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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勵志小語 
 

《每一句好話，都能夠帶給大家無限的力量哦！》 

 

§ 一言可以成名，一言可以喪身。 

§ 說話是分享快樂、服務他人的一項工具。              楊董                                                                                                                         

                                                               

§ 壞話少說一句，溫馨和悅；好話多說一句，溫暖和諧。 

§ 好話一句，終生受用。                              二姐                                           

                                                               

§ 說話要細心，對人要寬心。 

§ 說好話，心想好意，身行好事。                  張姐                     

                                                               

§ 會說話的人，想了再說；不會說話的人，說了再想。 

§ 手快效率高，嘴快是非到。                                         䕒文                                          

                                                               

§ 選擇不被環境干擾、讓專注成為力量。 

§ 來不及總有些遺憾、過了是該放下也該忘掉。                           金瑛 

                                                               

§ 團隊聚在一起只是開端，保持團結才有進展，真正協力合作就能帶來成功。 

§ 要學習別人的錯誤，這樣才不會跟別人一樣做錯。                       阿線 

                                                                                                     

§ 追根究柢，實事求是，點點滴滴求其合理化。 

§ 永遠不要讓別人的無情影響了你對這世界的熱情。         勇衡                                            

                                                               

§ 人生能被人需要，能夠有份功能，為人付出，才是最幸福的人生。 

§ 道德是提昇自我的明燈，不該是呵斥別人的鞭子。                       宏哲  

                                                               

§ 人與人之間的矛盾，主要來源於，慣於用高標準衡量別人，用低標準要求自已。 

§ 人生最可怕的事，就是一邊後悔一邊生活，卻不做出任何改變。           愷悌                                                                                          

                                                                 

§ 快樂要懂得分享，才能加倍的快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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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 不是想要就一定要拿到手，欣賞也是種美德。       婉蒂                          

                                                                 

§ 優於别人，並不高貴，真正的高貴應該是優於過去的自己。 

§ 勇氣是所有美德的踏腳石。                         雅琳 

                                                                                                                               
§ 如果你每天都重複做一樣的事情，你只會獲得已經擁有的東西。 

§ 英雄其實就是普通人，只是他在遇到困難時，能夠找到堅持和面對的力量。莎莎                                                                                                                                      

                                                                
§ 真壞人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假好人。 

§ 賞一路風光，你得走得動；揀一座金山，你得能夠拿。     海平                                                                                                                                     

                                                                  

§ 多說一句是慈悲，壞話 少說一句是智慧，學不會說貼心的話，就先試著別說傷他  

  人心的話。 

§ 只有熱情才能推動你前進。                                           阿本 

                                                                

§ 奮鬥，就是除了自己的床，在哪裡都不能倒下。 

§ 年輕，要多一點思考的深度；年老，要有點前進的傻勁。                 葦薰                          

                                                                  
§ 喜歡你的人，你怎麼樣都行，不喜歡你的人，你怎麼樣他都不開心，人活著，不需 

  要委屈自己討好別人。 

§ 命中的好運，從來不是你掌握了什麼；而是你願意改變了什麼。           妙儒                

                                                                

§ 出發的人能得到下一個夢想。 

§ 我們先養成習慣，之後習慣造就了我們的成敗。                         毓茹                                  

                                                                                 

§ 生活就像一杯水，要靠自己慢慢去品味，才能在平淡中活出精彩。 

§ 執於一念，受困一世，一念放下，自在一生。      芳宜                                    

                                                                                                                               
§ 凡事多看光明面，多從正面去思考問題；不能改變外境時，就改變自己的內心。 

§ 人生不會給我們成功與滿足，人生會給我們挑戰，讓我們從中成長。       雙雙 

                                                                                                                               

§ 挫折才是你的貴人，而且每個打擊，都有它的意義。 

§ 獲致幸福的不二法門是珍視你所擁有的、遺忘你所沒有的。               美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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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挫折雖然阻止你前進的腳步，但真正投下陰影，是你自己。 

§ 夢想別等到退休的時候才做，因為你不知道自己的生命何時劃下句點。 靜如             

                                                                                                                                

§ 世間事都是彼此相對的，只要我們以真誠的愛心待人，以光明磊落的心胸接物，則 

  人生到處都充滿了真善美。 

§ 要克服生活的焦慮和沮喪，得先學會做自己的主人。                     惠真             

                                                                                                                                

                                                                

                                         
 

 

 

 

 

 

 

 

 

 

 

 

 

 

 

~以上勵志小語感謝恆力各位同仁溫馨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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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 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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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9,487 279,412 159,011 59,145 221,913 6 

農、林、漁、牧業(船員) 12,416 9,347 1,638 38 1,393 0 

製 造 業 438,998 65,792 126,285 55,913 191,003 5 

食品及飼品 29,906 5,703 4,397 3,399 16,407 0 

飲  料 956 174 166 133 483 0 

紡  織 24,790 5,002 4,756 4,870 10,162 0 

成衣及服飾品 4,629 349 611 408 3,261 0 

皮革、毛皮及其製 品 2,379 400 97 486 1,396 0 

木竹製品 2,985 982 244 122 1,637 0 

紙漿、紙及紙製品 6,646 1,849 832 825 3,140 0 

印刷及資料儲存媒 體複製 3,987 552 449 466 2,520 0 

石油及煤製品 42 15 3 1 23 0 

化學原材料、肥料、氮化合物、塑橡膠原料及人造纖維 4,673 523 1,722 784 1,644 0 

其他化學製品 3,310 861 797 321 1,331 0 

藥品及醫用化學製品 1,123 263 433 35 392 0 

橡膠製品 10,784 1,778 981 2,023 6,002 0 

塑膠製品 29,893 5,260 4,024 4,369 16,240 0 

非金屬礦物製品 12,020 2,437 2,122 2,753 4,708 0 

基本金屬 19,771 4,506 3,704 5,875 5,685 1 

金屬製品  99,614 18,048 14,271 13,633 53,662 0 

電子零組件 72,737 1,349 57,666 3,327 10,395 0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 17,764 123 13,757 225 3,659 0 

電力設備及配備 9,459 1,519 1,954 1,403 4,583 0 

機械設備 39,109 5,670 6,122 4,444 22,869 4 

汽車及其零件 14,979 2,984 2,702 2,644 6,649 0 

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 10,178 1,897 884 2,038 5,359 0 

