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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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目        錄 

恆力勵志小語…………………………………………………………………………

語  ………………………………………………………………………… 

1 

108 年 12 月份中華民國產業及社福外籍勞工人數按行業及國籍分……………… 4 

 

 

新北配合《勞動事件法》施行 全國首創擴大勞工訴訟補助範圍………………………… 5 

桃園市政府勞動局-【2020 年元旦起職安新規 醫護臨場服務明年擴至中小企業】 6 

是否適用長照扣除額？用 7 個問題來判斷………………………………………… 7 

新北火災爆炸專案勞檢 共 159 項違規 金屬、化工等高風險場所 應做防災措施  9 

勞動事件法劃重點 勞資都要懂………………………………………………… 11 

總統立委投票日 新北提醒工資計算方式 當日原屬勞工工作日 出勤時段加倍發薪 13 

臺北市勞動部重建運用處-家有移工，「長照」，照不照…………………… 14 

新增家庭幫傭申請資格 勞動部法規會審查通過………………………………… 15 

台北市首波違反勞基法名單 共 144 家 加班費、七休一最多 總罰鍰 1,125 萬元 

 

16 

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未經同意上傳社交媒體 小心觸犯個資法…………… 18 

調查 4 成 6 勞工加班  平均月加班 15.9 小時  下班後接 Line 指示 1 成 2 勞工續加班 

 

19 

排解移工爭議 重建處推動專業協調制度 由律師釐清雙方爭點 保障勞雇雙方權益 21 

 
雇主線上申請聘僱外國人 行動支付方式繳納審查費超方便………………… 23 

除夕至初三國定假日 雇主依法給薪給假 比照公務機關挪移 須經工會勞資會議同意 24 

勞動部修正申請外籍家庭幫傭資格 1/22 生效…………………………………… 

 

 

 

26 

移工防疫措施 勞動部多國語言簡訊宣導 出入醫院 雇主應提供移工一般外科口罩 

 

 

 

 

27 

醫院診所其所有工作者 雇主應提供口罩 無法提供看護工口罩將先要求限期改善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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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恆力勵志小語 
 

《每一句好話，都能夠帶給大家無限的力量哦！》 

 

§ 生活若剝去了理想、夢想、幻想，那生命便只是一堆空架子。 

§ 貪婪是最真實的貧窮，滿足是最真實的財富。       楊董                                                                                                                         

                                                               

§ 人的價值，在遭受誘惑的一瞬間被決定。 

§ 所有的失敗，與失去自己的失敗比起來，更是微不足道。    二姐                                           

                                                               

§ 覺得自己做的到和不做的到，其實只在一念之間。 

§ 第一個青春是上帝給的；第二個的青春是靠自己努力的。    張姐                     

                                                               

§ 思想如鑽子，必須集中在一點鑽下去才有力量。 

§ 問候不一定要慎重其事，但一定要真誠感人。       嘉文                                          

                                                               

§ 有一分學養、便有一分氣質；多一分器量、便多一分人緣。 

§ 心中滿足到處好、心情冷暖任隨他。                金瑛 

                                                               

§ 堅強的人需要的或許不是你的幫助，而是你的理解。 

§ 努力，不一定會有結果 但，不努力一定不會有結果。        阿線 

                                                                                                     

§ 成功方程式裡最重要的元素，就是「學會與別人相處」。 

§ 跌倒了，不要白白站起來，找找看有什麼可以撿的再站起來。   勇衡                                            

                                                               

§ 怕吃苦的人苦一輩子，不怕吃苦的人苦一陣子。 

§ 有志者自有千計萬計，無志者只感千難萬難。                          宏哲  

                                                               

§ 保持心情的愉快，是擁有健康的不二法門。                            巧柔  

                                                                

§ 每個人都在羨慕別人，卻不知道別人也在以同樣的方式羨慕著你。 

§ 傻瓜的心在嘴裡，聰明人的嘴在心裡。              愷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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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堅持到底，才能笑到最後。人可以打敗自己，也可以成全自己。沒有人知道下一秒

會發生什麼，這一秒不放棄，下一秒就有可能會 出現奇蹟。 

§ 浪有高有低，海水依舊是海水，生活有苦有樂，心依舊是心。   婉蒂                          

                                                                 

§ 人生要能看得開，才能走得遠；要能恬淡，才能豁達。 

§ 人生就像回力鏢，你給什麼，就得什麼。        雅琳 

                                                                

§ 人生多多少少都會遇到困難，只要相信自己，就一定辦得到。            阿河 

                                                                

§ 看人長處，幫人難處，記人好處。 

§ 人生沒有白走的路，即使不喜歡，只要好好走，也不會白費。             莎莎                                                                                                                                    

                                                                

§ 與其苦苦糾纏，不如各自安好！學會釋懷、學會原諒、學會不在意，你就贏了關。 

§ 多一次原諒別人，就多造一次福，把量放大，福就大。     海平                                                                                                                                     

                                                                  

§ 在黑暗中，我們要做的是尋找光芒。 

§ 今天只有一次，應該好好把握做該做的事。          阿本 

                                                                

§ 騰不出時間娛樂，早晚會被迫騰出時間生病。 

§ 当我哭泣我没有鞋子穿的时候，我发现有人却没有脚。活着一天，就是有福气，就 

该珍惜。                                                    葦薰  

                                                                  

§ 因為每一個挫折，都是為了進階的下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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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失敗者，往往是熱度只有五分鐘的人，成功者，往往是堅持到最後五分鐘的人。 

§ 當覺得諸事不順的時候，記得飛機是逆風而行，而非順風。    毓茹  

                                                                                 

§ 正負能量如同磁鐵一般，每天保持正能量，就會吸引更多幸福與快樂。 

§ 從自己的錯誤中學到教訓，叫聰明，從別人的錯誤中學到教訓，叫智慧。 芳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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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必須去走方能到達，『事』必須去做才能完成，『苦』必須去受才可消除。 

§ 滴水穿石，不是靠蠻力，而是靠持之以恆。                            雙雙 

                                                                                                                               

§ 意外出於一時的疏忽，但疏忽卻源自於「習慣」。 

§ 每個生命都有裂縫，如此光才能透的進來。       美甄     

                                                                                                                               

§ 沒有過不去的難關，也沒有不會痊癒的傷，有一種人生態度叫做豁達。 

§ 如果你還在想昨天，你將無法擁有一個更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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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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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8,058 276,411 157,487 59,445 224,713 2 

