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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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好的生命應該充滿期待驚喜和感激。 

§ 努力不一定成功，但放棄一定失敗只有學會如何停下來的人，才懂加速。   楊董                                                                                                                         

                                                               

§ 生命力的意義在於拚搏，因為世界本身就是一個競技場。 

§ 所謂天才，那就是假話，勤奮的工作才是實在的。                       二姐                                           

                                                               

§ 大肚能容，斷卻許多煩惱障，笑容可掬，結成無量歡喜緣。 

§ 世上沒有絕望的處境，只有對處境絕望的人。          張姐                     

                                                               

§ 不去耕耘，不去播種，再肥的沃土也長不出莊稼，不去奮鬥，不去創造，再美的青 

春也結不出碩果。 

§ 不要總是要求別人給我什麼，要想我能為別人做什麼。          䕒文                                          

                                                               

§ 我們永遠不可能兼顧一切、處處完美，不一定要當完美超人，不向難關妥協、抬頭 

  挺胸努力完成比完美更重要。 

§ 人生總有時刻，就像走在看不見的鋼索上。                    金瑛 

                                                               

§ 每天給自己一個微笑，就算不快樂也不要皺眉，因為你不知道誰會愛上你的笑容。 

§ 一個人最大的挑戰，是如何去克服自己的缺點。      阿線 

                                                                                                     

§ 面對別人的嘲弄 只要默默的堅持到底 換來就是別人的羨慕。 

§ 猶豫不決固然可以免去一些做錯事的可能，但也失去了成功的機會。       勇衡                                            

                                                               

§ 能付愛心就是福，能消除煩惱就是慧。 

§ 空空的口袋不能阻礙你的將來，空空的腦袋你將永遠貧窮。    宏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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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沒有最好的決定，只有在決定之後做到最好。 

§ 有些事就算你是對的，也不是非要證明別人是錯的。        愷悌                                                                                          

                                                                 

§ 待人退一步，愛人寬一寸，就會活的很快樂。 

§ 認識一個人靠緣分，瞭解一個人靠耐心，征服一個人靠智慧，要和睦相處靠包容。

                                               婉蒂  

                                                                 

§ 當你遇到障礙，代表著你正在前進。 

§ 知識要用心體會，才能變成自己的智慧。        雅琳 

                                                                                                                               

§ 教人就是再次的學習。 

§ 無論多麼不重要的一件事，只要樂在其中，都會獲益無窮。             莎莎                                                                                                                                      

                                                                

§ 人生很短：不為爛人煩惱，不被爛事糾纏。 

§ 成年人的世界，不存在永恆的靠山，你最強的靠山，就是你的努力和獨立。 海平                                                                                                                                     

                                                                  

§ 吵架最激烈不過一分鐘，但這一分鐘你說出來的話是你用一百分鐘也彌補不回來 

  的。 

§ 真心話是最能打動人的方式。          阿本 

                                                                

§ 懷才就像懷孕，時間久了會讓人看出來。 

§ 要做的事情總找得出時間和機會；不願意做的事情也總能找得出借口。 葦薰                          

                                                                  

§ 有人喜歡，就會有人討厭，不管，就是做好你自己。 

§ 學著勇敢說出想法，但也別輕易批評他人。       妙儒                

                                                                

§ 能善用時間的人，必能掌握自己努力的方向。 

§ 要使人相信你，不在於言詞的巧辯，而在於行為的實踐。    毓茹                                  

                                                                                 

§ 用感恩的心，迎接每一天！平安就是幸福！ 

§ 人生就像一杯咖啡，學會苦中作樂，就能品嘗到甘醇的滋味。             芳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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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美好的心，欣賞周遭的事物；以真誠的心，對待每一個人；以負責的心，做好份 

內的事；以謙虛的心，檢討自已的錯誤。 

§ 生活是一杯白開水，樂觀的人喜歡加糖，悲觀的人則往往加盬，都是你自已調制的 

味道。                                                             雙雙 

                                                                                                                               

§ 有量就有福，有福心就靈，福至心靈。 

§ 有勇氣並不表示恐懼不存在，而是敢面對恐懼、克服恐懼。      美甄     

                                                                                                                               

§ 有的路是用腳去走，有的路是用心去走，絆住腳的往往不是荊棘和石頭，而是自己 

的心。 

§ 用加法的方式去愛人，用減法的方式去抱怨，用乘法的方式去感恩。      靜如             

                                                                                                                                

§ 聽話、說話要完整，不要撿前一句、後一句，合起來剛好尖尖地刺進人心。 

§ 問候不一定要慎重其事，但一定要真誠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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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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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8,531 279,481 158,790 58,783 221,471 6 

農、林、漁、牧業(船員) 12,483 9,412 1,636 45 1,390 0 

製 造 業 438,498 65,992 126,257 55,436 190,808 5 

食品及飼品 29,790 5,760 4,360 3,364 16,306 0 

飲  料 966 181 165 131 489 0 

紡  織 24,679 4,987 4,716 4,815 10,161 0 

成衣及服飾品 4,597 351 608 404 3,234 0 

皮革、毛皮及其製 品 2,353 402 95 477 1,379 0 

木竹製品 3,010 1,000 244 120 1,646 0 

紙漿、紙及紙製品 6,626 1,867 824 824 3,111 0 

印刷及資料儲存媒 體複製 3,990 554 449 469 2,518 0 

石油及煤製品 42 16 2         － 24 0 

化學原材料、肥料、氮化合物、塑橡膠原料及人造纖維 4,681 528 1,729 777 1,647 0 

其他化學製品 3,314 854 805 322 1,333 0 

藥品及醫用化學製品 1,109 260 430 35 384 0 

橡膠製品 10,800 1,778 974 2,004 6,044 0 

塑膠製品 29,831 5,250 4,019 4,316 16,246 0 

非金屬礦物製品 11,992 2,462 2,081 2,712 4,737 0 

基本金屬 19,645 4,507 3,658 5,843 5,636 1 

金屬製品  99,649 18,151 14,248 13,486 53,764 0 

電子零組件 72,721 1,337 57,807 3,300 10,277 0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 17,948 118 13,871 277 3,682 0 