家  具 5,265 1,372 740 423 2,730 0 

其  他 11,999 2,176 2,851 906 6,066 0 

營 建 工 程 業 4,520 524 12 2,762 1,222 0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其他服務業 263,553 203,749 31,076 432 28,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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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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若違反安胎休養等規定 最高罰30萬、公布姓名 

懷孕歧視是性別工作平等法最常見的性別歧視，安胎休養也是其中的一環，但根

據性平法及勞工請假規則，安胎假可納入住院病假，二年內最長可請一年；違反安胎

休養相關規定的雇主，依法要公布雇主姓名或名稱，並限期改善，如果限期仍未改善，

可以按次連續罰。 

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5條規定，受雇者經醫師診斷需安胎休養者，其治療、照護

或休養期間之請假及薪資計算，依相關法令之規定。勞工請假規則第 4條明定，經醫

師診斷，罹患癌症（含原位癌）採門診方式治療或懷孕期間需安胎休養者，治療或休

養期間，併入住院傷病假計算。 

由於勞工請假規則，住院病假二年內不得超過一年，因此如果婦女有安胎需要，

可以請住院病假，但二年內不得超過一年，對有需要安胎的婦女應該足夠，惟勞工住

院及未住院病假都必須扣半薪。 

不過，安胎假主要問題常在於資方刁難。勞動部表示，性平法第 21條規定，受

雇者根據規定請安胎假時，雇主不得拒絕，也不得視為缺勤而影響其全勤獎金、考績

或為其他不利之處分。因此如果雇主對申請安胎者，無論是視為曠職、影響考績、減

薪或解雇者，都屬上述不利對待，勞工可以提出申訴。 

性平法第 38條：「雇主違反第 21條或第 36條規定者，處新台幣 2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有前項規定行為之一者，應公布其姓名或名稱、負責人姓名，並限期

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 

 

109.02.25人力仲介會訊 

重點整理： 

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5 條規定，受雇者經醫師診斷需安胎休養

者，其治療、照護或休養期間之請假及薪資計算，依相關法令

之規定。勞動部表示，性平法第 21 條規定，受雇者根據規定請

安胎假時，雇主不得拒絕，也不得視為缺勤而影響其全勤獎金、

考績或為其他不利之處分。違反安胎休養相關規定的雇主，依

法要公布雇主姓名或名稱，並限期改善，如果限期仍未改善，

可以按次連續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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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疫情助勞工 勞動部準備41.25億元 

 聘僱失業30天勞工 補助雇主1人5千元 

勞動部長許銘春 26 日下午表示，因應武漢肺炎疫情變化，勞動部已準備好「短、

中、長期計畫」，運用就安基金、就保基金等共新台幣 41.25億元，其中推動安心就

業計畫，用就安基金 10 億元補貼實施減班休息勞工薪水的差額 4至 5成；及編列 6

億元推動安穩僱用計畫，鼓勵企業僱用失業 30天以上的勞工，補助雇主聘用 1人 5

千元，最長 6個月。 

許銘春會後說明，勞動部 26日下午召開就安基金委員會，會中通過勞動部提出

因應疫情措施同意編列 30億元預算，再加上就保基金以及原有的公務預算，勞動部

準備 41.25億元，以因應武漢肺炎疫情變化啟動相關機制。 

許銘春表示，勞動部已經擬定短、中、長期計畫，針對減班休息（無薪假）勞工，

除了之前新公告的「充電再出發」計畫，補助事業單位辦訓費用最高新台幣 350 萬元，

勞工的補助訓練津貼時數也提高至每月 120小時外，未來也會使用 10億元經費推動

安心就業計畫，預計 3 月中開會公告相關計畫內容，至於正式實施日期須視委員意

見。 

許銘春指出，安心就業計畫將用就安基金補貼實施無薪假勞工薪水，沒有參加「充

電再出發」計畫的勞工，將補助勞工其勞保投保薪資差額的 4至 5成補貼，補助 3

個月視情況可延長。依計算最多 1個月補助 1.1萬元。 

為了協助失業勞工回職場，也擬定安穩僱用計畫鼓勵企業僱用失業勞工，經費為

6億元，企業僱用失業 30天以上的勞工，補助雇主聘用 1人 5千元，最長 6個月；

重點整理： 

勞動部長許銘春 26 日表示， 因應武漢肺炎疫情變化，勞動部

已準備好「短、中、長期計畫」，運用就安基金、就保基金等

共新台幣 41.25 億元，其中推動安心就業計畫，用就安基金 10

億元補貼實施減班休息勞工薪水的差額 4 至 5 成；及編列 6 億

元推動安穩僱用計畫，鼓勵企業僱用失業 30 天以上的勞工，補

助雇主聘用 1 人 5 千元，最長 6 個月。如果疫情未來更嚴峻，

也會啟動公共服務短期上工計畫及勞工紓困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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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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如果疫情未來更嚴峻，也會啟動公共服務短期上工計畫及勞工紓困貸款。 

許銘春表示，若企業實施減班休息，職安署也擴大補助業別，讓企業可以趁這時

改善安全設備，最高補助 200萬，若企業有員工因為疫情停課，也增加補助企業設置

臨時照顧空間以及員工關懷計畫等補助，經費為 2,400萬，希望在這段疫情期間，政

府跟民間、企業跟勞工能互相打氣互相關懷。 

許銘春強調，勞動部目前已盤點既有行政措施，對勞工紓困有幫助的，勞動部可

以進行計劃調整，協助勞工在這段期間能夠持續、安穩、安心的在職場。 

 

 

 

 

 

 

 

 

 

 

 

 

 

 

 

 

 

 

 

 

 

 

 

109.02.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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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酪農業聘外勞＋外展試辦再擴大 

 養豬、養雞、養羊都可申請 

國內酪農業長期缺工，跨國勞動力政策協商諮詢小組去年初終於點頭農委會酪農

外勞和農業外勞外展試辦方案，開放員額 800 名。諮詢小組今天同意擴大試辦方案，

另增 1600名員額，聘僱外勞適用業別類型擴及蘭花、食用菇蕈、蔬菜和乳牛以外的

畜牧飼育業（例如：養豬雞鴨鵝羊）、養殖漁業，符合條件者可以自行擔任雇主聘僱

外勞，也可選擇另一方案：申請外展。 

跨國勞動力政策協商諮詢小組在今天討論後，同意該試辦方案再擴大適用對象。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跨國勞動力管理組長薛鑑忠指出，擴大試辦計畫的適用對象為缺