農、林、漁、牧業(船員) 12,491 9,351 1,675 35 1,430 0 

製 造 業 439,694 64,993 124,974 56,265 193,461 1 

食品及飼品 29,794 5,564 4,377 3,394 16,459 0 

飲  料 974 175 163 135 501 0 

紡  織 25,167 5,021 4,809 4,962 10,375 0 

成衣及服飾品 4,625 357 616 406 3,246 0 

皮革、毛皮及其製 品 2,383 388 102 483 1,410 0 

木竹製品 3,031 984 248 125 1,674 0 

紙漿、紙及紙製品 6,703 1,813 839 826 3,225 0 

印刷及資料儲存媒 體複製 3,997 553 446 478 2,520 0 

石油及煤製品 42 14 3 1 24 0 

化學原材料、肥料、氮化合物、塑橡膠原料及人造纖維 4,735 524 1,738 786 1,687 0 

其他化學製品 3,384 866 808 328 1,382 0 

藥品及醫用化學製品 1,115 260 412 35 408 0 

橡膠製品 10,840 1,756 983 2,015 6,086 0 

塑膠製品 30,043 5,199 4,016 4,407 16,421 0 

非金屬礦物製品 12,062 2,402 2,106 2,773 4,781 0 

基本金屬 19,944 4,441 3,728 5,914 5,860 1 

金屬製品  100,213 17,844 14,307 13,723 54,339 0 

電子零組件 72,003 1,336 56,898 3,325 10,444 0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 17,068 123 13,118 228 3,599 0 

電力設備及配備 9,367 1,539 1,866 1,334 4,628 0 

機械設備 39,711 5,650 6,193 4,487 23,381 0 

汽車及其零件 14,996 2,837 2,732 2,665 6,762 0 

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 10,131 1,849 899 2,077 5,306 0 

家  具 5,373 1,381 742 437 2,813 0 

其  他 11,993 2,117 2,825 921 6,130 0 

營 建 工 程 業 4,416 420 12 2,713 1,271 0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其他服務業 261,457 201,647 30,826 432 28,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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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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配合《勞動事件法》施行  

全國首創擴大勞工訴訟補助範圍 
【新北市訊】勞工打官司免驚！因應明年 1月 1日起施行《勞動事件法》新制，

新北勞工局近日修訂《新北市政府勞資爭議事件及涉訟權益補助金要點》規定，未來

在法院勞動調解不成立的勞工，也可申請涉訟補助，期能更落實扶助勞工訴訟及保障

勞工法定權益。 

局長陳瑞嘉表示，原先涉訟補助對象僅限在勞工局調解不成立的勞工，但勞動事

件法採勞動調解程序先行原則，起訴前勞資雙方必須先至法院或勞工局聲請調解，為

擴大保障至法院聲請調解的勞工，除了將法院勞動調解不成立的案件納入涉訟補助範

疇，更明確規範續行訴訟程序之聲請費為補助範圍。意即，未來申請補助的勞資爭議

事件，不以經勞工主管機關依勞資爭議處理法調解不成立者為限；經法院依勞動事件

法調解不成立者，亦可提出申請。 

勞工局進一步說明，勞工涉訟補助自 100年起實施至今，提供有律師費、裁判費、

強制執行費及訴訟期間生活費用等項目補助，截至今年 11 月，已補助逾千件，補助

金額多達 4560萬元，總計有 21家(次)工會及 670位(人次)勞工受惠，希望藉由擴大

扶助範圍，讓涉訟補助措施更完善，並協助勞工行使權利。 

勞工局提醒，如勞資雙方發生勞資爭議，經勞工主管機關依勞資爭議處理法或法

院依勞動事件法調解不成立，或雖經調解成立，雇主未依調解結果履行，本局設有勞

工訴訟扶助，勞工可於提起各審訴訟之日起六個月內，且於該審訴訟程序終結前申請

相關訴訟費用補助，勞工朋友可多加利用，以保障自身權益。想了解勞工涉訟補助，

可上新北勞動雲網站

（https://ilabor.ntpc.gov.tw/page/subsidy-for-labor-in-litigation）。 

109.01.02人力仲介會訊 

重點整理： 

新北勞工局近日修訂《新北市政府勞資爭議事件及涉訟權益補

助金要點》規定，未來在法院勞動調解不成立的勞工，也可申

請涉訟補助，期能更落實扶助勞工訴訟及保障勞工法定權益。

其未來申請補助的勞資爭議事件，不以經勞工主管機關依勞資

爭議處理法調解不成立者為限；經法院依勞動事件法調解不成

立者，亦可提出申請。 

https://ilabor.ntpc.gov.tw/page/subsidy-for-labor-in-li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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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勞動局-【2020 年元旦起職安新規  

  醫護臨場服務明年擴至中小企業】 
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 50 人至 299 人之事業單位，應僱用或特約醫護人員提供臨

場健康服務，去年員工總人數 200 人到 299 人者，率先上路後，今年 1 月起擴大到

員工規模 100 人到 199 人。另為協助中小企業醫護臨場服務上路，勞動部同步推出

補助，若屬聘用醫護人員，1 年最多補助 20 萬元。若為特約，補助費用 8 成，1 年

最多 15萬元，有需要的雇主請把握機會申請。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推動中小企業臨場健康服務補助計畫」

https://reurl.cc/6gOYnd 

 

 

 

 

 

 

 

 

 

 

 

 

109.01.03人力仲介會訊 

重點整理： 

2020 年元旦起職安新規，僱用或特約醫護人員辦理臨場健康服

務擴及中小企業，職安署亦同步補助中小企業每次特約臨場服

務費用， 若屬聘用醫護人員，1 年最多補助 20 萬元。若為特

約，補助費用 8 成，1 年最多 15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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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適用長照扣除額？用7個問題來判斷 

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今年 5月申報綜合所得稅將首度上路，可望減輕長期照顧身

心失能者家庭的經濟壓力，衛生福利部日前也公告「個人符合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之