電力設備及配備 9,422 1,518 1,967 1,394 4,543 0 

機械設備 38,935 5,696 6,048 4,386 22,801 4 

汽車及其零件 14,873 2,959 2,696 2,614 6,604 0 

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 10,254 1,900 888 2,050 5,416 0 

家  具 5,265 1,375 746 425 2,719 0 

其  他 12,006 2,181 2,827 891 6,107 0 

營 建 工 程 業 4,599 511 12 2,869 1,207 0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其他服務業 262,951 203,566 30,885 433 28,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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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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工廠危險性物質雇主聲明責任  

 勞動部擬6月底前完成法制程序 

勞動部草擬「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裁量基準」修正草案，內容包括：新增

工廠含危險性物質雇主聲明責任、是否有公安申報、是否有消防檢修申報以及移工每

人住宿面積從現行 3.2 平方公尺拉大為 3.6平方公尺等，預計將在今年 6月底完成法

制程序，後 6個月為緩衝宣導期。 

台灣移工聯盟今天赴勞動部前陳情，訴求「廠住分離」。勞動部回應，廠住分離

法源主責機關在經濟部，將會跨部會研議、討論，「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裁量

基準」修正草案的法制程序預計將在 6月底前完成，將結合建管、消防等主管機關要

求，評估將可發揮把關檢視移工宿舍環境。 

勞動部指出，「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裁量基準」修正草案將採風險分級方

式，雇主在移工入國通報時，就應主動聲明工廠內是否有危險性物質，例如：發火性

物質、可燃性氣體等，以提高檢查密度；另雇主必須聲明是否有依建築暨消防法規辦

理公安及消防檢修申報，如果沒有依照規定申報，將移請建管和消防主管機關依法核

處。 

重點整理： 

勞動部草擬「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裁量基準」修正草案，

內容包括：新增工廠含危險性物質雇主聲明責任、是否有公安

申報、是否有消防檢修申報以及移工每人住宿面積從現行 3.2

平方公尺拉大為 3.6 平方公尺等，預計將在今年 6 月底完成法制

程序，將結合建管、消防等主管機關要求，評估將可發揮把關

檢視移工宿舍環境。後 6 個月為緩衝宣導期。此次修正草案將

採風險分級方式，雇主在移工入國通報時，就應主動聲明工廠

內是否有危險性物質，例如：發火性物質、可燃性氣體等，以

提高檢查密度；另雇主必須聲明是否有依建築暨消防法規辦理

公安及消防檢修申報，如果沒有依照規定申報，將移請建管和

消防主管機關依法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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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裁量基準」修正草案擬將移工每人住宿面積從現行

3.2平方公尺拉大為 3.6 平方公尺；修正草案預計將在 6月底前完成法制程序。勞動

部長許銘春 3 月中在立法院業務報告中做出承諾，「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修正和相

關法制程序會在 6月底完成法制程序。 

 

 

 

 

 

 

 

 

 

 

 

 

 

 

 

 

 

 

 

 

 

 

 

 

 

 

109.04.01人力仲介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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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營造工規範修正 門檻降為10億元 

 重大公共工程經院政同意 移工比例不受限制  

勞動部日前修正「專案核定民間機構投資重大經建工程及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機

構發包興建之重要建設工程聘僱外籍營造工作業規範」，新修正的規範刪除百億門檻

降為 10 億元，另配合配合行政院順利推動重大公共工程，針對確實具有擴大外籍營

造工人數必要且特殊個案，經中央目的主管機關報行政院同意後，核配外籍營造工比

例不受相關核配比例之限制。 

勞動部 109 年 3 月 31 日公告修正「專案核定民間機構投資重大經建工程及政府

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發包興建之重要建設工程聘僱外籍營造工作業規範」，並自即日

起生效。 

根據統計，截至 2 月底，政府重大公共工程有 4,294名外籍移工、重大投資營造

業則有 215名外籍移工。 

新修正外籍營造工作業規範，公共工程委員會評估刪除 100億計畫門檻後，增加

核准引進外籍營造工約 1,382 人，約 45 件工程適用，增加之外籍營造工人數有限，

基於配合國家重大公共工程建設需要，因此修正第一項第三款與第四款，刪除公共工

程百億資格規定。 

為配合實務招標作業時程需要，修正增列第二款第二目規定，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認有增加外國人核配比例必要，報經行政院核定者。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跨國勞動力管理組長薛鑑忠進一步說明，現有公共工程核配

比例是依照工程得標經費、工期去代入工程經費法人力需求模式再乘上 20%到 40%核

配比率去計算出核配移工人數，規定修正實施後，行政院同意的重大公共工程案子將

重點整理： 

勞動部 109 年 3 月 31 日公告修正「專案核定民間機構投資重大

經建工程及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發包興建之重要建設工程

聘僱外籍營造工作業規範」，並自即日起生效。 新修正的規範

刪除百億門檻降為 10 億元，另配合配合行政院順利推動重大公

共工程，針對確實具有擴大外籍營造工人數必要且特殊個案，

經中央目的主管機關報行政院同意後，核配外籍營造工比例不

受相關核配比例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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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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受 20%到 40%比率限制，可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其規定核定所需人數，再報

給行政院同意。 

據悉，由於「桃園機場第 3航廈」工程已多次流標，經費不斷增加，目前總經費

已增加為 950餘億元，隨著台商回流、外商在台投資擴廠，以及各項重大建設方興未

艾、國內營造廠商量能趨於飽和、缺工情形日盛，第 3航廈主體工程順利發包所需條

件愈形嚴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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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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防疫小知識－酒精的正確使用方法 

給移工朋友的防疫小知識#4 國語言版本唷! 

【酒精的正確使用方法】 

  ① 75%才能有效消毒 

     濃度過高、過低都會影響消毒效果！ 

  ② 可隨身攜帶消毒手部 

     以２ml至 5ml 徹底搓洗雙手至酒精完全乾燥，在方便洗手的地方，還是以 

     肥皂正確洗手效果最好! 