工尤其嚴重的業別類型，這次新增 1600名員額，將可由農委會分配給符合條件者自

行聘僱或者用於申請外展。 

根據農委會在諮詢小組會議上提供的資料指出，蘭花、食用菇蕈、蔬菜和乳牛以

外的畜牧飼育業（例如：養豬雞鴨鵝羊）、養殖漁業的整體長期缺工狀況在去年統計

資料中顯示為 7484人次，臨時性缺工則為 12萬人次。 

薛鑑忠說明，農業外勞外展就是為了解決季節性、臨時性缺工的問題，目前不管

是酪農業自行聘僱外勞或用外展外勞，大多是來自於國內承接人力，在我方 4個外勞

來源國中，印尼和越南在開放酪農業、農業外勞的契約驗證上仍在溝通中。 

 

 

 

109.02.26人力仲介會訊 

重點整理： 

國內酪農業長期缺工，跨國勞動力政策協商諮詢小組去年初終

於點頭農委會酪農外勞和農業外勞外展試辦方案，諮詢小組今

天同意擴大試辦方案，聘僱外勞適用業別類型擴及蘭花、食用

菇蕈、蔬菜和乳牛以外的畜牧飼育業（例如：養豬雞鴨鵝羊）、

養殖漁業，符合條件者可以自行擔任雇主聘僱外勞，也可選擇

另一方案：申請外展，解決季節性、臨時性缺工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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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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勞宿舍恐成防疫漏洞 勞動部：雇主應負責 

全台灣目前有 45萬個產業移工，據「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的內容，每

個人居住面積為 3.2平方公尺，宿舍環境相當緊密。勞動部表示，在雇主責任上，已

經要求必須要設置測量體溫、以及相關洗手設備，未來在移工生活的住宿空間上也會

持續檢討出更合理、妥適的空間。 

為了方便管理，不少產業移工平日都是集體工作、集體住宿的生活在一起，外界

對於根據「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的內容，每個人居住面積為 3.2平方公尺，

但外勞宿舍其實相當擁擠，如果有一名移工染病，即有可能會造成移工宿舍出現群聚

感染。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副署長蔡孟良表示，勞動部針對產業移工在住宿管理上，是

有訂出相關的應負責任，而「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則是管理條件的最低門檻。

在防疫期間，針對雇主的住宿管理上，已經有要求要準備量體溫、衛生清潔設備等，

雇主也應盡量提供包括口罩等防護裝備。 

 

 

 

 

 

 

 

109.03.02人力仲介會訊 

重點整理：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副署長蔡孟良表示，針對產業移工在住宿

管理上， 根據「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的內容，每個人

居住面積為 3.2 平方公尺，宿舍環境相當緊密，如果有一名移工

染病，即有可能會造成移工宿舍出現群聚感染。 勞動部表示，

在雇主責任上，已經要求必須要設置測量體溫、以及相關洗手

設備，未來在移工生活的住宿空間上也會持續檢討出更合理、

妥適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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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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除法律規定可以自工資中扣除的項

目及金額外  雇主應發給移工全部的薪水 不能扣除任何金額 

Q：林小姐聘僱印尼籍看護工阿雅 ，因為家中電器 經阿雅使用後損壞，便要 

求阿雅賠償，林小姐未經阿雅同意，就直接從她的薪資中扣除電器維修費用 ，阿雅

很委屈，請問雇主可以這樣做嗎？ 

A：不可以哦！ 

依規定，林小姐應先全額給付阿雅薪資。有關因阿雅使用後損壞之電器賠償，林

小姐應與阿雅協商如何賠償，切不得直接從阿雅薪資中扣維修費用，否則林小姐可能 

會違反法令而被罰哦！ 

參考法規: 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辦法第 43 條第 4 項   

https://reurl.cc/XX7O2E 

 

 

 

 

 

 

 

 

109.03.03人力仲介會訊 

重點整理： 

雇主依勞動契約給付第二類外國人工資，應檢附印有中文及該

外國人本國文字之薪資明細表，記載實領工資、工資計算項目、

工資總額、工資給付方式、外國人應負擔之全民健康保險費、

勞工保險費、所得稅、膳宿費、職工福利金、依法院或行政執

行機關之扣押命令所扣押之金額，或依其他法律規定得自工資

逕予扣除之項目及金額，交予該外國人收存，並自行保存五年。 

https://reurl.cc/XX7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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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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紡織等11種製造業鬆綁7休1 勞動部3/6公告 

由經濟部提出包括印刷電路板製造業、電子零組件製造業、紡織業、人造纖維製

造業等 11種製造業，因非可預期性或緊急性所需，可經工會或勞資會議通過，申請

調移例假（鬆綁 7休 1），不過，每年調移例假次數依不同行業有所區別；勞動部 3

月 6日公告，並自即日起生效實施，約 160萬名勞工適用。 

勞動部公告 11行業因非可預期性或緊急性需求，可申請適用調移例假（鬆綁 7

休 1），依不同行業給予不同調移例假次數，其中「鋼線鋼纜製造業」每年不得逾 6

次；「金屬加工用機械製造修配業」每年不得逾 10次。 

其餘 9個行業每年調移例假不得逾 12次，包括「紡織業」、「人造纖維製造業」、

「食品及飲料製造業」 (限「食用油脂製造業」、「罐頭、冷凍、脫水及醃漬食品製造

業」、「糖果及烘焙食品製造業」、「麵條、粉條類食品製造業」)、「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電線及電纜製造業」、「塑膠製品製造業」、「印刷及有關事業」、金屬製品製造業（限

「螺釘、螺帽、螺絲釘及鉚釘製造業」、「金屬製成品表面處理業」、「金屬模具製造業」、

「鋁銅製品製造業」）及「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耐火材料製造業及石材製品製造業

除外) 」。 

舉例來說，鋼線鋼纜製造業某事業單位約定之每 7日週期為星期日至星期六，因

緊急性之訂單需求，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某

一週期內原定於星期日之例假調整至該週期內其他日，而有使勞工連續工作逾 6日

（達 7日）；此調整例假之情形每年不得逾 6次。 

 

 

 

109.03.05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勞動部 3 月 6 日公告，11 行業因非可預期性或緊急性需求，可