須長期照顧之身心失能者」適用資格。只要符合規定，每人每年得定額減除 12萬元，

估計約有 29萬人因此受益。 

但是，長照扣除額適用資格規定與限制，對民眾而言似乎仍有些陌生，究竟自己

或家人是否符合上述資格？要如何判斷更是讓人苦惱，中區國稅局特別貼心設計「長

期照顧特別扣除額適用資格自我檢核表」，教民眾利用簡易的 7個問題，就可以輕鬆

判斷，並對應出符合資格後應檢附文件。 

7個問題包括：1、是否已依法聘僱外籍看護工 2、是否入住適格之住宿式服務

機構且累計達 90日 3、長照需要等級是否為 2-8級，且使用長照給付及支付之服務

4、是否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且障礙等級為重度及極重度 5、是否符合特定身

心障礙項目 6、是否符合身心障礙類別「鑑定向度」及「ICD代碼」 7、照護需求評

估是否符合。 

中區國稅局提醒，在家自行照顧者（除已取具身心障礙證明或手冊且可判讀符合

列報資格者外）原規定須於去（108）年底前完成檢測並取得「病症暨失能診斷證明

書」才可列報，但考量本項扣除額首年實施，經財政部與衛生福利部共同評估後決議

重點整理： 

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今年 5 月申報綜合所得稅將首度上路，可

望減輕長期照顧身心失能者家庭的經濟壓力，衛生福利部日前

也公告「個人符合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之須長期照顧之身心失

能者」適用資格。中區國稅局特別貼心設計「長期照顧特別扣

除額適用資格自我檢核表」，教民眾利用簡易的 7 個問題，就

可以輕鬆判斷，問題包括：1、是否已依法聘僱外籍看護工 2、

是否入住適格之住宿式服務機構且累計達 90 日 3、長照需要等

級是否為 2-8 級，且使用長照給付及支付之服務 4、是否領有身

心障礙手冊或證明，且障礙等級為重度及極重度 5、是否符合

特定身心障礙項目 6、是否符合身心障礙類別「鑑定向度」及

「ICD 代碼」 7、照護需求評估是否符合並對應出符合資格後

應檢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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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寬，只要在 108年度所得稅申報期限(109年 6月 1日)前取得該證明書即可，但醫

療院所開立證明需有一定的觀察期，還是提醒民眾儘快完成檢測，以確保自己的權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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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火災爆炸專案勞檢 共159項違規 

金屬、化工等高風 險場所 應做防災措施 

有鑒於新北市近年發生數起工作場所火災爆炸案件，造成多名工作者受傷，新北

市勞動檢查處去年特別實施火災爆炸危害預防專案檢查，1月 7日公布檢查結果，針

對轄內 30 家事業單位實施安全衛生檢查，以減少工作場所發生火災爆炸的風險。 

勞檢處表示，初查結果發現 29 家事業單位違反作業安全規定，違規項次達 159 

項，其中以化學品管理 53項佔 33%，以及火災爆炸事項 20項佔 13％為最多，後續進

行複查時，多數事業單位已完成改善，總計罰鍰金額達新台幣 54 萬元。完整名單已

公佈於「新北勞動雲」專案檢查專區。 

勞檢處分析近年工作場所火災爆炸案件災害發生原因，主要為事業單位欠缺使用

及處理易燃液體、氣體的安全認知，且對作業環境危害辨識能力亦明顯不足，因此勞

檢處去年特邀集火災爆炸專家及學者對相關廠商實施檢查，透過專家學者的專業知能

及檢查手段，督促事業單位落實防災措施，以降低勞工作業風險，預防職業災害的發

生。 

此次專案檢查共有 4 家事業單位因違反「防災重點項目」，分別經裁罰 6 萬元，

其中工作場所有易燃液體或可燃性氣體滯留疑慮，卻未採取通風、換氣措施，或未使

用防爆電氣機械、器具或設備，是常見的處罰原因。 

重點整理： 

新北市勞動檢查處去年特別實施火災爆炸危害預防專案檢查，1

月 7 日公布檢查結果，初查結果發現 29 家事業單位違反作業安

全規定，違規項次達 159 項，其中以化學品管理 53 項佔 33%，

以及火災爆炸事項 20 項佔 13％為最多。經分析近年發生原因，

主要為事業單位欠缺使用及處理易燃液體、氣體的安全認知，

且對作業環境危害辨識能力亦明顯不足，其中工作場所有易燃

液體或可燃性氣體滯留疑慮，卻未採取通風、換氣措施，或未

使用防爆電氣機械、器具或設備，是常見的處罰原因。勞檢處

提醒，上述情況如發生在化工廠、金屬製品製造業等高風險事

業單位，或經常使用化學品的作業場所，都會增加現場作業的

風險，提醒事業單位應確實做好防災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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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檢處提醒，上述情況如發生在化工廠、金屬製品製造業等高風險事業單位，或

經常使用化學品的作業場所，都會增加現場作業的風險，提醒事業單位應確實做好防

災措施，包括對有易燃液體或可燃性氣體等滯留的作業場所，應採取通風或換氣等措

施，並使用具有防爆性能的電氣機械、器具或設備；高壓氣體的使用或貯存應加固定

並妥為處置，以及加強現場危害性化學品的管理，例如張貼危害標示及提供安全資料

表，避免發生火災爆炸意外，否則一旦發生職災，雇主除應承擔行政責任外，亦須負

起民事賠償及刑事過失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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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事件法劃重點 勞資都要懂 

勞動事件法今年上路了。以往勞資爭議事件一旦進入訴訟後，勞工幾乎一定是輸

家，但是勞動事件法打破過往司法訴訟案件進行程序及處理原則，大大減輕勞工在法

院遭遇的時間及金錢障礙，勞工們不可不知。 

台灣每年約有 2.5 萬件勞資爭議調解案，但勞工與資方嚴重不對等，資方有恃無

恐在司法訴訟與勞工進行消耗戰，讓勞工知難而退。 

例如最常見的違法解僱裁員事件，勞工遭到資遣而喪失工作時，面臨經濟收入短

缺困境。如果進入訴訟，漫長的訴訟期間要投入時間、精力，甚至放棄其他工作收入

機會，導致多數勞工最後選擇放棄。據統計，真正進入訴訟案件只有三分之一，其他

不是和解就是不了了之；即使是和解，勞工獲得的補償往往是打折再折，被譏為「打

折正義」。 

源自上述背景，透過勞團的努力與爭取，勞動事件法去年得到朝野無異議支持，

很快完成三讀，今年上路。 

首先，明定各級法院均應設置勞動專業法庭，讓勞資爭議案件能有專業法官受理，

更能從勞工角度進行審判，也意味司法院必須培養更多專業勞動法官。 

另一個重大突破是，在訴訟前增加法院調解過程，法官是必要調解人，且與判決

同一法官，調解委員會另有勞資專家調解委員共兩人，連同法官共三人。勞動調解必

須在三次內終結，除非有特殊情況，否則應在勞動調解聲請之日起 30 日內，指定第

一次調解期日，並在三個月內終結為原則。如果調解不成，進入訴訟程序，除非是案

重點整理： 

勞動事件法打破過往司法訴訟案件進行程序及處理原則，重大

突破是，在訴訟前增加法院調解過程。勞動調解必須在三次內

終結，除非有特殊情況，否則應在勞動調解聲請之日起 30 日

內，指定第一次調解期日，並在三個月內終結為原則。如果調

解不成，進入訴訟程序，除非是案情繁雜或審理上有必要者，

否則法院應以一次期日辯論終結為原則，並於六個月內審結，

讓雙方當事人可以較為快速地解決爭訟。勞資事件增加調解， 

不只程序更簡便，更大重要性在於，負責此案的法官可預先曉

諭結果(即透露判決結果)，使得勞資雙方較易在調解階段提接受

和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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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繁雜或審理上有必要者，否則法院應以一次期日辯論終結為原則，並於六個月內審

