前項情事者，應廢止其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之一部或全部。但

外國人於聘僱許可有效期間內或期滿經雇主同意轉換雇主，不

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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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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12月中旬無薪假人數2,249人 金屬機電最多 

勞動部公布最新一期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無薪假）概況。截至 108 年 12 月

中旬為止，全台共有 44 家事業單位通報實施無薪假，較上期（11 月底）減少 2 家，

通報人數 2,249 人，減少 10 人，雖較前一期趨緩，但實施人數仍在 2 千人以上。 

以行業別來看，以金屬機電業通報家數 17 家，實施人數 1,277 人最多，佔總人

數的 56.78%，其次為電子資訊業 6 家、實施人數 507 人，化學工業、民生工業有 2

家事業單位通報，實施人數分別有 114 人、41 人。屬其他行業別有 17 家，共 310 人。 

 

 

 

 

 

 

 

 

 

 

 

 

 

108.12.16 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勞動部公布最新一期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無薪假）概況。

截至 108 年 12 月中旬為止，通報人數 2,249 人，雖較前一期趨

緩，但實施人數仍在 2 千人以上。依行業別來看，以金屬機電

業通報家數 17 家，實施人數 1,277 人最多，佔總人數的 5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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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自印尼違規攜帶豬肉製品 開罰 20 萬元 

北蘇門答臘爆發疫情 持續加強行李檢查 

由於印尼北蘇門答臘已證實發生非洲豬瘟疫情，農委會宣布，自即日起入境旅客

自印尼違規攜帶豬肉產品入境遭查獲，首次違規將裁罰 20 萬元，第二次違反則提高

罰鍰至 100 萬元；外來人士遭罰 20 萬元未能繳清罰款者，將移送移民署當場拒絕其

入境，也將持續進行手提及托運行李的 X 光檢查。 

非洲豬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表示，根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周報，印尼

農業部宣布該國發生非洲豬瘟疫情，也使得該國繼中國大陸（含香港、澳門）、越南、

緬甸、菲律賓之後，成為亞洲地區第 11 個發生非洲豬瘟疫情的國家。 

印尼農業部已證實疫情發生於北蘇門答臘省，但未說明發生場數、發病頭數及管

控措施。農委會表示，基於防疫超前部署原則，決定先將印尼列入過去三年發生非洲

豬瘟疫情的國家名單，自該國違規攜帶豬肉產品入境遭查獲將予以重罰。 

至於旅客行李檢查部分，今年 9 月 6 日起已將印尼列入高風險地區，目前主要移

工輸出國都已列入，以 X 光機百分百檢查自該國入境旅客託運行李及手提行李，這項

邊境管制措施將持續進行。 

農委會今年 1 月 25 日起實施「自過去三年有發生非洲豬瘟國家（地區）違規攜

帶豬肉產品入境，經裁處 20 萬元（含以上）外來人口，未繳交罰鍰者拒絕入境」措

施，其中外來人口排除我國國民、取得我國居留證或大陸地區人民停留期限達 6 個月

以上者。其中外勞已取得外僑居留證者，雖無需當場繳交罰鍰，但後續仍會執行催繳。

如僅持有護照，尚未取得居留證者，就必須立即繳交罰鍰。 

重點整理： 

印尼農業部已證實疫情發生於北蘇門答臘省，但未說明發生場

數、發病頭數及管控措施。農委會表示，基於防疫超前部署原

則，決定先將印尼列入過去三年發生非洲豬瘟疫情的國家名

單，自該國違規攜帶豬肉產品入境遭查獲將予以重罰。首次違

規將裁罰 20 萬元，第二次違反則提高罰鍰至 100 萬元；外來人

士遭罰 20 萬元未能繳清罰款者，將移送移民署當場拒絕其入

境，也將持續進行手提及托運行李的 X 光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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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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變中心呼籲，亞洲地區非洲豬瘟疫情並未降溫且持續擴散中，往來臺灣與印尼

兩地的旅客，切勿違規自該國攜帶豬肉產品入境，違者將遭重罰。 

 

 

 

 

 

 

 

 

 

 

 

 

 

 

 

 

 

 

 

 

 

 

 

 

 

 

 

 

108.12.16 外勞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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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聘僱外籍看護工之雇主 