申請適用調移例假（鬆綁 7 休 1），依不同行業給予不同調移

例假次數，其中「鋼線鋼纜製造業」每年不得逾 6 次；「金屬

加工用機械製造修配業」每年不得逾 10 次，其餘 9 個行業每年

調移例假不得逾 12 次 ，並自即日起生效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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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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非居住者稅額基準 提高為35,700元 

財政部台北國稅局表示，由於 109年 1月 1日起，每月基本工資已調整為新台幣

23,800元，扣繳義務人給付非居住者薪資所得時，計算適用扣繳率的金額基準亦隨

之調整。全月給付薪資超過 35,700元者，按 18%的稅率計算所得稅；未超過者則按

6%計算。國稅局並提醒扣繳義務人 109年給付非居住者薪資所得時，應依相關規定扣

繳稅款，並自代扣稅款之日起 10日內向國庫繳清，向轄區稽徵機關辦理扣繳申報事

宜，以免受罰。 

依據各類所得扣繳率標準第 3條規定，除政府派駐國外工作人員所領政府發給的

薪資，按全月給付總額超過 30,000元部分，扣取 5%外，非居住者全月薪資給付總額

在行政院核定每月基本工資 1.5倍以下者，按給付額扣取 6%，全月薪資給付總額超

過每月基本工資 1.5倍者，按給付額扣取 18%。因今年基本工資調整，因此稅額計算

基準也跟著變動。 

國稅局指出，自 109 年 1月 1日起，因每月基本工資調整為 23,800元，扣繳義

務人給付非居住者全月薪資給付總額在每月基本工資 1.5倍，經換算後為 35,700元，

在此金額以下者，按給付總額扣取 6%；全月薪資給付總額超過 1.5倍者，按給付總

額扣取 18%。 

舉例來說，甲公司 109 年 1月 6日分別給付非居住者 A君薪資所得 30,000 元、B

君薪資所得 40,000元，則給付 A君薪資所得應扣繳稅款 1,800元（30,000 元×6%），

給付 B君薪資所得應扣繳稅款 7,200元（40,000元×18%）。 

 

 

 109.03.09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財政部台北國稅局表示，因於 109 年 1 月 1 日起，每月基本工

資已調整為新台幣 23,800 元，扣繳義務人給付非居住者薪資所

得時，計算適用扣繳率的金額基準亦隨之調整。全月給付薪資

超過 35,700 元者，按 18%的稅率計算所得稅；未超過者則按 6%

計算。扣繳義務人 109 年給付非居住者薪資所得時，應依相關

規定扣繳稅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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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如您對資訊內容有任何疑問，敬請來電洽詢，將有專業人員為您服務 
電話：(03)3022-777  傳真：(03)3022-111  免付費專線：0800-868-628            13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企業因疫情影響營運 勞保費等可緩繳 

移工住宿地點將與建管消防勾稽 擬6月公告 

立法院衛環委員會 11日邀勞動部長許銘春進行業務報告，許銘春表示，為加強

保障外國人住宿安全，移工住宿地點將與消防、建管單位互相通報勾稽建立資訊平臺，

預計 109年 6月對「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裁量基準」修正草案完成法制作業，

並將給予 6個月緩衝期。 

為了因應疫情，勞動部為協助勞工及企業共度難關，投保單位、提繳單位或被保

險人如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致營運或生計困難，而無法按期繳納勞、就

保費或新制勞工退休金者，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將提供緩繳 6個月，且該期間免徵滯納

金之協助措施；另在協助措施前，已欠繳勞、就保費者，亦可辦理分期攤繳。 

另外，許銘春報告重要立法計畫，除推動最低工資法制與職業災害保險單獨立法，

將繼續推動勞工保險年金改革，立委吳斯懷、楊曜等質詢時有對勞保年金改革提出疑

問，指勞保 2026年就要破產，勞動部到底有何解決方案？許銘春表示，由於先前年

改方案只增加勞保壽命 2年，目前正重新思考，預計上半年會召開工作坊聆聽各界對

於開源節流的意見。 

勞動部續規劃修正《就業服務法》部分條文，修正重點包含，簡化行政程序，使

取得永久居留之外國人不必申請許可即得工作；保障勞工權益，禁止雇主或仲介保管

勞工身分證明文件，並加重雇主對外國人有人身傷害等行為之處罰及管制機制；另為

維持勞動市場秩序，加重非法聘僱或媒介外國人工作之裁罰。 

 許銘春報告勞動部 109年重要推動措施，其中強化外國人權益保障措施，鑑於

重點整理： 

為了因應疫情致營運或生計困難，而無法按期繳納勞、就保費

或新制勞工退休金者，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將提供緩繳 6 個月，

且該期間免徵滯納金之協助措施；另在協助措施前，已欠繳勞、

就保費者，亦可辦理分期攤繳。另為加強保障外國人住宿安全，

移工住宿地點將與消防、建管單位互相通報勾稽建立資訊平

臺，預計 109 年 6 月對「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裁量基準」

修正草案完成法制作業，並將給予 6 個月緩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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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106年 12月至 107年 4 月間相繼發生外國人住宿地點之意外事件，為加強保障外國

人住宿安全，勞動部於 107年6月邀集相關單位召開檢討會議，並同步實施專案訪視，

依專案訪視結果及研商會議結論，研擬「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裁量基準」修正

草案，已完成徵詢外界意見，作為法制程序之參考。 

由於監察院糾正移工住宿地點未建立與消防、建管單位相互通報勾稽之資訊平臺，

勞動部已與內政部營建署及消防署召開資訊介接研商會議，並規劃於 109年 6月底前

完成法制程序，考量新基準涉及外國人之一體適用，將給予 6個月緩衝期。 

據悉，外國人住宿面積將由 3.2平方公尺修正為 3.6平方公尺（並應提供衣物櫃），

刪除宿舍「通道寬度」、「餐廳或廚房設置安全門」，職前講習增列雇主應宣導酒駕重

罰相關法規、合乎飲用標準之飲用水修正應充分供給飲用水，如須煮沸方能飲用時，

應置備煮水設備等，另增加雇主於辦理入國通報時檢附之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

應聲明下列事項:外籍勞工宿舍是否廠住分離、是否具高危險性因子、是否已依規定

辦理建築物公安申報、是否已依規定辦理消防檢修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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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3/19起限制非本國籍人士入境 移工除外 