  ③ 不要噴在口罩上 

     酒精無法徹底殺死分泌物上的病毒，也可能影響口罩過濾效果！ 

重點整理： 

【酒精的正確使用方法】 

  ① 75%才能有效消毒 

  ② 可隨身攜帶消毒手部 

  ③ 不要噴在口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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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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4.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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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長照特別扣除額 今年五月報稅適用 

聘僱外籍看護工者 檢附聘僱許可函影本 

五月報稅季將至，由於今年 5月申報 108年度綜合所得稅時，新增「長期照顧特

別扣除額，每人每年定額扣除 12萬元。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聘雇外籍家庭看護

工者，可檢附 108年度有效之聘僱許可函影本辦理申報。民眾於 4月 28日起至 6月

1日止，以自然人憑證或已註冊健保卡密碼利用報稅系統或超商多媒體服務機（KIOSK）

列印查詢碼，至報稅系統查詢所得及扣除額資料，也會包含長照特別扣除額，據此申

報者則可免檢附上開證明文件。 

長照扣除額適用對象包含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者、長照失能等級第 2 級至第 8

級且使用長照給付及支付基準服務者、入住住宿式服務機構全年達 90天者，以及在

家自行照顧者。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符合適用條件者，可於今年 5月份辦

理 108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列報長照扣除額；但 108年度

申報適用稅率在 20%以上，將不適用。 

此外，採長照失能等級第 2級至第 8級且使用長照給付者，申報檢附 108 年度使

用指定服務繳費收據影本一張；入住住宿式服務機構，應提供 108年度入住機構累計

達 90日繳費收據影本。如為在家自行照顧，須憑今年 6月 1日前取得病症暨失能診

斷證明書影本，或 108 年度有效身心障礙證明或手冊影本申報。 

重點整理： 

今年 5 月申報 108 年度綜合所得稅時，新增「長期照顧特別扣

除額，每人每年定額扣除 12 萬元。聘雇外籍家庭看護工者，可

檢附 108 年度有效之聘僱許可函影本辦理申報。民眾於 4 月 28

日起至 6 月 1 日止，以自然人憑證或已註冊健保卡密碼利用報

稅系統或超商多媒體服務機（KIOSK）列印查詢碼，至報稅系

統查詢所得及扣除額資料，也會包含長照特別扣除額，據此申

報者則可免檢附上開證明文件。國稅局進一步說明，基於時程

考量，只要於今年 6 月 1 日前經醫療院所專業評估，符合得聘

僱外籍家庭看護工資格，即可於申報 108 年度綜合所得稅時列

報長照扣除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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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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稅局進一步說明，基於時程考量，在家自行照顧者所須檢附的診斷證明，彈性

放寬第一年取得證明的時程，只要於今年 6月 1日前經醫療院所專業評估，符合得聘

僱外籍家庭看護工資格，即可於申報 108年度綜合所得稅時列報長照扣除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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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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心就業計畫排除雇主配偶與直系親屬  

 無雇主自營業者適用資格嚴 立委籲修正 

根據勞動部 8日公布的最新減班休息統計，實施人數多達 8,739人，勞動部長許

銘春 9日在立法院表示，已預期到這種情形，因此已推出充電再出發、安心就業計畫，

接下來也會推出安心立即上工計畫等，這都是為了受減班休息影響的企業或勞工推出

的協助措施，盼讓勞工企業穩住勞雇關係能撐過難關。 

台灣民眾黨立委賴香伶質詢指出，根據安心就業計畫指出，排除勞工為雇主或其

負責人的配偶或直系血親者，她指出台灣有許多 2、30人小企業，許多都是家族企業，

雇主與勞工是父子、弟媳、長輩等關係，希望勞動部可以深入討論；許銘春表示，這

部分會再慎重考慮。 

安心就業計畫自 3 月 27日起受理，減班休息勞工且沒有申請充電再出發等其他

計畫，就可以申請補助，以員工投保薪資與與實領薪水的差額，由政府補助 50%，勞

工最多每月可領到新台幣 1萬 1,000元。 

新冠肺炎疫情衝擊產業，9日多名立委關心無投保勞保的勞工能否獲得紓困等，

民進黨立委蘇巧慧質詢指出，勞動部針對無雇主的自營業者提出薪資補貼，主要針對

攤商、營造業工人與藝文工作者，但有排富條款，藝文工作者有 3成沒有投保勞保，

恐怕連申請都沒辦法申請。 

許銘春答覆，薪資補助方案的確是以有投保勞保勞工為主，沒有投保的就由相關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來協助，像是文化部就會針對藝文工作者給予協助，攤商部分在經

濟部也有相關方案等。 

 

重點整理： 

勞動部長許銘春 9 日在立法院表示推出充電再出發、安心就業

計畫，接下來也會推出安心立即上工計畫等。因安心立即上工

計畫在台灣有許多都是家族企業，這部分會再慎重考慮。另勞

動部針對無雇主的自營業者提出薪資補貼，雖薪資補助方案是

以有投保勞保勞工為主，沒有投保的就由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來協助，像是文化部就會針對藝文工作者給予協助，攤商部

分在經濟部也有相關方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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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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部將針對無雇主的自營業者提出新台幣 300億元的薪資補貼方案，申請資格

有三大原則，包括排富、不重複領取補貼、弱勢優先。規劃以 107年沒達到課稅標準，

有在職業工會投保，投保薪資 2萬 4,000元以下者，每月補助 1萬元，共補助 3個月。 

國民黨立委蔣萬安則指出，無雇主的自營業者適用資格以投保薪資 2 萬 4,000

元為標準，但可能也有投保薪資在 2萬 5,200元的勞工可能受疫情影響，這也是需要

被照顧的，建議考慮針對投保級距來發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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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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工檢疫期間費用 不得自薪資中扣除  

                 防疫補償金本人申請 雇主、仲介不得代領 

   自 3月 17日下午 4時後登機入境的移工，均應依規定辦理居家檢疫 14 天，檢疫

期於 3月 30日起陸續期滿。台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表示，居家檢疫期滿後，雇主