符合哪些資格時 可減免繳交就業安定費 

A：雇主王小姐聘請印尼籍瓦帝 ，王小姐本身符合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 

戶）的資格，她每月繳納的就業安定費，是否能減免呢 

Q：現行聘僱外籍看護工的雇主，每月應繳納就業安定費新臺幣 2,000 元。 

若符合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的雇主，經申請減免後，繳納就業安定費 

為新臺幣 600 元及 1,200 元。 

若聘僱外籍看護工的雇主或被看護者，符合社會救助法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等資格、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領取生活津貼、或依老人福利法領取中低收入戶生活

津貼者，免繳納就業安定費。 

詳情請參考：https://reurl.cc/gv16r4 

申請方式請參考：https://reurl.cc/vnAvK1 

 

 

 

 

 

108.12.16 人力仲介會訊 

重點整理： 

聘僱家庭看護外籍勞工許可期間在 104 年 9 月 1 日後，依就業

服務法第 55 條第 3 項規定，雇主或被看護者符合社會救助法規

定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領取生

活補助費，或依老人福利法領取中低收入生活津貼者，免繳納

就業安定費。本部自 105 年 11 月 7 日起，免繳納就業安定費原

則上由本署主動通知，雇主可免申請，但雇主如對免繳期間有

疑義，須檢具疑義期間符合就業服務法第 55 條第 3 項資格之證

明文件向本部申復。且雇主若有資格喪失情事，本部亦將通知

雇主重新依規定繳納就業安定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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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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108年勞退舊制未足額提撥開罰65件 

勞動部：未足額提撥勞退金無法聘移工 

勞動部表示，適用勞退舊制事業單位家數計 9 萬 8,672 家，經各地方主管機關積

極輔導，截至 108 年 12 月 15 日止，已符合足額提撥規定之事業單位已達 9 萬 7,765

家，佔全部舊制家數的 99.08%，足額提撥比率已超過 107 年底 98.48%，提撥退休準

備金計 1,051 億餘元；另未足額提撥 108 年已開罰 65 件，裁罰金額達 926 萬元。 

另外，勞退舊制除足額提撥外，依法雇主仍須每月提繳勞退舊制 2％至 15％，違

反者將會被處 2 萬元至 30 萬元罰鍰，108 年未按月提繳勞退舊制開罰共有 42 件，裁

罰 130 萬元。 

《勞基法》第 56 條第 2 項規定，雇主應於每年年底檢視次一年度成就退休條件

勞工所需之退休金，並於次年 3 月底前補足退休準備金差額。 

勞動部提醒，除聘僱家庭類移工外，要聘雇外籍移工的雇主依雇主聘僱外國人許

可及管理辦法第 16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必須要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無違反勞工

法令證明書」，其中一項為已依規定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及提繳勞工退休金。 

勞動部說明，地方政府需查證事業單位是否依法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包括依法

按月提撥勞退金以及依法每年 3 月底前補足勞退金舊制差額，不可分期付款；事業單

位需提供勞工退休準備金提繳明細表及切結書以供查核。 

勞動部勞動福祉司長孫碧霞指出，為落實《勞動基準法》第 56 條第 2 項補足退

休準備金差額規定，勞動部每年會同地方主管機關在各地辦理說明會，108 年度辦理

30 場，計 2,662 家事業單位代表參加。 

孫碧霞指出，地方主管機關於年初發文通知轄內事業單位，督促其依法估算及補

重點整理： 

《勞基法》第 56 條第 2 項規定，雇主應於每年年底檢視次一年

度成就退休條件勞工所需之退休金，並於次年 3 月底前補足退

休準備金差額。除聘僱家庭類移工外，勞動部表示，勞退舊制

除足額提撥外，依法雇主仍須每月提繳勞退舊制 2％至 15％，

違反者將會被處 2 萬元至 30 萬元罰鍰，108 年未按月提繳勞退

舊制開罰共有 42 件，裁罰 13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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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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差額，自 4 月起就尚未補足差額之事業單位逐案查處及輔導；自 4 月起由地方政府

開始查核及裁處，違反規定者，依法處 9 萬元至 45 萬元罰鍰，並公布事業單位名稱、

負責人姓名。本年度裁罰件數共 65 件，罰鍰累計金額為 926 萬元。 

孫碧霞表示，108 年度已裁罰 65 件未足額提撥案件，依法將處 9 萬元至 45 萬元，

其中有 2 家連續 4 年未足額提撥被裁罰 36 萬元；其中以台北市、桃園市與新北市裁

罰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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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未依法加保 最高罰10 萬 