雇主應負責移工居家檢疫 未誠實填報將處罰 

指揮中心 18日宣布，自台灣時間 3月 19日零時起，限制所有非本國籍人士入境，

事前申請核准者才予放行，且入境後需進行 14天居家檢疫。不過，指揮中心指揮官

陳時中表示，移工維持正常引進，但入境後要居家檢疫 14天。 

勞動部說明，自 109 年 3月 18日起，針對雇主新申請移工尚未核准之案件，均

要求雇主應額外檢附「移工入境辦理居家檢疫計畫書」，以確保雇主有能力辦理，雇

主未提供者，將通知雇主補件；未補件者將不予許可。 

勞動部指出，雇主如果有能力辦理移工居家檢疫 14天，得向勞動部提報或補送

「移工入境居家檢疫計畫書」後，正常引進不受影響。如果雇主有所疑慮，建議可以

暫緩移工引進作業，並視準備工作就緒後，再引進移工，避免引進移工後沒有能力安

排居家檢疫。防疫期間延後引進移工，勞動部將暫時保留雇主名額。 

勞動部強調，移工入國的生活照顧是雇主責任，雇主得委任仲介公司辦理居家檢

疫，相關費用雇主支應。 

勞動部指出，雇主填寫「移工入境居家檢疫計畫書」後，移工入境卻無法安排者，

將依規定處罰雇主不實申報，將罰 30萬至 150萬元，以及管制雇主 2年內不得申請。 

最後導致由勞動部代雇主協助移工安置，所需經費原則應由雇主負擔；至於移工

部分，將於辦理居家檢疫 14天結束後，同意移工辦理轉換雇主或工作，以保障移工

權益。 

針對雇主於 109年 3月 19日前已取得招募許可或入國引進許可函，但我國駐外

重點整理： 

自台灣時間 3 月 19 日零時起，限制所有非本國籍人士入境，事

前申請核准者才予放行，且入境後需進行 14 天居家檢疫。移工

維持正常引進，但入境後要居家檢疫 14 天。針對雇主新申請移

工尚未核准之案件，均要求雇主應額外檢附「移工入境辦理居

家檢疫計畫書」，若移工入境卻無法安排者，將依規定處罰雇

主不實申報，將罰 30 萬至 150 萬元，以及管制雇主 2 年內不得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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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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館處因移工未檢附「移工入境辦理居家檢疫計畫書」核備函不同意核發簽證，可填具

NAF-022-4資料異動申請書，勾選其他事由，並檢附「移工入境辦理居家檢疫計畫書」

及入國引進許可，或得直接申請簽證之招募許可函文號向本部申請資料異動，本部於

審認後將核發「移工入境辦理居家檢疫計畫書」核備函，再由雇主交由聘僱之移工應

同時持該核備函及入國引進許可函向我國駐外館處申請核發簽證。 

勞動部說明，雇主應於向本部申請許可時檢附、向我國駐外館處申請移工入國簽

證時檢附(已向本部提報者免附)，以及應於入境辦理接機登錄時檢附，如此規範係確

保移工依規定須居家檢疫時，每一位入境移工均納入規範，確保移工入境不會產生防

疫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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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外勞引進居家檢疫14天 不強迫雇主付薪 

外勞最高可領1萬4補償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今天宣布包括越南、印尼、泰國、菲

律賓等移工來源國疫情建議等級為 3級，移工來台要居家檢疫 14天，勞動力發展署

表示，14天的薪資給付由勞工及雇主討論，如雇主未給付 14天薪資，移工最高可請

領 14天的防疫補償、1 萬 4千元。 

因應疫情等級提升，從即日起尚未登機入境的移工，需要居家檢疫 14 天、不得

外出工作，勞動部推出「鼓勵雇主期滿續聘或國內承接」、「彈性延長移工在台工作年

限」、「延長雇主引進許可效期」及「鼓勵移工暫不返國休假」等措施。 

 

勞動部說明，目前在台每年約有 10萬名移工轉換、其中約有 9萬名能夠順利轉

換，會持續鼓勵雇主期滿續聘移工及國內承接；如果移工工作年限屆滿上限，雇主可

以延長 3個月；如果雇主未在疫情期間引進配額，可以在防疫間結束後 3個月申請引

進；也鼓勵移工暫不返國休假，如果移工同意不返國休假，勞動部會提供機票等相關

補償。 

勞動部也會督促雇主落實防疫管理，包括線上辦理入境講習、全面強制接機及落

實雇主辦理居家檢疫責任，包括改辦理線上入境講習、移工入境時發放 6片口罩，全

面改為強制接機；移工應依規定居家檢疫 14天、不得外出，但可委由仲介公司辦理；

雇主申請移工時應提報「移工入境辦理居檢疫計畫書」；如果移工入境後身體不適則

應由雇主及仲介協助就醫。 

重點整理：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等級提升，移工來台要居家檢疫 14 天、不得

外出 ，勞動力發展署表示，14 天的薪資給付由勞工及雇主討

論，如雇主未給付 14 天薪資，移工最高可請領 14 天的防疫補

償、1 萬 4 千元。若雇主未依「移工入境辦理居家檢疫計畫書」

辦理，則違反就業服務法 54 條規定，勞動部將不予核發或廢止

許可，並處 30 萬至 150 萬元罰鍰；如移工違反居家檢疫規定，

則可處 10 萬元至 100 萬元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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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若雇主未依「移工入境辦理居家檢疫計畫書」辦理，已違反就業服務法 54條規

定，勞動部將不予核發或廢止許可，並處 30萬至 150萬元罰鍰；如移工違反居家檢

疫規定，則可處 10萬元至 100萬元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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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以恆心毅力為服務基礎，以客戶滿意為品質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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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防疫補償下週開放申請 例假日雇主給薪不發補償 

根據防疫補償辦法，因為武漢肺炎防疫工作而受檢疫、隔離者將可申請每日防疫

補償金 1千元。勞動部提醒，例假日、休息日和國定假日並未「請假」，雇主仍需照

給薪資，防疫補償則不發給；衛生福利部說明，防疫補償金申請系統將在下週上線，

目前仍在測試中。 

居家隔離、居家檢疫、集中隔離和集中檢疫或者其照顧家屬等 5類型人員，將可

申請每日防疫補償金，但在該段期間有支領薪資或其他法令規定性質相同的補助者，

則不能重複申請。 

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副司長黃維琛表示，當被檢疫者、被隔離者或其照

顧家屬是受僱者時，因為防疫關係而不能去上班，可以請「防疫隔離假」，在檢疫、

隔離的 14天中，若是遇到例假日、休息日或其他國定假日，這些時間本就是不用上

班、不用請假的日子，既然沒有防疫隔離假，雇主則應薪資照給，防疫補償就不能申

請。 

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副司長蘇昭如指出，檢疫、隔離期間若有遇到例假

日、休息日或是國定假日，因為不用為了防疫而向工作請假，這些時間雇主是薪資仍

照給；根據 CDC截至上週統計資料，集中檢疫、集中隔離和照顧者等 3類不算入，共

計有 3萬 8千多人居家檢疫、隔離，其中需要再扣除有支薪資者、不發給補償。 

舉例試算，假設有 1名受僱者因為居家檢疫而向工作請「防疫隔離假」14天，

14天中遇到 2天例假日、2天休息日和 1天國定假日，其可領的防疫補償金將為 9

千元。 

 