仍應指導移工必要的防疫措施，提供相關防疫資訊，移工居家檢疫期滿、開始工作後，

薪資應全額給付，不得將檢疫期間住宿費用自薪資中扣除。 

據了解，基本防疫處所包含住宿及三餐，每天費用介於 500元至 800元間，如為設備

更好的防疫旅社則可能超過 1,000元，對許多聘僱移工的家庭也是不小的負擔，因此

近期重建處也接獲部分雇主及仲介業者詢問，是否能將防疫補償金用來支付檢疫期間

費用。 

    重建處副處長黃毓銘提醒，雇主不得將檢疫期間衍生的住宿費用由薪資中扣除，

或增加其他不明借款及虛偽不實的扣款項目，如有上述情事經查明屬實，將處以雇主

罰鍰並廢止聘僱許可。 

此外，防疫補償金目的在於補償因受檢疫或隔離期間喪失人身自由，或因請假未領薪

資的經濟損失，移工在檢疫隔離期間如未支領薪資或請領其他性質相同補助者，每人

按日發給新台幣 1,000 元防疫補償金，與雇主聘僱移工應負擔的生活管理照顧責任並

不相同。 

    

重點整理： 

台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表示，移工居家檢疫期滿、開始工作

後，薪資應全額給付，雇主不得將檢疫期間衍生的住宿費用由

薪資中扣除，或增加其他不明借款及虛偽不實的扣款項目，如

有上述情事經查明屬實，將處以雇主罰鍰並廢止聘僱許可。防

疫補償金應由移工本人申請，並直接匯入申請人帳戶，雇主或

仲介業者不得要求移工將防疫補償金用來支付居家檢疫期間的

費用，或代為收領該筆補償金，如違反規定，雇主恐將違反就

業服務法規定，遭到罰鍰及廢止聘僱許可，仲介也可能因違法

而被廢止仲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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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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毓銘強調，防疫補償金應由移工本人申請，並直接匯入申請人帳戶，雇主或仲

介業者不得要求移工將防疫補償金用來支付居家檢疫期間的費用，或代為收領該筆補

償金，如違反規定，雇主恐將違反就業服務法規定，遭到罰鍰及廢止聘僱許可，仲介

也可能因違法而被廢止仲介許可。 

    不過他也提到，因這項制度仍在實施初期，目前尚未有移工提出申請，也無雇主

或仲介因代領或挪用移工防疫補償金而違法，多為不熟悉規定而來諮詢。 

防疫補償金可於受隔離或檢疫結束日次日起 2年內申請，移工無須急於近期申辦，可

待適應工作、取得外僑居留證並完成開戶後，再提出申請，重建處也會隨時協助移工

申辦。 

    有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隔離及檢疫期間防疫補償申請審核作業規定，現階段提

供中、英文版說明，網址：https://reurl.cc/pd1Xve 及 https://reurl.cc/lVoMvQ

（英文版）。如有防疫補償相關疑問，可於每日上午 8時至下午 10時撥打免付費的

1957福利諮詢專線洽詢。 

    重建處官網已設有專區，提供多國語言圖文（https://reurl.cc/Y1vnql ），雇

主可以多加利用，向移工說明。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日前宣布，搭乘大眾運輸系統（飛

機、臺鐵、高鐵、客運）應配合測量體溫及配戴口罩等，與移工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重建處已完成四國語言翻譯，也在捷運各站輪播，以便移工能了解因應疫情的相關變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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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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4.09外勞通訊社 

集中檢疫床位不夠怎麼辦？ 

移工入境「2 條件」才能來台工作 

新冠肺炎防疫期間，我國封鎖境外移入，有關移工入境的問題受到國人關心，若

集中檢疫床位不足該如何解決？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副指揮官陳宗彥今（13）表示，

移工需取得集中檢疫的場所，或是雇主提供符合標準的「一人一室」檢疫空間才能入

境，若尚未取得這些條件，將會保留權利直到情況許可後才入境。 

有關目前境外移工入境的問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表示，移工來台需要集中

檢疫 14 天。而今（13）日有媒體提問，若檢疫床位不足該如何解決？目前我國是否

增加檢疫床位？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副指揮官陳宗彥回應，目前移工是由政府協助在集中檢疫

場所，代表移工需要取得檢疫場所才能入境，或是雇主與仲介公司可以提供「一人一

室」的檢疫空間，並做過檢查及符合標準，有這些條件才能入境，如果沒有，將會保

留他的權利，直到取得檢疫場所才讓他入境。 

 

 

 

 

 

 

 

 

109.04.14人力仲介會訊 

重點整理：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副指揮官陳宗彥表示，目前移工是由政

府協助在集中檢疫場所，代表移工需要取得檢疫場所才能入

境，或是雇主與仲介公司可以提供「一人一室」的檢疫空間，

並做過檢查及符合標準，有這些條件才能入境，如果沒有，將

會保留他的權利，直到取得檢疫場所才讓他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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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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中檢疫所不是住免錢 只優惠外勞 

針對國外返國者必須進行檢疫時，如果有人因為經濟因素考量，集中檢疫所是否

可以提供免費，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認為，集中檢疫所提供住宿的不時之需，但是

入住費用照算！ 

指揮官陳時中表示，從國外入境台灣需要檢疫者，如果有特別經濟因素，我們有

一些急難救助的方式，不過，集中檢疫所若是因地域安排困難時，集中檢疫所可備不

時之需。 

不過，集中檢疫所不是免費住宿，陳時中表示，非本國籍人士 1天住宿 4500元，

本國籍 3000元 1天、特別提供外勞朋友 1天 1500元的收費。 

 

 

 

 

 

 

 

 

 

109.04.15人力仲介會訊 

重點整理： 

指揮官陳時中表示針對國外返國者必須進行檢疫時，如果有為

經濟因素考量已有一些急難救助的方式，而集中檢疫所若是因

地域安排困難時，集中檢疫所提供住宿為不時之需且不是免費

住宿，因此入住費用照算！非本國籍人士 1 天住宿 4500 元，

本國籍 3000 元 1 天、特別提供外勞朋友 1 天 1500 元的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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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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身障證明8月底到期 統一展延至10月 