現行職災保險含在勞保中，各行業費率不同，每三年精算一次，保費全由雇主支

付，目前平均費率為 0.21%。未來職災保險單獨立法後，因目前職災保險基金餘額仍

然足夠，開辦之初仍以現行平均費率 0.21%計算保費，不足部分由基金攤提；但上路

三年後，就會透過精算調整費率。 

現行職災保險平均費率雖是 0.21%，但各行各業按其不同職災風險計算費率；現

行職災因與勞保掛勾，因此職災投保薪資下限分為部分工時與全時工作者各有不同，

投保薪資上限則是 4 萬 5800 元。 

未來單獨立法最大變革是，職災保險投保薪資下限不分部分工時與全時工作者，

一律都是基本工資，上限則採勞退提繳級距第八組、第 44 級的 7 萬 2800 元。 

勞動部估算，職災保險投保薪資上限 7 萬 2800 元，已經可以涵蓋九成勞工，後

續會視情況調整上限。 

勞動部表示，未來職災保險單獨立法後，受雇勞工職災保費仍由雇主全數負擔，

但透過職業工會參加職災保險，保費為自付 60%、政府補助 40%，若職業工人也受雇

於公司行號，雇主依法替職業工人投保職災保險，保費是由雇主全額負擔。另外，若

職業工人要透過工會參加勞保，也必須同時辦理職業災害保險，兩者不得脫鉤。 

未來勞工到職第一天就視自然加保，若雇主未依法加保，罰鍰由現行處保費四倍

罰鍰，改為處 2 萬到 10 萬元罰鍰，並可連續處罰；若雇主未加保而勞工發生職災申

請保險給付時，雇主罰鍰會提高到 10 萬到 300 萬元。 

108.12.17 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勞動部表示，未來職災保險單獨立法後，受雇勞工職災保費仍

由雇主全數負擔，但透過職業工會參加職災保險，保費為自付

60%、政府補助 40%，若職業工人也受雇於公司行號，雇主依

法替職業工人投保職災保險，保費是由雇主全額負擔。若職業

工人要透過工會參加勞保，也必須同時辦理職業災害保險，兩

者不得脫鉤。未來勞工到職第一天就視自然加保，若雇主未依

法加保，罰鍰由現行處保費四倍罰鍰，改為處 2 萬到 10 萬元罰

鍰，並可連續處罰；若雇主未加保而勞工發生職災申請保險給

付時，雇主罰鍰會提高到 10 萬到 3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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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台灣勞動部：工廠歇業後不得使用原移工招募函 