 

109.03.19人力仲介會訊 

重點整理： 

勞動部提醒，例假日、休息日和國定假日並未「請假」，雇主

仍需照給薪資，防疫補償則不發給。居家隔離、居家檢疫、集

中隔離和集中檢疫或者其照顧家屬等 5 類型人員，將可申請每

日防疫補償金，但在該段期間有支領薪資或其他法令規定性質

相同的補助者，則不能重複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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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3/23起受理受隔離(檢疫)者申請防疫補償 

根衛福部 23日發布防疫補償申辦網址、申請書表格式、應備文件及受理窗口，

民眾可採線上、郵寄或臨櫃等方式，向受隔離或檢疫結束時之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

府申請。至於有關照顧者的防疫補償，預計 3月 31日開放受理申請。 

衛福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副司長蘇昭如表示，受隔離或檢疫者，經衛生主管機關

認定受隔離或檢疫者未違反隔離或檢疫相關規定，亦即沒有違反隔離或檢疫通知書所

載明應遵行事項，且未支領薪資或其他性質相同之補助者，可於隔離或檢疫期滿之次

日起，申領防疫補償每日 1,000元。截至 3月 18日，受隔離或檢疫人數約 4萬 8,000

餘人。 

蘇昭如提醒，居家檢疫通知書載明，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58 條規定，民眾應詳實

填寫通知書，並配合居家檢疫措施。拒絕、規避、妨礙、填寫不實者或違反居家檢疫

規定者，將處以罰鍰，且不得申請防疫補償。另依 109年 3月 16日中央流行疫情指

揮中心發布，自 3月 17 日起，民眾於指揮中心發布國際旅遊疫情建議等級第三級國

家或地區後，非必要前往該國家或地區，亦不得申領防疫補償。 

蘇昭如說明，民眾提出申請時，須於線上或紙本填寫申請書並檢附金融機構存簿

封面影本、受雇人請假及無支領薪資之證明或無法從事工作及無獲得報酬、補償之切

結書等相關證明文件。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隔離及檢疫期間防疫補償申辦系統網址: 

https://swis.mohw.gov.tw/covidweb/ 

 

 

109.03.23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衛福部 23 日發布防疫補償申辦網址、申請書表格式、應備文

件及受理窗口，民眾可採線上、郵寄或臨櫃等方式，向受隔離

或檢疫結束時之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至於有關照顧

者的防疫補償，預計 3 月 31 日開放受理申請。嚴重特殊傳染

性 肺 炎 隔 離 及 檢 疫 期 間 防 疫 補 償 申 辦 系 統 網

址:https://swis.mohw.gov.tw/covid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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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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3 月21 日（含）以前  以免簽證、落地簽證或 

持停留簽證入境我國 且停留期限尚未逾期之外籍人士 

其在臺得停留期限 一律自動延長30日 毋需另行申請 

為因應世界各國針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武漢肺炎）分別採取國境及飛航限制， 

外交部宣布：2020 年 3 月 21 日（含）以前，以免簽證、落地簽證或持停留簽證入 

境我國，且停留期限尚未逾期之外籍人士，其在臺得停留期限，一律自動延長 30日，

毋需另行申請。惟在臺總停留天數不得超過 180 天。此項措施將視疫情發展狀況檢

討調整。 

另本署針對逾期停（居）留外來人士推動「擴大逾期停（居）留外來人口自行到 

案專案」，對於宣導期間及專案期間（2020 年 3 月 20 日到 6 月 30 日）自行到案者，

採不收容，不管制來臺期間及最低罰鍰等優惠措施。 

 

 

 

 

 

 

 

 

 

109.03.23人力仲介會訊 

重點整理： 

針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武漢肺炎）分別採取國境及飛航限制，

外交部宣布：2020 年 3 月 21 日（含）以前，以免簽證、落地

簽證或持停留簽證入境我國，且停留期限尚未逾期之外籍人

士，其在臺得停留期限，一律自動延長 30 日，毋需另行申請。

在臺總停留天數不得超過 180 天。此項措施將視疫情發展狀況

檢討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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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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工入境辦理居家檢疫計畫書 3/24公告 

檢疫無法辦理不核發  許可地點不可更改 

勞動部 24日正式公告「移工入境辦理居家檢疫計畫書」，對於先前辦理申請入國

引進許可函、遞補函及招募許可函，被通知「補正」的雇主或是仲介，可下載該計畫

書填寫辦理補正事宜，待審查無誤後，勞動部將會核發許可函及該計畫書核備函，就

可自國外引進移工。 

勞動部 3月 17日曾公布「移工入境辦理居家檢疫計畫書」範例，由於實施時間

急迫，該計畫書尚未完成法制作業，今天正式公告該計畫書，較先前版本增列通報事

項「雇主或受委任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移工居家檢疫，應提醒移工依「防範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入境健康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書」辦理，並於每日下午二時前回報直轄

市或縣（市）政府警察局窗口。」需要檢附計畫書的應下載正式公告版本。 

從國外引進移工在申請時需要檢附「移工入境辦理居家檢疫計畫書」，由於實施

時間急迫，該計畫書尚未完成法制作業，對於先前申請入國引進許可函、遞補函及招

募許可函，勞動部都是通知雇主或是仲介要求「補正」計畫書，並無暫緩受理申請案

事宜。 

勞動部指出，「移工入境辦理居家檢疫計畫書」除非必填欄位外，餘欄位均應確

實詳細填寫，雇主如有未檢附、填寫不完整或無法提供居家檢疫場所，經退件限期補

正屆期未補正完全者，將不予核發許可。 

雇主於「移工入境辦理居家檢疫計畫書」中「住宿地點之規劃」倘勾選「無法辦

理居家檢疫」時，將退件限期補正，逾期不補正或補正仍為「無法辦理居家檢疫」時，

重點整理： 

勞動部強調，雇主檢附「移工入境辦理居家檢疫計畫書」填寫

之「外國人居家檢疫住宿地點」，事後地點不能修改，雇主一

旦填寫居家檢疫地址後，基於防疫考量即不得事後變更，後續

將提供衛生主管機關、勞工等相關主管機關訪視地點的依據。

雇主如提供不實地址經查證屬實，已涉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5 條

第 2 項第 5 款規定，可處新臺幣 30 萬至 150 萬罰鍰、廢止許可

並管制後續申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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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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依就服法第 54條規定，不予核發許可，惟不管制其名額。 