未展期致缺額進用 雇主需繳差額補助費 

為落實新冠肺炎防疫策略，減少身心障礙者出入醫療機構等高風險場域，提高染

疫風險，目前持有的身心障礙證明在今年 4月至 8月間到期須重新鑑定者，政府將統

一展延至 10 月底止，持證人可擇期到醫院進行重新鑑定。台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

提醒，雇主應主動關心所聘員工是否完成展期，如因此造成未足額進用身心障礙員工，

仍須依規定繳納差額補助費。 

身心障礙證明在 109 年 4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間到期須重新鑑定者，已統一展延

至 109年 10月 31日，身障朋友可以視疫情發展狀況，選擇其他適當時間到醫院完成

重新鑑定，但仍須在 109 年 10月 31日前完成，一旦逾期將被註銷身心障礙資格，並

影響相關權利。 

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機構員工總人數在

34 人以上者，進用具有就業能力之身心障礙者人數，不得低於員工總人數 3%。私立

學校、團體及民營事業機構員工總人數在 67 人以上者，不得低於 1%，且不得少於 1

人。重建處表示，前述義務進用機構，也應主動關心須重新鑑定的身心障礙員工，是

否需要辦理展期，如因未完成展期，證明文件失效，將會從有效進用名單中減除，如

重點整理： 

為落實新冠肺炎防疫策略，減少身心障礙者出入醫療機構等高

風險場域，提高染疫風險，目前持有的身心障礙證明在今年 4

月至 8 月間到期須重新鑑定者，政府將統一展延至 10 月底止，

持證人可以視疫情發展狀況擇期到醫院進行重新鑑定，但仍須

在 109 年 10 月 31 日前完成，一旦逾期將被註銷身心障礙資格，

並影響相關權利。台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提醒，雇主應主動

關心須重新鑑定的身心障礙員工是否完成展期，如因此造成未

足額進用身心障礙員工，如因未完成展期，證明文件失效，將

會從有效進用名單中減除，如因此而造成未足額進用身障員

工，就要依法繳納差額補助費，直至進用人員達到法定應進用

人數為止，才可停止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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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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而造成未足額進用身障員工，就要依法繳納差額補助費，直至進用人員達到法定

應進用人數為止，才可停止繳交。 

彰化縣政府表示，轄內現有 69,000 餘名身心障礙者，其中今年 4 月至 8 月間證

明文件屆期，需進行重新鑑定及需求評估者約有 3000 多名，縣府社會處已陸續發函

通知需重新鑑定者，並針對身障者相關權益主動延長至 109年 10月 31日。社會處提

醒，此公函視同證明延長效力，有關就醫優惠、陪伴者優惠、停車優惠等識別資格需

要時，出示公函可享有相關權益。 

 

 

 

 

 

 

 

 

 

 

 

 

 

 

 

 

 

 

 

 

 

 

 

109.0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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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勞動部-可以雇用外籍學生打工嗎? 

Q：越南籍的阮小奇拿著ＯＯ大學的學生證來應徵餐廳外場工作，公司可以僱用

他嗎？ 

A：不是持有我國學校的學生證就能打工哦！如果誤用了不具合法工作身分的外

國人，可是會重罰 15-75 萬元！檢查工作不得不慎！ 

外籍學生欲在我國工作，須向勞動部申請工作許可證。雇主如欲僱用外籍學生，

必須查驗居留證、學生證、工作許可證的「正本」，並務必要影印或拍照留存，檢查

的要點如下： 

（一） 居留證：核對基本資料、居留時間及居留事由。 

（二） 學生證：核對基本資料、向學校確認該生已註冊。 

（三） 工作許可證：核對基本資料、確認尚在許可期間內，並留意許可屆滿日

（許可期間最長以 6 個月為限，屆滿後則不得再工作，如仍欲工作須由外籍學生再

次重新申請）。 

其他注意事項：外籍學生的工作時間除寒暑假外，每星期最長為 20 小時。 

相關法規: 

1、 就業服務第 44 條、第 50 條、第 57 條第 1 款：https://bit.ly/3a11iUn 

2、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30 條至第 35 條 https://bit.ly/2Ut5vd1 

 

 

 

 

 

 

109.04.15人力仲介會訊 

重點整理： 

外籍學生欲在我國工作，須向勞動部申請工作許可證。雇主如

欲僱用外籍學生，必須查驗居留證、學生證、工作許可證的「正

本」，並務必要影印或拍照留存，如果誤用了不具合法工作身

分的外國人，則會重罰 1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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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艱困製造業 政府補貼四成薪資共三個月  