結，讓雙方當事人可以較為快速地解決爭訟。 

勞資事件增加調解， 不只程序更簡便，更大重要性在於，負責此案的法官可預

先曉諭結果(即透露判決結果)，使得勞資雙方較易在調解階段提接受和解方案。 

民事訴訟是「以原就被」，以往打官司，勞工常常要配合總公司所在地往返法庭，

例如很多保全總公司在台北，但在花蓮提供勞務，以往勞工必須花蓮台北兩地跑，未

來可以提供勞務地為訴訟法院；即使雇主告勞工，勞工也可選擇到勞務提供地訴訟。 

勞資爭議訴訟勞工最大困難在於證據提供，勞動事件法將舉證責任反轉到雇主身

上。依照第 35 條規定「勞工請求之事件，雇主就其依法令應備置之文書，有提出之

義務。」舉凡工資名冊、出勤紀錄等，若法官認為有必要，可要求雇主提供。 

有關雇主與勞工工時、加班費等訴訟，鑑於很多雇主巧立名目，以津貼、福利掩

蓋工資，更重要的是，依勞動事件法第 37 條，如果勞資雙方是對於「工資」的認定

產生爭執，且雇主無法舉出證明來主張該給付為恩惠性給予，就可推定為工資。 

至於加班工時認定爭議，以往雇主常會以勞工在打卡前從事個人私事，拒絕給付

加班費，但勞動事件法第 38 條規定，勞方工時以出勤紀錄記載時間推定，若雇主無

法舉出其他反證推翻工時認定，一律以出勤紀錄為準。 

勞工以往若被雇主不當解僱或調動，常被迫在沒有工作及收入狀況下苦撐，但勞

動事件法賊予勞工可恢復原職原薪的暫時狀態，其中規定，若在調解階段法官認為雇

主涉及不當解僱或調動，可要求雇主恢復勞工原職原薪。另外，若訴訟後判定勞工勝

訴，必須恢復原職，但雇主無法履行(如公司已搬遷或原職務已有人取代)，法官可要

求雇主給予勞工補償金。 

跟雇主打官司，勞工除要奔波勞頓，最大困難也在資源無法與雇主抗衡。一般保

全程序有假扣押、假處分及訂定暫時狀態處分，勞動事件法在調解及訴訟程序都適度

增加勞工資源。 

例如勞動事件法第 49 條規定，當勞工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的訴訟時，如果法

官認為雇主涉及不當解僱徎調動，勞工有較高機率可以勝訴，且雇主繼續僱用該員工

也沒有大太困難時，可依照勞工提出的聲請，裁定雇主應繼續僱用該名員工並給付工

資的「定暫時狀態處分」。 

此外，若最後訴訟判決勞工勝訴，雇主應該回復勞工原職原薪，但由於訴訟時間

已過一、二年，公司可能已搬遷或原職有人取代，則勞工可要求雇主給付解僱期間的

補償金，補償金額由法官視個案決定。 

 109.01.08人力仲介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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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總統立委投票日 新北提醒工資計算方式 

當日原屬勞工工作日 出勤時段加倍發薪 

1 月 11 日(星期六)為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 屆立法委員選舉投票日，新北

市政府勞工局提醒，具有投票權且原屬工作日的勞工，依法雇主應讓勞工放假一日，

工資照給。至於具投票權但當日原屬勞工的休息日或例假者，因勞工本得於當日行使

投票權，因此不另外給假。此外，放假一日係指自午前零時至午後 12時連續 24小時，

因投票權僅得於投票當日行使，性質與一般國定假日不同，雇主不得將投票日再與其

他工作日對調實施。 

該局進一步說明，雇主如果徵得具投票權勞工同意於投票日出勤工作，應不妨礙

其投票，並應加給當日出勤工資。如原屬勞工的工作日，應加倍發給出勤時段的工資。

以勞雇雙方原約定當天出勤 8小時為例，勞工外出投票 3小時，返回工作 5小時，則

雇主須加倍發給 5小時工資。 

如當日原屬勞工的休息日，工資計算應視工作時數，依勞動基準法第 24 條第 2

項有關休息日出勤加給的規定計算，依勞工實際工作時數計給之加班費為前 2 小時

4/3倍，第 3至 8小時 5/3倍，第 9至 12小時 8/3倍。 

勞工局特別提醒，雇主應就勞工戶籍地遠近給予合理時間往返投票，若事業單位

未依法給假或給薪者，可處新台幣 2萬至 100萬罰鍰，並應補給工資，以維護勞工權

益。 

 

109.01.09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選舉投票日，放假一日係指自午前零時至午後 12 時連續 24 小

時，因投票權僅得於投票當日行使，性質與一般國定假日不同，

雇主不得將投票日再與其他工作日對調實施。當日具有投票權

且原屬工作日的勞工，依法雇主應讓勞工放假一日，工資照給。

若原屬勞工的休息日或例假者，因勞工本得於當日行使投票

權，因此不另外給假。特別提醒，雇主應就勞工戶籍地遠近給

予合理時間往返投票，若事業單位未依法給假或給薪者，可處

新台幣 2 萬至 100 萬罰鍰，並應補給工資，以維護勞工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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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如您對資訊內容有任何疑問，敬請來電洽詢，將有專業人員為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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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勞動部重建運用處-家有移工，「長照」，照不照 

有外籍看護還是可以獲得「長照 2.0」照護！！ 

家中失能者聘僱外籍看護工 ，仍然可以申請長照 2.0 的服務 ！專業服務:提供

語言、吞嚥、行為修正等復能服務。 

交通接送:讓長輩出門就醫好方便。 

輔具購買及住宅無障礙環境改善:讓長輩生活有品質。 

另外還有延緩失能(失智)服務、失智共照中心及失智服務據點等長照服務，提供

失能者所需專業協助與照護指導，以提升整體照護品質。 

快拿起電話撥打 1966 長照專線，為長輩打造優質的照顧生活！ 

詳請請見衛福部：https://reurl.cc/rl4K11 

 