勞動部強調，雇主檢附「移工入境辦理居家檢疫計畫書」填寫之「外國人居家檢

疫住宿地點」，事後地點不能修改，雇主一旦填寫居家檢疫地址後，基於防疫考量即

不得事後變更，後續將提供衛生主管機關、勞工等相關主管機關訪視地點的依據。雇

主如提供不實地址經查證屬實，已涉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5條第 2項第 5款規定，可處

新臺幣 30萬至 150萬罰鍰、廢止許可並管制後續申請案。 

 

 

 

 

 

 

 

 

 

 

 

 

 

 

 

 

 

 

 

 

 

 

 

 

109.03.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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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資料異動表修正公告年限將屆滿延長可勾選 

移工居家檢疫計畫書修正3/25入境1人1室 

勞為減少人員跨境流動，勞動部發函針對藍領移工 3月 17日起至 6月 17日止，

其在台累計工作期間將屆滿 12年或 14年，剩餘期間不足 4個月者，雇主可提出申請

延長在台聘僱許可期間 3個月，雇主申請通過後依規定即不得引進或於國內接續聘僱

新移工；符合資格約有 9千餘名移工。 

另外，依中央行疫情指揮中心 3月 25日指示辦理，勞動部再度修正「移工入境

辦理居家檢疫計畫書」，雇主或仲介須持最新版辦理補正或是國外引進等申請案相關

事宜，自 3月 25日入境移工符合新規定，已登錄者須重新辦理登錄；新修正計劃書

要求雇主或委任仲介辦理移工居家檢疫時，需提供 1人 1室空間，若是衛浴共用則每

次使用完需消毒，若是無法提供 1人 1室居家檢疫場所，建議暫緩引進。 

仲介與雇主反映，在國內承接,抑或是期滿續聘、期滿轉換，移工都是在國內為

何要檢附居家檢疫計畫書，對此，勞動部表示，已在簽核作業中，通過後只要於申請

時一併出具書面，聲明申請上述許可係為辦理期滿續聘、期滿轉換或接續聘僱，即可

免附「移工入境辦理居家檢疫計畫書」辦理核備。 

勞動部 109年 3月 24日修正「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相關申請書表

（編號 NAF-022-4），申請書表在其他項目增加勾選項目，包括補行提報「移工入境

重點整理： 

基於國內防疫安全，為減少人員跨境流動，勞動部發函針對符

合藍領移工 3 月 17 日起至 6 月 17 日止，符合其在台累計工作

期間將屆滿 12 年或 14 年，剩餘期間不足 4 個月者，雇主得於

原聘僱許可期間屆滿前後 14 日內可提出申請延長在台聘僱許

可期間 3 個月，如申請通過後依規定即不得引進或於國內接續

聘僱新移工；另自 3 月 25 日入境移工須符合新修正規定「移工

入境辦理居家檢疫計畫書」，已登錄者須重新辦理登錄；新修

正計劃書要求雇主或委任仲介辦理移工居家檢疫時，需提供 1

人 1 室空間，若是衛浴共用則每次使用完需消毒，若是無法提

供則建議暫緩引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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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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辦理居家檢疫計畫書」及延長外國人聘僱許可期間 3 個月；即日起生效。 

勞動部說明，基於國內防疫安全，並已報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同意在

案，為減少人員跨境流動，依就業服務法第 52條規定，從事家庭看護工作之移工，

累計在台工作期間不得逾 14年，至於從事其他類別工作之移工，累計在台工作期間

不得逾 12年。符合 3月 17日至 6月 17日期間及聘僱將屆滿條件之移工，雇主得於

原聘僱許可期間屆滿前後 14日內，檢附申請書及相關文件向勞動部申請 3 個月之聘

僱許可。若未依上開期間申請者，雇主應於原聘僱許可有效期間，依規定辦理手續並

使其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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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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工輔法實施 即日起受理特定工廠登記 

相關子法配合公布 提供線上申辦方式 

108年 7月 24日修正公布的「工廠管理輔導法」，已自 109年 3月 20 日開始施

行。經濟部提醒，針對已領有臨時工廠登記，且非屬中央及地方政府公告不宜設立工

廠者，最晚應於 111年 3月 19日前申請換發特定工廠登記；非屬低污染臨時工廠登

記者，則應於三個月內改善相關設施，通過審查後以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至於 105

年 5月 20日後新增未登記工廠，經濟部將督導縣市政府勒令停工及停供水電，並訂

有相關檢舉辦法，落實監督。 

配合工輔法實施，特定工廠登記辦法、檢舉未登記工廠獎勵辦法等相關子法均已

公布。特定工廠制度上路後，各縣市政府即刻受理既有低污染未登記工廠業者申請納

管、提出改善計畫，以及臨時工廠登記業者申請轉換特定工廠登記案件。 

經濟部統計，目前全台臨時登記工廠共計 7,515家、未登記工廠 23,465 家，尚

有 14,809家待確認。新修工輔法實施後，105年 5月 19日前既有低污染未登記工廠，

必須 2年內申請納管、並繳交納管輔導金，3年內提出改善計畫、10年內完成改善計

畫並取得特定工廠登記及繳交營運管理金，總計給予 20年期限取得用地合法，以永

續經營。 

目前已取得臨時工廠登記、非屬政府不宜設立工廠者，應於 111年 3 月 19日前

就原登記事項範圍內換發特定工廠登記，非屬低污染的臨時工廠登記者須於三個月內

改善環境保護、污染防治等設施，並通過專案審查小組認定，才能取得特定工廠登記。 

對於非屬低污染既有未登記工廠者，應向地方政府主管機關申請核定輔導期限，

重點整理： 

108 年 7 月 24 日修正公布的「工廠管理輔導法」，已自 109 年

3 月 20 日開始施行。已領有臨時工廠登記，且非屬中央及地方

政府公告不宜設立工廠者，最晚應於 111 年 3 月 19 日前申請換

發特定工廠登記；非屬低污染臨時工廠登記者，則應於三個月

內改善相關設施，通過審查後以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至於 105

年 5 月 20 日後新增未登記工廠，經濟部將督導縣市政府勒令停

工及停供水電，並訂有相關檢舉辦法，落實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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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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並在輔導期限內完成轉型、遷廠或關廠，拒不配合者，將依法停止供電、供水、拆除。 