排除外籍員工 期間不得無薪假或減薪裁員 

新冠肺炎疫情導致製造業飽受衝擊，為減輕業者負擔，行政院政務委員龔明鑫 4

月 17 日邀集經濟部次長林全能，召開「行政院紓困振興方案」記者會，說明第二階

段製造業紓困振興方案措施。針對營收減少五成以上的艱困產業，補貼每位員工薪資

4成，每人每月上限 2 萬元，即四月至六月薪資共計 3個月，並按員工人數提供企業

一次性營運資金補貼，每位員工補貼 1萬元。 

此外，企業於受補貼期間，不得有減班休息、裁員或減薪的情形。經濟部表示，

由於此項方案是以照顧本國員工為目的，因此外籍員工不在補助範圍。 

適用此項薪資補貼的業者，須為營收減少五成以上的艱困企業，包括製造業、技

術服務業，如為製造業須依法辦理工廠登記，免辦工廠登記者應檢附證明文件，如為

領有臨時工廠登記的業者，只要符合工廠管理輔導法規範也適用，預計可補助 30 萬

名以上企業員工。 

經濟部進一步說明，某製造業者僱有 200位員工，若每位員工原薪水皆為 4萬元，

自 4月起遭減薪 30%至 2.8萬元，由政府補貼三個月薪資共 960萬元，以及營運資金

200萬元共計 1,160萬元，自 4月起每位員工仍可領月薪 4萬元，但企業每月僅須支

付每位員工月薪 2.4萬元，相較原先少支付 4,000元，希望穩定勞工就業，幫助勞資

共同度過難關。 

根據勞動部統計，截至 4 月 16 日止，全台實施減班休息企業共 588 家、14,821

人，因特別條例目前正在立法院審議中，經濟部目前正草擬相關須知，如順利最快月

底開放申請，也已請各產業公協會了解廠商需求，儘早提供相關文件供預審。 

重點整理： 

行政院政務委員龔明鑫 4 月 17 日邀集經濟部次長林全能，召開

「行政院紓困振興方案」記者會，說明第二階段製造業紓困振

興方案措施。針對營收減少五成以上的艱困產業，補貼每位員

工薪資 4 成，每人每月上限 2 萬元，即四月至六月薪資共計 3

個月，並按員工人數提供企業一次性營運資金補貼，每位員工

補貼 1 萬元。企業於受補貼期間，不得有減班休息、裁員或減

薪的情形。經濟部表示，由於此項方案是以照顧本國員工為目

的，因此外籍員工不在補助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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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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措施包括工業區土地租金、公共設施維護費等相關費用減收緩繳，各工業區

服務中心已陸續開始受理申請。工業區及加工出口區土地租金，得選擇緩繳 1年或減

收 2成。 

水電費減免部分，適用期間為 109 年 3 月 1 日至 109 年 9 月 30 日，營業額減少

達 15%者，減免水、電費 10%；營業額減少達 50%者，減免水、電費 30%，免額外申請。 

擴大融資及信保額度部分，受影響中小型事業振興資金貸款融資額度，將從新台

幣2千萬提高至1.5億元、非屬中小型事業融資額度則將從8,000萬元提高到5億元。   

 

 

 

 

 

 

 

 

 

 

 

 

 

 

 

 

 

 

 

 

 

 

 

 

                            

109.04.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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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3千餘名移工檢疫未支薪可領補償金 

4.3萬名申請補償金 檢視資格下週起發放  

目前有 3千餘名移工入境後接受居家檢疫或是集中檢疫，依據衛福部規定，在檢

疫期間沒有違規且未支領薪水，將會補償每日 1千元；勞動部強調，防疫補償金目的

在於補償因受檢疫或隔離期間喪失人身自由，或因請假未領薪資的經濟損失，雇主或

仲介業者不能要求移工將防疫補償金用來支付居家或集中檢疫期間的費用。 

衛福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副司長蘇昭如表示，截至 4 月 16 日，受隔離或檢疫者

防疫補償已有 4萬 3,830 件提出申請，目前正在審核名單與有無違規情事，預計下週

起發放補償金；她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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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出，集中檢疫所不是免費住宿，非本國籍人士 1天住宿

4,500元，本國籍 1天 3,000元，移工 1天 1,500元。 

根據統計，目前有 3,169 名移工接受居家檢疫或是集中檢疫，其中集中檢疫有

374人。 

重點整理： 

衛福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副司長蘇昭如表示，截至 4 月 16 日，

受隔離或檢疫者防疫補償已有 4 萬 3,830 件提出申請，目前正在

審核名單與有無違規情事，預計下週起發放補償金；其說明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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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說

明，雇主或仲介業者不能要求移工將防疫補償金用來支付居家

或集中檢疫期間的費用，居家檢疫或是集中檢疫費用是由雇主

負擔，若是雇主挪用移工受檢疫補償金將視為「侵占」，除罰

鍰外將會廢聘，仲介若協助致雇主違法，也將受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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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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勞動部表示，集中檢疫的費用經爭取後，針對移工入住是 1天 1,500元含三餐，

14 天費用共 2 萬 1,000 元，勞動部除補助交通費外，也已規劃補助雇主部分集中檢

疫費用，目前集中檢疫費用尚未先向雇主收取，待補助費用確定後，會開單通知雇主

再去繳納集中檢疫費用。 

勞動部指出，立委質詢指出有仲介或是雇主像移工提出自付居家或集中檢疫費用，

甚至要求可由移工的防疫補償金去墊付，勞動部近日將發函地方勞工局在訪視時應告

知移工如何申請補償金及申訴管道。 

勞動部說明，居家檢疫或是集中檢疫費用是由雇主負擔，若是雇主挪用移工受檢

疫補償金將視為「侵占」，除罰鍰外將會廢聘，仲介若協助致雇主違法，也將受罰。 

自 109年 3月 17日起入境來台的移工都需居家檢疫 14天，又基於防疫及人道考

量，避免被看護者或社福機構住民感染，自 109年 3月 27日起社福類(包括機構看護

工、家庭看護工及家庭幫傭等 3類)之移工，以及返國休假的移工再來臺(不論業別)，

要求去住集中檢疫場所。 

至於產業新進移工則仍由雇主與仲介安排居家檢疫，須符合「1 人 1 室」及 24

小時專人管理等符合防疫旅館規格的檢疫場所，並須經居家檢疫地的地方政府事先查

核等流程，方可引進產業移工，目前該地方政府查核流程與新的「移工入境辦理居家

檢疫計畫書」尚未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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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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艱困企業認定標準擬放寬 可專案認定  

刺激景氣 立委建議調降申請營造移工門檻 

行政院日前公布製造業紓困方案，針對營業額衰退 50%以上艱困企業，提供員工

薪資及營運資金補貼等。經濟部長沈榮津 4 月 20 日於立法院經濟委員會表示，50%

是一個原則，若有特殊情形，將和產業公協會專案認定。目前以工具機產業較有共識，

考慮放寬至衰退 30%即符合條件。 

有關艱困企業認定要件，經濟部已明定為自 109 年 1 月起，任何連續 2 個月

之月平均或任何 1 個月之營業額，較 109 年內任何一個月、108 年下半年之月平均、

108 年同期、107 年同期或其他經經濟部認定之期間，營業額減少達 50%；若有特殊

情形，得就特定產業另定營業額減少之比例。符合條件的企業，補貼員工薪資每人每

月最高 2萬元、最長 3個月，並按員工人數一次性發放營運資金補貼。多名立委關心

艱困企業的認定標準。廖國棟認為，有些產業可能是兩、三個月後才浮現營運困難，

恐無法受惠。邱志偉也提到，補貼門檻太高、時效太短，紓困金額太少，且很多產業，

營業額少 30%就活不下去，希望標準能夠放寬。 

沈榮津表示，有部分產業正研擬放寬資格，依據產業特性，和各產業公協會討論，

以專案方式認定。沈榮津指出，這個周末已邀請業者試填表格，業界反映普遍良好，

最重要的是簡政便民，讓產業看得到、用得到。 

 