 

 

 

 

 

 

 

 

 

109.01.09人力仲介會訊 

重點整理： 

家中失能者聘僱外籍看護工，仍然可以申請長照 2.0 的服務！包

括專業服務、交通接送及輔具購買、住宅無障礙環境改善、延

緩失能(失智)服務、失智共照中心及失智服務據點等長照服務，

提供失能者所需專業協助與照護指導，以提升整體照護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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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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家庭幫傭申請資格 勞動部法規會審查通過 

勞動部法規會 10 日上午審查通過「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8

款至第 11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第 10條修正草案，新增扶養多名年幼子女者申請

聘僱外國人從事家庭幫傭工作之條件，將趕在 1月 22日農曆春節前實施。 

勞動部說明，考量扶養多名年幼子女之家庭，有較高幼兒照顧之協助需求，復因

孩童年齡增長，申請外籍家庭幫傭之點數遞減，實務上可能無法符合聘僱外籍家庭幫

傭之資格，同時民進黨立委陳瑩持續多年關切質詢外籍家庭幫傭申請資格。 

法規會今天通過「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46條第 1項第 8款至第 11 款工作資

格及審查標準」第 10條修正草案，外國人受聘僱家庭幫傭工作，雇主申請初次招募、

期滿申請重新招募及承接外國人之時，應具下列條件之一：分別是有三名以上之年齡

6歲以下子女；或是有四名以上之年齡 12歲以下子女，且其中二名為年齡 6 歲以下；

抑或累計點數滿 16點者。勞動部推估將增加 80人。 

 

 

 

 

 

 

 

109.01.10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勞動部法規會 10 日上午審查通過「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8 款至第 11 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第 10 條修正

草案，新增扶養多名年幼子女者申請聘僱外國人從事家庭幫傭

工作之條件，外國人受聘僱家庭幫傭工作，雇主申請初次招募、

期滿申請重新招募及承接外國人之時，應具下列條件之一：分

別是有三名以上之年齡 6 歲以下子女；或是有四名以上之年齡

12 歲以下子女，且其中二名為年齡 6 歲以下；抑或累計點數滿

16 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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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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首波違反勞基法名單 共144家 

加班費、七休一最多 總罰鍰1,125萬元 

台北市政府勞動局公布 109年第一波違反勞動基準法、職業安全衛生法及性別工

作平等法名單，其中勞基法部分，共計 144 家事業單位，為 108 年 11 月受裁處的名

單，包含執行勞動部工讀生及部分工時、清潔服務業的專案檢查結果，總罰鍰金額

1,125萬元，當中以家樂福重複違反延長工時、女性夜間工作等規定，單一企業罰鍰

180萬元最高，其次為年代網際事業違反休假日、加班工資，共罰鍰 110萬元。完整

名單勞動局已公布於網站「違反勞動法令公布專區」。 

此波違反事項，以勞基法第 24 條第 1 項「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以

及第 36 條第 1 項「未使勞工每 7 日中有 2 日之休息，其中 1 日為例假，1 日為休息

日」為最多，各有 29 家企業違規。另外第 24條第 2項「未依法給付休息日工作之工

資」有 27 家，違反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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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則有 26家。 

至於第 22 條第 2 項「工資未全額給付給勞工」，以及第 39 條「假日工資未給或

於休假日工作未依規定加給工資」，此次分別有 22家、21家違規。 

為保障舊制勞工退休權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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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整理： 

台北市政府勞動局公布 109 年第一波違反勞動基準法、職業安

全衛生法及性別工作平等法名單，其中勞基法部分，共計 144

家事業單位，提醒事業單位，去年已修正「台北市政府處理違

反勞動基準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除公布罰鍰金額外，並依

照企業規模分類，完整名單勞動局已公布於網站「違反勞動法

令公布專區」。另為保障舊制勞工退休權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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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

規定者將依法處 9 萬元至 45 萬元罰鍰，並公布事業單位名稱、

負責人姓名，此波亦有 6 家違反這項規定遭開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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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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反規定者將依法處 9 萬元至 45 萬元罰鍰，並公布事業單位名稱、負責人姓名，此

波亦有 6家違反這項規定遭開罰。 

勞動局提醒事業單位，去年已修正「台北市政府處理違反勞動基準法事件統一裁

罰基準」，除公布罰鍰金額外，並依照企業規模分類，其中上市櫃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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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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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性平法 3家，未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懷孕歧視，以及性

別歧視、育嬰留職停薪遭拒絕並給予不利處分各有 1 家，違反職安法部分則有 108

家。 

 

 

 

 

 

 

 

 

 

 

 

 

 

 

 

 

 

 

109.0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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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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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同意上傳社交媒體  

小心觸犯個資法 
拍照 、自拍~ 上傳 、分享 ~ㄟ~ 小心觸犯個資法哦!現代人，人手一支手機，

外籍移工也不例外。 

家中移工自行拍照留念，紀錄在台生活，請雇主要提醒他們，如要將照片上傳社

交媒體，應注意被照顧者家人的隱私，避免公開足以辨識個資之相關照片或影片哦！

以免觸犯法律。 

家事勞工及其雇主個人資料安全維護指引請參考 https://reurl.cc/GkRx2p 

 

 

 

 

 

 

 

 

 

 

 

 

 

 

109.01.13人力仲介會訊 

重點整理： 

鑒於邇來屢發生非公務機關個人資料外洩致民眾權益受損等

情，請家事勞工及雇主依循「家事勞工及其雇主個人資料安全

維護指引」辦理。於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

政府認有對其進行個人資料安全維護檢查之必要時，應予配合。 

https://reurl.cc/GkRx2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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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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4成6勞工加班 平均月加班15.9小時 

下班後接Line指示 1成2勞工續加班 
勞動部 14 日公布 108 年勞工生活及就業狀況調查結果，4 成 6 勞工近一年有加

班，其中有加班之平均每月加班時數為 15.9 小時，另勞工曾在下班後接獲服務單位

以通訊方式交辦且執行工作占 12.4%，平均每月時數為 6.4小時。 

為了解勞工近一年(107年 6月至 108年 5月)工作狀況、對工作環境的滿意及職

涯規劃等情形，勞動部辦理「勞工生活及就業狀況調查」，以參加勞保之本國勞工為

調查對象，計回收有效樣本 4,116份。 

調查指出，108 年勞工對整體工作感到滿意的比率為 70.3%，其中以性別工作平

等、同事間的相處與友誼之滿意比率均逾 9成 6最高；不滿意者中，以人事考核升遷

制度不滿意比率占 71.7％居首，其次為工作負荷量占 68.0%。 

調查發現，勞工近一年有延長工時占 46.3%，較 107年下降 1.5個百分點，其中

有加班之平均每月延長工時為 15.9 小時，較 107 年增加 0.3 小時。按行業別觀察，

有延長工時比率以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占 65.4%最高，其次為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占 61.7%，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金融及保險業均占 58.9%居第三。 