提供低污染未登記工廠申請納管，與臨時工廠登記轉換特定工廠登記等兩項業務

可線上申請。事業單位可憑工商憑證辦理，線上申辦系統網址為：

https://serv.gcis.nat.gov.tw/fsp。 

 為方便民眾查詢及了解納管、申請特定工廠登記等相關事宜，經濟部中部辦公

室網站已建置「特定工廠登記與未登記工廠專區」

（https://www.cto.moea.gov.tw/FactoryMCLA/），並建議業者申請前，可先至專區

先查詢經濟部公告不宜設立工廠「農產業群聚地區」以及至內政部環境敏感地區單一

窗口查詢平台（https://eland.cpami.gov.tw/seportal/）查詢，確認是否符合申請

特定工廠登記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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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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防疫隔離假與照顧假期間 不列入平均工資計算 

針對勞工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三條規定請「防疫隔

離假」，及勞工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所為之應變措施請「防

疫照顧假」，勞動部 109 年 3月 30日核釋這二種假期間日數不列入計算勞動基準法第

二條第四款所定平均工資之計算。並自 109年 1月 15日起生效。 

勞動部說明，平均工資，指的是依勞動基準法第 2條第 4款規定所計算出來的項

目，通常會在計算資遣費、舊制退休金或職災殘廢與死亡補償時使用到，日前有縣市

政府發函詢問，為避免勞工請「防疫隔離假」或「防疫照顧假」致平均工資降低，因

此將該種假期間日數排除列入平均工資計算。 

勞動部進一步說明，平均工資係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 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

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工作未滿 6 個月者，謂工作期間所得工資總額除以

工作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平均工資的計算，在勞基法施行細則第二條規定有明

列包括發生計算事由之當日、職災醫療期間、非可歸責勞工停工時間（減班休息期間、

颱風假）、普通傷病假期間、依性別工作平等法請生理假、產假、家庭照顧假或安胎

休養、留職停薪等是不列入計算區間裡的，因為列入了就會降低平均工資數額。 

109.03.30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勞動部 109 年 3 月 30 日核釋，針對勞工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三條規定請「防疫隔離假」，及勞

工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所為之應變措

施請「防疫照顧假」，為避免勞工請「防疫隔離假」或「防疫

照顧假」致平均工資降低，因此這二種假期間日數不列入計算

勞動基準法第二條第四款所定平均工資之計算，並自 109 年 1

月 15 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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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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即日起 修正移工入境檢疫辦理方式~~ 

社福類入住集中檢疫場所產業類檢疫場所應事先查核 

依據疫情指揮中心 109年 3月 17日指示，自同日 16時後登機入境的移工，應辦

理居家檢疫 14天。截至 3月 26日，共計應辦理居家檢疫移工人數為 2,758 人。勞動

部為加強國內防疫，自即日起修正入境移工居家檢疫辦理方式，社福類的居家檢疫，

統一入住政府安排的集中檢疫場所；產業類的居家檢疫場所仍維持由雇主或仲介公司

辦理，但須事先經權責機關實地查核確認後，始得引進移工。 

經統計截至 109年 3月 17日至 26日，入境移工應辦理居家檢疫共 2,758 人，產

業類共 1,732人，社福類 1,026人。其中，94.31%係由仲介公司代為辦理，5.69%由

雇主自行辦理。 

勞動部表示，上開居家檢疫實施以來，外界建議包含居家檢疫場所尋覓困難，如

何有效落實移工居家檢疫管理等。基於國內防疫及人道考量，自即日起入境移工，社

福類(含機構看護工、家庭看護工及家庭幫傭)的居家檢疫，將統一入住政府安排的集

中檢疫場所，包含衛生福利部提供 400床檢疫場所，及勞動部刻正洽仲介公會委託辦

理 230床，惟費用應由雇主負擔。因集中檢疫場所的床位數有限，109年 3月 28日

起社福類雇主引進移工前，應先取得入住集中檢疫場所的證明文件後，始得引進移

工。 

重點整理： 

勞動部為加強國內防疫，自即日起修正入境移工居家檢疫辦理

方式，社福類的居家檢疫，統一入住政府安排的集中檢疫場所；

產業類的居家檢疫場所仍維持由雇主或仲介公司辦理，但須事

先經權責機關實地查核確認後，始得引進移工。完整資訊，請

至勞動部官網新聞稿專區查詢(網址: https://www.mol.gov.tw/)，或

電洽「1955」專線，或 0800-777-888 諮詢服務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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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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產業類的檢疫場所，仍維持由雇主或仲介公司辦理，並應於申請許可、入國

簽證及移工入境辦理接機登錄時，提供「移工入境辦理居家檢疫計畫書」，且經由權

責機關實地查核，確認符合 1人 1室或其他相關規範，以及如何落實門禁管制等機制

後，始得引進移工。另為保障返鄉休假移工就業權益，產業類返鄉休假移工將比照社

福類移工辦理，統一入住政府安排的集中檢疫場所。 

上開措施推動致雇主引進移工時程可能延後，雇主可採取下列配套措施，解決人

力需求： 

1、鼓勵雇主以國內承接方式聘僱移工。 

2、鼓勵雇主僱用失業勞工，本部將提供僱用獎助每人每月新臺幣 9,000 元至 1

萬 3,000元，最長 12個月。家庭有照顧需要者，可撥打長照 1966專線洽詢提供照顧

資源。 

3、鼓勵減班休息或暫無移工需求的製造業雇主釋出移工，供所需雇主國內承接，

於防疫期間釋出移工名額，未來申請時將同意不予管控名額。 

上開措施完整資訊，請至勞動部官網新聞稿專區查詢(網址: 

https://www.mol.gov.tw/)，或電洽「1955」專線，或 0800-777-888諮詢服務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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