重點整理： 

行政院日前公布製造業紓困方案，針對營業額衰退 50%以上艱

困企業，提供員工薪資及營運資金補貼等。經濟部長沈榮津 4

月 20 日於立法院經濟委員會表示，50%是一個原則，若有特殊

情形，將和產業公協會專案認定。目前以工具機產業較有共識，

考慮放寬至衰退 30%即符合條件。 另政府將採擴大公共建設方

式刺激景氣，但營造業面臨缺工問題，造成有工程卻沒人敢標。

立委建議將門檻調降至 1 億元即可申請外籍營造工。勞動部官

員表示會再跟公共工程委員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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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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明文則是提到，政府將採擴大公共建設方式刺激景氣，但營造業面臨缺工問題，

造成有工程卻沒人敢標。他表示，現在很多工程經費頂多一、兩億元，建議將門檻調

降至 1億元即可申請外籍營造工。勞動部官員則回應，會再跟公共工程委員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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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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集中檢疫所4/21起暫停收住移工2周 

入國引進許可若屆滿 可申請延長3個月 

疫情指揮中心緊急通知，因防疫工作需要，檢疫所自 109年 4月 21 日零時起，

暫停收住集中檢疫移工 2周；由於社福類移工，以及返國休假的移工再來臺都被要求

去住集中檢疫場所，無集中檢疫床位無法入境，若致使入國引進許可期限即將屆滿，

勞動部表示，雇主可在原許可屆滿之日前後 30 日內，向勞動力發展署跨國勞動力事

務中心申請延長 3個月內引進期限，並以申請 1次為限。 

據悉，目前集中檢疫所有 2,100床，不過因為海軍敦睦艦隊發生新冠肺炎群聚案

例，國軍官兵入住 600多人，緊接著又有數百名從武漢返台者入住等，檢疫所很快就

會額滿了，因此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在 4 月 19 日緊急通知，因防疫工作需要，檢疫所

自 109年 4月 21日零時起，暫停收住集中檢疫移工 2周，恢復收住日期另行通知。 

為加強國內防疫，自 109年 3月 17日起入境來台的移工都需居家檢疫 14天，又

基於防疫及人道考量，避免被看護者或社福機構住民感染，自 109 年 3 月 27 日起社

福類(包括機構看護工、家庭看護工及家庭幫傭等 3類)之移工，以及返國休假的移工

再來臺(不論業別)，要求去住集中檢疫場所；產業類的居家檢疫場所則維持由雇主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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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因應新冠肺炎疫情，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示，未持有居留證移工於 109

年 3 月 18 日起入住集中檢疫所 14 日者，每日收費新臺幣 1,500 元，自 109 年 4 月

18日零時起，不論有無持有居留證移工入住者每日收費 1,500元。 

勞動部指出，針對每日集中檢疫費用將由雇主負擔 750 元，勞動部則部分補貼

750元，移工入住集中檢疫所向雇主收費相關事宜，後續將另行公布。 

 

重點整理： 

疫情指揮中心緊急通知，檢疫所自 109 年 4 月 21 日零時起，暫

停收住集中檢疫移工 2 周；由於社福類移工，以及返國休假的

移工再來臺都被要求去住集中檢疫場所，無集中檢疫床位無法

入境，若致使入國引進許可期限即將屆滿，勞動部表示，雇主

可在原許可屆滿之日前後 30 日內，向勞動力發展署跨國勞動力

事務中心申請延長 3 個月內引進期限，並以申請 1 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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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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由於 4 月 21 日零時起，暫停收住集中檢疫移工 2 周，有部分移工入國引進許可

期限將屆滿，勞動部說明，雇主可依「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25 條規

定，於原許可屆滿之日前後 30 日內，向勞動部申請延長 3 個月內引進期限，並以申

請 1次為限；若雇主已經辦理 1次延長許可又面臨期限屆滿，就須等疫情結束後，雇

主得於防疫期間結束後 3個月內，再向勞動部申請延長引進效期。 

 

 

 

 

 

 

 

 

 

 

 

 

 

 

 

 

 

 

 

 

 

 

 

 

 

109.0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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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提醒移工保持社交距離 新北戶外宣導 

選定七處車站、捷運站 將進行至五月底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新北市政府勞工局為提升移工防疫觀念，將連續 7 週利用週

末時間，於新北轄內七處移工較常聚集及搭乘的車站、捷運站及周遭商圈，對移工宣

導應與他人保持社交距離，以免交叉感染。宣導活動將持續進行至五月底，透過發放

宣導單，提醒移工聚會時所應注意的事項。 

勞工局長陳瑞嘉表示，首場 4 月 19 日選定在板橋車站進行宣傳，板橋車站為三

鐵共構，加上環狀線通車，附近又有府中和新埔商圈，移工經常會在該站轉車，或下

站前往商圈。 

其餘宣導場次包括 4 月 26 日將於淡水捷運站、5 月 3 日在永寧捷運站、5 月 10

日在環狀線中原捷運站、5 月 17 日在新北產業園區站、5 月 24 日在樹林火車站，以

及 5月 31日在鶯歌火車站及各車站、捷運站周邊區域。 

勞工局宣導人員全程配戴口罩及防護鏡在車站發放衛教宣導單張，除了向移工說

明與他人應保持社交距離，室外為 1公尺以上，室內為 1.5公尺以上，現場勞工局也

隨身利用大聲公，對移工們進行四國語言衛教宣導播送。 

勞工局提醒，如果移工朋友如果無法保持社交距離，則應正確配戴口罩，加強手

部清潔消毒。而雇主若發現移工朋友有發燒、咳嗽等身體不適症狀，請盡速陪同就醫，

另雇主可撥打免付費防疫專線 「1922」(或 0800-001922)或「1955」專線協助進行

通報及諮詢。 

109.04.21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為提升移工防疫觀念， 於轄內七處移工較常