勞工希望維持目前工作時數者占 78.8%，希望減少工作時數占 13.0%，而希望增

加工作時數占 8.3%。勞工希望增加工作時數的主要原因為「希望增加薪水」；希望減

少工作時數的主要原因以「更多自己的時間從事其他活動」最多，其次是「更多時間

陪伴孩子」。 

勞工曾在下班後接獲服務單位以電話、網路、手機 App 或 Line 等通訊形式交辦

工作且當下亦有實際執行工作者占 12.4%，平均每月執行工作時數為 6.4小時，以出

重點整理： 

為了解勞工近一年(107 年 6 月至 108 年 5 月)工作狀況、對工作

環境的滿意及職涯規劃等情形，勞動部辦理「勞工生活及就業

狀況調查」，以參加勞保之本國勞工為調查對象，計回收有效

樣本 4,116 份。勞動部於 14 日公布 108 年勞工生活及就業狀況

調查結果，4 成 6 勞工近一年有加班，其中有加班之平均每月

加班時數為 15.9 小時，另勞工曾在下班後接獲服務單位以通訊

方式交辦且執行工作占 12.4%，平均每月時數為 6.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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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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占 27.1%、專業人員占 22.9%最高。 

調查指出，勞工有打算至海外工作占 11.5%，希望前往地區以「大陸港澳」占 5.8%

最高；打算到海外工作的主要原因為「增加視野和國際觀」。 

勞工規劃退休年齡平均為 61.1 歲，規劃退休後之生活費用來源，前三項為「自

己儲蓄」、「新制勞工退休金」及「勞保老年給付」。 

 

 

 

 

 

 

 

 

 

 

 

 

 

 

 

 

 

 

 

 

 

 

 

 

 

 

 

109.01.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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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排解移工爭議 重建處推動專業協調制度 

由律師釐清雙方爭點 保障勞雇雙方權益 

為協助調處聘僱移工雇主與移工之間的爭議，臺北市自 107年起推動專業協調人

制度，由專業律師擔任協調人，108年共進行 179場協調會，協調成立案件達八成五

以上，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表示，藉由專業律師，將移工及雇主經常發生爭議的

事由，透過就業服務法、民刑法等不同法律的檢視及解說，有助於快速解決爭議，除

保障移工權益外，也能提供雇主法律諮詢，為未來的勞雇關係建立更良善的基礎。 

此外，今年將試辦加入受過基礎協調案件培訓的專業通譯人員進場，降低勞雇雙

方在爭議協調過程中的溝通障礙，使雙方表達的意見能清楚明確的傳達給對方，除可

提升移工爭議案件協調品質，朝向「制度專業化、人員專業化、經驗專業化」三個方

向發展，也能進一步保障勞雇雙方權益。 

由於台北市轄內工作的移工，絕大多數從事家庭看護工作，勞雇雙方常因語言、

生活與習慣差異產生爭端，如宗教、文化及飲食上差異、照顧技巧不恰當、作息時間

衝突，或因雇主未按時給付薪資、留置移工證件等，都是勞雇雙方經常反映的事項。 

重建處表示，目前家事移工尚未適用勞基法保障，因此在協調雙方爭議時，常涉

及民事或刑事爭訟或情緒上的問題，地方主管機關人員在協調過程，往往需要同時扮

演勞雇雙方的雙語翻譯、協調人及法令解說與紀錄等不同角色，也常被誤解刻意偏頗

某一方，以致協調結果有時未盡其意。 

該處指出，為提升協調品質，規劃建構專業協調人制度，透過專業服務快速的為

勞雇雙方釐清爭點，並提供法令競合問題與解說，明確告訴雙方哪些爭議事項屬於就

業服務法規，還是民、刑事法爭訟的範圍，而勞雇雙方與仲介人員對專業律師擔任協

重點整理： 

臺北市自 107 年起推動專業協調人制度，由專業律師擔任協調

人，108 年共進行 179 場協調會，在協調會議中，將移工及雇主

經常發生爭議的事由，透過律師的專業角色及訴訟經驗，能積

極建立和平協處的共識，提供法令解說與資訊有助於快速解決

爭議,找尋以利雙方當事人達成可接受的方案。同時促進勞雇雙

方及仲介對相關法令規定及罰則等認識，預防未來再發生類似

紛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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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調人也較信任其法律專業角色，減少彼此的情緒性發言。 

重建處分析，108 年召開的 179 場次爭議協調會中，仍以勞雇相處問題為大宗，

包括彼此對照顧方式或管理方式的看法不同產生爭議，最後走向中止勞雇契約或轉換

雇主的結果。在協調會議中，透過律師的專業角色及訴訟經驗，能積極建立和平協處

的共識，提供法令解說與資訊，找尋對雙方可接受的方案，以利雙方當事人達成協議。

同時促進勞雇雙方及仲介對相關法令規定及罰則等認識，預防未來再發生類似紛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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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雇主線上申請聘僱外國人 行動支付方式繳納審查費超方便 

隨著行動支付日益普遍，針對雇主申請聘僱外國人時需繳納的審查費，勞動部自

109年 1 月 31 日起新增行動支付繳費管道，掃碼即繳，提供雇主更快速、多元的繳

費選擇。 

行動支付上線，隨掃即繳超方便 

勞動部表示，配合國人使用行動支付繳費方式逐漸普遍，雇主透過線上申辦方式

申請聘僱外國人的相關案件，於進行繳納審查費的步驟，將於 109 年 1 月 31 日起

新增「台灣 Pay」行動支付管道。雇主線上申辦聘僱外國人申請案時，在繳納審查費

選項選擇「台灣 Pay」，申請網頁即會產出一組專屬該申請案的 QRcode，於 QRcode 有

效時間內掃碼，即可完成繳費，而且免收手續費；同時繳費紀錄亦會保存在所使用的

App 中，可供雇主隨時查詢，不僅方便快速，同時更可節省紙張耗費，可說輕鬆又環

保。 

線上申辦繳費，節省紙張又迅速 

勞動部說明，除行動支付繳費外，現行亦可透過郵局臨櫃繳費、E 政府平台繳費、 

ATM 轉帳繳費等多元方式，完成繳納聘僱外國人案件的審查費；同時，配合現行申請

案件線上申辦，皆可達到申請程序少紙化、節約能源的環保目標。建議雇主可多加選

擇利用。如有繳納審查費相關問題，可電洽勞動部電話服務中心（電話：02- 

8995-6000），或至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網站（https://www.wda.gov.tw）查詢。 