違者將可吃上150萬罰單 

近來偶有製造業雇主原工廠已關廠歇業，並另設新廠營運，卻仍有以歇業工廠名

義申請招募許可，或持已歇業工廠招募函申請移工入國引進或聘僱許可的情形。勞動

部表示，申請案除會依就業服務法不予許可外，雇主亦將因違反規定，而處最高新臺

幣 150 萬元的罰鍰。 

勞動部表示，有製造業雇主於甲工廠歇業前以甲工廠名義申請取得移工招募函及

入國引進函，之後因故辦理甲工廠關廠歇業，並將人員、設備移轉至乙工廠。 

此時無論雇主持已歇業甲工廠的入國引進函辦理引進及聘僱移工，或持甲工廠的

招募許可函申請入國引進許可，亦或以甲工廠名義申請招募許可，都會違反上開就業

服務法規定，除應不予許可相關移工申請案外，並應處最高新臺幣 150 萬元罰鍰。 

勞動部指出，案例中雇主前以甲工廠申請取得的移工招募函，因為甲工廠關廠歇

業已經失效，但是，雇主可再以乙工廠名義辦理初次招募，並申請聘僱及使用移工。 

此外，勞動部全面推動線上申辦聘僱移工申請案件，雇主重新以新廠名義辦理國

內求才及申請招募，不只方便又快速，亦不必擔心因提供不實資料遭受處罰，可安心

聘僱移工。 

勞動部呼籲，製造業雇主於辦理移工招募許可、入國引進或聘僱許可申請案時，

應注意提出申請的工廠須仍在營運，才符合聘僱移工的資格，避免使用以關廠歇業工

廠名義取得的移工招募函，才能合法申請安心聘僱。 

108.12.18 人力仲介會訊 

重點整理： 

製造業雇主原工廠已關廠歇業，並另設新廠營運，卻仍有以歇

業工廠名義申請招募許可，或持已歇業工廠招募函申請移工入

國引進或聘僱許可的情形。勞動部表示，申請案除會依就業服

務法不予許可外，雇主亦將因違反規定，而處最高新臺幣 150

萬元的罰鍰。勞動部呼籲，製造業雇主於辦理移工招募許可、

入國引進或聘僱許可申請案時，應注意提出申請的工廠須仍在

營運，才符合聘僱移工的資格，避免使用以關廠歇業工廠名義

取得的移工招募函，才能合法申請安心聘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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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勞動部公告製造業國內求才合理薪資基準 

配合基本工資調漲 19個行業調至2萬5,800元 

勞動部公告雇主辦理國內求才招募本勞從事第 46條第 1項第 10款製造工作之合

理勞動條件薪資基準，配合基本工資調整至 2 萬 3,800 元及外加上就業安定費每月 2

千元，針對「非特殊時程非技術工」的本勞合理薪資在 2 萬 5,800 元以下者，這次包

括「食品及飼品製造業」等 19 個行業一律調高至 2 萬 5,800 元、「飲料製造業」等 4

個行業維持及「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等 3 個行業調高。 

勞動部 108 年 12 月 19 日公告修正「就業服務法第 47 條規定雇主在國內辦理招

募本國人從事第 46 條第 1 項第 10 款製造業工作之合理勞動條件薪資基準」，自 109

年 1 月 1 日生效。 

勞動部明，配合基本工資月薪 109 年調漲至 2 萬 3,800 元，再加上每月繳交就業

安定費 2 千元，這次對於「非特殊時程非技術工」本勞合理薪資月薪低於 2 萬 5,800

元以下的做出修正，共有「食品及飼品製造業」、「紡織業」及「金屬製品製造業」等

19 個行業一律調整至 2 萬 5,800 元。 

另參考勞動部最近 3 年內調查發布之職類別薪資調查結果，調高「化學原材料、

肥料、氮化合物、塑橡膠原料及人造纖維製造業」、「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

業」及「其他製造業」等 3 個行業薪資。 

至於其他「飲料製造業」、「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電子零組件製造業」及「石

油及煤製品製造業」等 4 個行業原先薪資就高於 2 萬 5,800 元因此不予調整。 

重點整理： 

勞動部 108 年 12 月 19 日公告修正「就業服務法第 47 條規定雇

主在國內辦理招募本國人從事第 46 條第 1 項第 10 款製造業工

作之合理勞動條件薪資基準」，自 109 年 1 月 1 日生效。 

勞動部公告雇主辦理國內求才招募本勞從事第 46條第 1項第 10

款製造工作之合理勞動條件薪資基準，配合基本工資調整至 2

萬 3,800 元及外加上就業安定費每月 2 千元，針對「非特殊時程

非技術工」的本勞合理薪資在 2 萬 5,800 元以下者，這次包括「食

品及飼品製造業」等 19 個行業一律調高至 2 萬 5,800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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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您對資訊內容有任何疑問，敬請來電洽詢，將有專業人員為您服務 
電話：(03)3022-777  傳真：(03)3022-111  免付費專線：0800-868-628            25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勞動部說明，「非特殊時程技術工」的薪資調整則是依原先薪資差比去調整合理

薪資；至於「特殊時程非技術工」與「特殊時程技術工」的合理薪資調整，則是就「非

特殊時程非技術工」與「非特殊時程技術工」薪資各乘上 1.2 倍計算出來的。 

勞動部指出，特殊時程係指午後 10 時至翌晨 6 時之時段內，生產運作工作時數

至少 1 小時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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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109年起移工健保費  每月增加為335元 