    台灣 Pay 繳納審查費懶人包： https://reurl.cc/qDWyly 

 

 

109.01.14人力仲介會訊 

重點整理： 

勞動部將於 109 年 1 月 31 日起新增「台灣 Pay」行動支付管

道。雇主線上申辦聘僱外國人申請案時，在繳納審查費選項選

擇「台灣 Pay」，申請網頁即會產出一組專屬該申請案的

QRcode，於 QRcode 有效時間內掃碼，即可完成繳費，而且免

收手續費；同時繳費紀錄亦會保存在所使用的 App 中，可供雇

主隨時查詢，不僅方便快速，同時更可節省紙張耗費，可說輕

鬆又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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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至初三國定假日 雇主依法給薪給假 

比照公務機關挪移 須經工會勞資會議同意 

農曆春節將至，勞動部表示，農曆除夕以及農曆初一至初三這四天均為國定假日，

雇主應依勞動基準法規定給假並給薪，如適逢勞工休息日及例假，則應由勞雇雙方協

商擇日補假。雇主徵得勞工於國定假日（補假日）或休息日出勤工作者，應依《勞動

基準法》規定給付出勤工資，加班費的計算方式，須視當天假日的性質而定。 

勞動部說明，民間企業如屬週一至週五為工作日、週六為休息日、週日為例假的

出勤模式，今年 1月 25 日及 26日即農曆初一、初二適逢休息日與例假，應依《勞動

基準法施行細則》第 23 條之 1規定擇日補假。如勞雇雙方約定於 1月 28日及 29日，

即農曆初四、初五補假，以形成 6天春節連假，因為補假當天性質為國定假日，因此

勞工如於 1月 28日及 29日出勤者，雇主應依照國定假日加班的規定，加倍發給工資。

至於 1月 25日出勤者，雇主應給付休息日加班費。 

勞動部補充說明，民間企業欲比照今年度「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調整為 7

天春節連假，可依照「8週彈性工時」規定，完成「有工會者，經工會同意，如事業

單位無工會，經勞資會議同意」的程序後，將 109 年 2 月 15 日的休息日與 1 月 23

日的工作日調整互換。由於調整之後，1 月 23 日已成為休息日，雇主屆時如再有需

要勞工於當天出勤，則應給付休息日加班費。 

勞動部進一步舉例，勞雇雙方如約定週一至週五為工作日、週六為休息日、週日

為例假的出勤模式，補假日經協商約定為 1月 28日及 29日，並比照行政機關辦公日

曆，運用「8 週彈性工時」形成 7 天春節連假。以月薪 36,000 元的勞工為例，平日

每小時工資額為 150元，在出勤 8小時的情況下，因 1月 23日（星期四）及 1月 25

日（星期六）性質為休息日，依勞基法第 24 條第 2 項休息日出勤加給規定，當天加

重點整理： 

勞動部表示，農曆除夕以及農曆初一至初三這四天均為國定假

日，雇主應依勞動基準法規定給假並給薪，如適逢勞工休息日

及例假，則應由勞雇雙方協商擇日補假。雇主徵得勞工於國定

假日（補假日）或休息日出勤工作者，應依《勞動基準法》規

定給付出勤工資，加班費的計算方式，須視當天假日的性質而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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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班費為 1900元（150元×1⅓×2小時+150元×1⅔×6小時）。 

至於 1月 24日（星期五）及 27日至 29日（星期一至星期三）性質為國定假日，

依第 39條規定，休假日出勤應加倍發給工資即 1200元（150元×8小時）。1月 26日

（星期日）性質為例假，除非有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不得使勞工於例假出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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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勞動部修正申請外籍家庭幫傭資格 1/22生效 

勞動部 109 年 1 月 20 日修正公告「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8

款至第 11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第 10條條文，新增「有三名以上之年齡 6歲以下

子女」及「有四名以上之年齡 12歲以下子女，且其中二名為年齡 6歲以下」，可提出

申請聘僱外國人從事家庭幫傭工作，該規定自 109年 1月 22日起生效。 

截止 108 年 12 月底統計，家庭幫傭共有 1,797 人，新制度實施後，勞動部推估

增加 80人。 

勞動部說明，考量扶養多名年幼子女之家庭，有較高幼兒照顧之協助需求，復因

孩童年齡增長，申請外籍家庭幫傭之點數遞減，實務上可能無法符合聘僱外籍家庭幫

傭之資格，同時民進黨立委陳瑩持續多年關切質詢外籍家庭幫傭申請資格。 

「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8 款至第 11 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

第 10 條條文，外國人受聘僱家庭幫傭工作，雇主申請招募時（包含初次招募、期滿

申請重新招募及承接），應具下列條件之一：分別是有三名以上之年齡 6歲以下子女；

或是有四名以上之年齡 12 歲以下子女，且其中二名為年齡 6 歲以下；抑或累計點數

滿 16 點者。前項各款人員與雇主不同戶籍、已申請家庭看護工或已列計為申請家庭

幫傭者， 其人數或點數不予列計。 

第一項第三款累計點數之計算，以雇主未滿 6 歲之子女、年滿 75歲以上之直 系

血親尊親屬或繼父母、配偶之父母或繼父母之年齡計算。 

 

 

 

 

109.01.21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勞動部 109 年 1 月 20 日修正公告「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8 款至第 11 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第 10 條條文，

新增「有三名以上之年齡 6 歲以下子女」及「有四名以上之年

齡 12 歲以下子女，且其中二名為年齡 6 歲以下」，可提出申請

聘僱外國人從事家庭幫傭工作，該規定自 109 年 1 月 22 日起生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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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移工防疫措施 勞動部多國語言簡訊宣導 

出入醫院 雇主應提供移工一般外科口罩 

109年 1月 27日世界衛生組織(WHO)已將武漢肺炎提升為「高度風險」的國際公

衛事件，為加強移工防疫安全，勞動部 1 月 30 日春節假期結束後、上班第一天就發

函提醒雇主、仲介應善盡照顧移工生活照顧責任，提供相關防疫資訊及措施，移工自

國外入境若有發燒、咳嗽等不適症狀，應協助通報機場檢疫人員，入國 14 天內如出

現疑似症狀可撥打防疫專線 1922或 1955專線協助進行通報或是諮詢。 

勞動部表示，為加強向在臺移工宣導防疫安全，已將多國語（含中文、英文、印

尼文、越南文、泰文等語言）的防疫注意事項，置於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的跨國勞動

力權益維護資訊網站進行宣導，自即日起透過勞動部移工入境接機服務，向入境移工

辦理防疫宣導，並同步透過外語廣播節目向移工宣導；此外，勞動部 1 月 29 日已運

用 1955勞工諮詢申訴專線發送 14萬則防疫資訊簡訊給移工。 

勞動部因應「中國大陸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確診案例持續增加，為防範肺炎疫情，

提醒雇主應善盡生活照顧責任，依「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裁量基準」規定，雇

重點整理： 

109 年 1 月 27 日世界衛生組織(WHO)已將武漢肺炎提升為「高

度風險」的國際公衛事件，為加強移工防疫安全，勞動部提醒

雇主、仲介應善盡照顧移工生活照顧責任，提供相關防疫資訊

及措施，移工自國外入境若有發燒、咳嗽等不適症狀，應協助

通報機場檢疫人員，入國 14 天內如出現疑似症狀可撥打防疫專

線 1922 或 1955 專線協助進行通報或是諮詢。另已將多國語（含

中文、英文、印尼文、越南文、泰文等語言）的防疫注意事項，

置於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的跨國勞動力權益維護資訊網站進行

宣導，自即日起透過勞動部移工入境接機服務，向入境移工辦

理防疫宣導，並同步透過外語廣播節目向移工宣導；此外，勞

動部指出，如雇主未善盡前開管理責任，經限期改善未改善者，

已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57 條第 9 款規定，應處新臺幣 6 萬元

至 30 萬元罰鍰，並依《就業服務法》第 72 條規定廢止許可，

及管制 2 年不得再申請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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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主應辦理職前講習，提供移工衛生健康法令及資訊，以及善盡保護移工人身安全等責

任。 

勞動部指出，對於移工如需出入醫療院所，包含前往醫療院所照顧被看護者或陪

伴就醫，雇主應提供口罩供移工使用，並提醒移工全程佩戴及每天更換，若破損或弄

髒則應立即更換，另一般外科口罩即可阻擋大部分病毒。 

提醒移工外出至人多或密閉場所，應做好咳嗽戴口罩、肥皂勤洗手、少去傳統市

場、醫院等人多場所、避免接觸野生動物、禽鳥等。 

勞動部指出，如雇主未善盡前開管理責任，經限期改善未改善者，已違反《就業

服務法》第 57條第 9款規定，應處新臺幣 6萬元至 30萬元罰鍰，並依《就業服務法》

第 72條規定廢止許可，及管制 2年不得再申請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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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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院診所其所有工作者 雇主應提供口罩 

無法提供看護工口罩將先要求限期改善 

針對職安署發布之「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職場安全衛生防護措

施指引」，勞動部職安署長鄒子廉 1月 31日說明，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目前發布

訊息，有感染之虞醫院與診所，其所有工作者包括醫師、護士、看護、清潔工、保全

等，由雇主提供口罩，在醫療院所全程配戴口罩，若是勞工因工作關係會進出醫院與

診所，雇主也需提供口罩。 

另外，對於移工如需出入醫療院所，包含前往醫療院所照顧被看護者或陪伴就醫，

雇主應提供口罩供移工使用，不過有雇主反映買不到口罩，無法提供移工口罩，擔憂

被處罰，對此，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組長薛鑑忠表示，對於沒有提供口罩給移工的雇

主，地方政府會先要求限期改善，若是無改善才會處以罰鍰，至於給予多久的改善期

限，則由地方政府決定。 

勞動部職安署 109 年 1 月 30 日訂定「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職

場安全衛生防護措施指引」，協助事業單位落實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令規定，並強化

對職場生物病原體暴露危害之預防能力，有效防止疫情於職場擴散。 

該防護措施指引針對醫療院所、處理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檢體之醫學實驗室等高

風險事業單位，應建置緊急應變策略及程序，對進出高風險工作場所之醫事人員、承

重點整理： 

勞動部職安署長鄒子廉 1 月 31 日說明，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

心目前發布訊息，有感染之虞醫院與診所，其所有工作者包括

醫師、護士、看護、清潔工、保全等，由雇主提供口罩，在醫

療院所全程配戴口罩，若是勞工因工作關係會進出醫院與診

所，雇主也需提供口罩。另外，對於移工如需出入醫療院所，

包含前往醫療院所照顧被看護者或陪伴就醫，雇主應提供口罩

供移工使用，不過有雇主反映買不到口罩，無法提供移工口罩，

擔憂被處罰，對此，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組長薛鑑忠表示，對

於沒有提供口罩給移工的雇主，地方政府會先要求限期改善，

若是無改善才會處以罰鍰，至於給予多久的改善期限，則由地

方政府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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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商勞工及派遣勞工(如清潔人員、傳送人員等)加強管理，置備充足且合格有效之安

全衛生防護具(如有明確暴露及感染之虞者，防護口罩等級至少在 N95以上)，並使勞

工確實使用，同時應加強工作場所之清潔與消毒。 

針對醫療機構人員照護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病例時，雇主應提供適當之個人防

護具（如 N95口罩、防護面罩、防護衣等）。 

鄒子廉說明，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目前發布訊息，有感染之虞醫療院所，雇

主也應提供其所有工作者口罩並應全程配戴口罩，其中醫師、護士由醫院提供口罩，

清潔與保全通常是承攬契約，其口罩由承攬商提供，其他如傳送等派遣人員則由要派

單位（醫院）提供，至於陪伴住院病患的看護人員依個案情況，如是外籍家庭看護工

則由申請的雇主提供。 

鄒子廉強調，現無感染之虞的各行業廠場，雇主無需強制勞工一律戴用口罩，如

勞工自行配戴也不能禁止；現階段除醫療院所外，職安署均採輔導、宣導等措施協助

事業單位，雇主無須擔心受罰。 

鄒子廉指出，目前口罩已由政府徵調統一配置運用，醫療院所以外其他各類工作

場所配戴口罩的必要性及時機，職安署所訂指引會依循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防疫

措施辦理。 

 

 

 

 

 

 

 

 

 

 

 

 

 

 

 

109.01.31外勞通訊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