雇主負擔1,058元  家庭看護工比照適用 

配合基本工資月薪於明年元月起調升為 23,800 元，衛生福利部日前公告修正「全

民健康保險投保金額分級表」，將投保等級第一級之月投保金額比照基本工資做調整。

由於明年起健保平均眷口數將調降為 0.58 人，健保費率則維持 4.69%不變，在台工

作的藍領移工以第一級投保健保者，勞工本人每月負擔將為 335 元，較現行增加 10

元；投保單位即雇主，每月負擔 1,058 元，較現行增加 11 元。 

為方便民眾了解保費計算，健保署已公布全民健保負擔金額表，計算被保險人及

投保單位在各級月投保金額所應負擔的費用。 

修正後的全民健保投保分級表全部共 48 等級，第一級月投保金額 23,800 元，凡

實際月領薪資在此一金額以下的外籍移工及本國籍部分工時者，以該等級投保。外籍

家庭看護工雖未適用基本工資，但仍具健保身份，自明年元月起雇主及外勞健保負擔

金額也會跟著提高。 

109 年度健保費率維持 4.69%不變，平均眷口數部分則受到少子化影響，衛福部

八月底公告調降為 0.58 人。根據健保署所修正公布的健保負擔金額表，屬於公、民

營事業有一定雇主之受雇者，以 23,800 元投保者，勞工本人每月應負擔保費為 335

元，投保單位每月應負擔 1,058 元，政府補助金額 176 元。健保費繳費通知原則上於

次月底前寄發，因此雇主預計明年 2 月底前收到調整後的費用通知。 

健保署說明，投保單位及政府負擔部分，除勞工本人外，都須另外加計平均眷口

人數，合計為 1.58 人。負擔比率，被保險人及其眷屬負擔三成，投保單位六成，另

重點整理： 

配合基本工資月薪於明年元月起調升為 23,800 元，衛生福利部

日前公告修正「全民健康保險投保金額分級表」，將投保等級

第一級之月投保金額比照基本工資做調整。由於明年起健保平

均眷口數將調降為 0.58 人，健保費率則維持 4.69%不變，在台

工作的藍領移工以第一級投保健保者，勞工本人每月負擔將為

335 元，較現行增加 10 元；投保單位即雇主，每月負擔 1,058

元，較現行增加 1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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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外一成由政府補貼。 

健保費金額計算公式，勞工自行負擔係以投保金額*保險費率(4.69%)*負擔比率*

本人及眷口人數；移工僅個人投保而無帶眷屬的情況下，四捨五入後為每月 335 元。

而無論雇主所聘員工是否帶眷屬，投保單位所負擔的保費除員工外，一律須加計平均

眷口數，計算方式為投保金額*保險費率(4.69%)*負擔比率*(1+0.58)，進位後為 1,05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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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109年元月起 基本工資調漲等25項新制 

蘇揆：各有關部會廣為宣導 讓人民充分瞭解 

109 年元月起，有多項攸關民眾權益與福祉的政策將開始上路實施。包含基本工

資調漲、2-3 歲托育補助、公私部門社工薪資調整、全民健保平均眷口數調降、補助

中小型店家數位轉型、老農津貼調高等 25 項新制，行政院長蘇貞昌在院會指示各有

關部會，應廣為宣導，讓人民充分瞭解、加以運用。 

行政院彙整各相關部會 109 年 25 項新實施之重大政策或便民措施，包括每月基

本工資由 2 萬 3,100 元調整至 2 萬 3,800 元，預估約 183.26 萬名勞工(本勞 136.71

萬名，外勞 46.55 萬名)受惠；時薪由 150 元調整至 158 元，預估約有 48.33 萬名本

國勞工受惠。 

因應基本工資調整，修正「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新增第 20 級月提繳工資/

月提繳執行業務所得為 2 萬 3,800 元，預估受益勞工人數約 122 萬餘人。 

因應基本工資調整，修正「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第 1 級之月投保薪資為 2

萬 3,800 元，以增進勞工請領勞保給付權益，預估受益勞工人數約 296 萬餘人。 

擴大勞工法律扶助，因應「勞動事件法」對於民事訴訟制度之變革，擴大勞動調

解程序及工會集體訴訟納入訴訟扶助範圍，保障勞工權益。 

全民健保平均眷口數調降為 0.58 人，企業主及政府應負擔第 1 類第 1 目至第 3

目被保險人之眷屬人數由 0.61 人調降為 0.58 人，預估約有 90 萬個企業主受惠，每

年減少企業主保費負擔約 30 億元。 

 

為銜接幼兒園就學，對於滿 2 歲幼兒續留公共托育、準公共居家托育人員或準公

共托嬰中心者，持續給予托育補助，依家庭經濟條件補助送托公共托育者每月 3,000

重點整理： 

109 年元月起，有多項攸關民眾權益與福祉的政策將開始上路實

施。包含基本工資調漲、2-3 歲托育補助、公私部門社工薪資調

整、全民健保平均眷口數調降、補助中小型店家數位轉型、老

農津貼調高等 25 項新制，行政院長蘇貞昌在院會指示各有關部

會，應廣為宣導，讓人民充分瞭解、加以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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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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元至 7,000 元不等、送托準公共居家托育人員或準公共托嬰中心每月 6,000 元至 1 萬

元，預估約 1 萬 6,000 名兒童受益。 

建立社工專業人員薪資制度計畫，公部門社工薪資調增最高可達 3,000 元，民間

機構則將原本定額補助的方式，改為可依「年資、學歷、執照、執行風險業務」等標

準，建立階梯式補助制度，第一年聘用薪資最高可達 44,892 元，受益社工人數約 1

萬 682 人。 

中小型店家數位轉型補助，共計補助 2 萬 9,000 家中小型零售與餐飲店家（109

年 9,000 家；110 年至 111 年每年 1 萬家）使用行銷與銷售面之數位服務方案，每家

最高 3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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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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雇主未給假或給薪者  許銘春：將處2-100萬元 

投票日上班薪資如何給付  勞動部說明 

 勞動部已指定選舉投票日為《勞動基準法》所定放假日，勞動部長許銘春 27

日表示，109 年 1 月 11 日（星期六）中華民國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 屆立法

委員選舉投票日當日，具有投票權且原屬工作日的勞工，雇主應依法讓勞工放假一日，

工資照給，雇主未依法給假或給薪者，可處新臺幣 2 萬元以上，最高 100 萬元之罰鍰，

並應補給工資。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 27 日在臺北車站 1 樓多功能展演區舉辦

「職訓小學堂 返校日」職業訓練成果發表會，許銘春到場感謝所有培訓單位夥伴，

會後接受媒體聯訪做以上表示。 

勞動部勞動條件司長謝倩蒨進一步說明，109 年 1 月 11 日為中華民國第 15 任總

統、副總統及第 10 屆立法委員選舉投票日，為利勞工行使投票權，指定凡具有投票

權且該日原屬工作日之勞工應放假一日，工資照給；雇主如在不妨礙勞工投票之前提

下，徵得勞工同意於該日出勤，出勤工作之時間，應加倍發給工資。至於雖具投票權，

但該日原屬勞工依《勞動基準法》第 36 條所排定之休息日或例假者，本得行使投票

權，就不須另給假。 

謝倩蒨強調，所稱放假「一日」指的是午前零時至午後 12 時連續 24 小時。由於

投票權僅得於投票當日行使，性質與一般國定假日不同，因此，投票日不得再與其他

工作日對調實施。 

謝倩蒨表示，雇主如果徵得具投票權勞工同意於休息日出勤者，應依《勞動基準

法》第 24 條第 2 項規定計給工資，且應不妨礙其投票。 

109 年 1 月 11 日當天上班工資給付樣態，謝倩蒨說明，若是月薪制勞工與工讀

生，當天就需上班者，若徵得勞工同意出勤，扣除投票時間 2 小時，剩下工作時間 6

重點整理： 

勞動部已指定選舉投票日為《勞動基準法》所定放假日，勞動

部長許銘春 27 日表示，109 年 1 月 11 日（星期六）中華民國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 屆立法委員選舉投票日當日，具有投

票權且原屬工作日的勞工，雇主應依法讓勞工放假一日，工資

照給，雇主未依法給假或給薪者，可處新臺幣 2 萬元以上，最

高 100 萬元之罰鍰，並應補給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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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小時應給加倍工資；當天若是勞工的「休息日」出勤，應依勞工加班時數，前 2 小時

給 1 又 1/3，後 4 小時則給 1 又 2/3 工資。 

至於 109 年 1 月 11 日 0 時至 24 時為指定放假日，不因投票還沒開始或已經結束

而有影響，若是跨日上班的大夜班勞工，如晚上 8 時上班到隔天早上 8 時，從投票日

前一晚上班到投票日當天早上者，投票日當天 0 時起應給 2 倍工資；另若是從投票當

日晚上 20 時上班到隔天早上者，晚上 20 時至 24 時前應給 2 倍工資。 

謝倩蒨提醒，雇主未依法給假或給薪者，可處新臺幣 2 萬元以上，最高 100 萬元

罰鍰，並應補給工資。勞工因有權益受損者，可就近向當地勞工行政主管機關（即當

地縣市政府之勞工局）申訴，以維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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