聚集及搭乘的車站、捷運站及周遭商圈，對移工宣導應與他人

保持社交距離，以免交叉感染。宣導活動將持續進行至五月底，

透過發放宣導單，提醒移工聚會時所應注意的事項。勞工局提

醒，雇主若發現移工朋友有發燒、咳嗽等身體不適症狀，請盡

速陪同就醫，另可撥打免付費防疫專線 「1922」(或 0800-001922)

或「1955」專線協助進行通報及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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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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菲勞返國 需配合14天檢疫 

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通知，配合菲律賓跨部門會議決議，所有返國的海外菲律

賓勞工，包含漁工以及其他工作類別，入境菲律賓時均需配合規定配合 14 天檢疫。 

據了解，截至 4月 13日止，至少 13,000名菲律賓勞工受到疫情影響而返國，其

中絕大部分為漁工。 

 

 

 

 

 

 

 

 

 

 

 

 

 

 

 

 

109.04.21外勞通訊社 

重點整理： 

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通知，配合菲律賓跨部門會議決議，所

有返國的海外菲律賓勞工，包含漁工以及其他工作類別，入境

菲律賓時均需配合規定配合 14 天檢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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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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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電再出發訓練計畫補助訓練費 63家企業申請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 6 月 27 日辦理外勞法令宣導，邀請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說明外

籍人士在台工作納稅相關規定。依規定，同一課稅年度在境內居留未滿 183 天者，按

非居住者身份計算稅額，國稅局表示，同一年度多次入出境應累計計算，以實際天數

為準，始日不計末日計為原則，以今年為例，須至 7月 3日仍在台者，才符合居住者

身份。 

非居住者薪資所得在基本工資 1.5倍以下者，扣繳稅率為 6%，超過者為 18%。因

此以 107年度基本工資 22,000元計算，其 1.5倍即為 33,000元；108年度基本工資

提高為 23,100元，即以 34,650元作為判定標準。 

國稅局指出，過去辦理非居住者各類所得憑單只能透過臨櫃辦理，目前已開放網

路申報，雇主給付非居住者之應扣繳所得，扣繳義務人已依規定在代扣稅款之日起

10日內繳清扣繳稅款，可於規定期間內利用網路申報各類所得扣繳憑單。舉例而言，

於 108 年 6 月 27 日給付薪資並扣繳稅款，7 月 6 日（周六）為繳清扣繳稅款期限，

因適逢假日順延至次一工作日 7 月 8 日（周一），得於當日 23 時 59 分前利用網路申

報各類所得扣繳憑單。 

不過如已超過申報期限，或是提前離境一次申報數月份所得，因需要按給付日期

分別申報，超過上傳時間，將無法採用網路申報。 

相關人員指出，部分雇主委託仲介業者協助申報，目前非居住者網路申報已新增

「受委任代理申報」選項，可由申報單位填寫委任書，代理人檢附申請書，向申報單

位所屬分局、稽徵所、服務處提出核備。完成後點選「受委任代理申報」，須再點選

「受委任人統一編號」，則可用受委任單位帳號密碼或工商憑證，代理後續網路申報

作業。 

重點整理： 

為協助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的企業與勞工，勞動部擴大辦理「充

電再出發訓練計畫」， 以鼓勵事業單位利用這段期間依照營運

策略發展需求規劃辦理員工教育訓練，同時對於參加訓練的勞

工補助訓練津貼，每小時 158 元，補助時數提高為每月 120 小

時。截至 4 月 20 日止，已有 63 家減班休息的事業單位提出申

請，訓練人數 2,08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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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參與人員多為聘有外籍專技人員雇主。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已於 107

年 2月 8日起施行，其中針對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及取得就業金卡者，於第 9 條規定首

次符合居留滿 183 天且薪資所得超過新台幣 300 萬元之課稅年度起算三年內，超過

300萬元部分之半數免計入綜合所得總額課稅。財政部已訂「外國特定專業人才減免

所得稅辦法」，明定申請程序及檢附文件事宜，申請書表及問答輯可至北區國稅局網

站，進入服務園地/主題類/稅務專區/綜合所得稅/綜所稅結算申報服務專區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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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督促雇主落實防疫 新北啟動宿舍訪查 

包含六大訪視項目 百人以上列首波對象 

新冠肺炎國際疫情依舊嚴峻，近日新加坡又爆發移工宿舍群聚感染，為使聘僱移

工的雇主落實相關防疫工作，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將針對僱用百名以上移工的企業，主

動入廠現場輔導雇主落實防疫措施，4 月 23 日起三天內完成，聘僱移工 50 人至 99

人的企業，則列入下一波的訪視對象。 

勞工局說明，此次專案訪視包含六個重點項目，包括是否張貼衛教宣導、人員健

康檢測機制、是否定期做環境衛生消毒、人員防護措施、宣導維持適當社交距離，以

及訪客登記等。 

新北市長侯友宜 4 月 23日 指出，看到新加坡的情形，他非常擔心，強調新北市

的防疫一定要做到位，請勞工局務必「不斷的要求業者、外籍勞工做好社交距離」、「傳

達正確防疫觀念」，不要因為沒有緊盯就產生漏洞。他也預告會找時間突擊檢查，若

沒做到位，雇主就要負起責任，該罰就罰。 

勞工局長陳瑞嘉說，目前新北市僱用百名以上移工企業有 39 家，將主動入廠現

場輔導雇主落實防疫措施，3天內全部完成。當日勞工局也由外勞服務科長廖武輝帶

隊，前往台灣松下電器及燿華電子等大廠進行防疫宣導，進入移工宿舍區對移工發放

「勤洗手、戴口罩、維持社交距離」的多國語言宣導單張，也在公佈欄張貼「1955

防疫專線」海報，要求廠方落實對移工的防疫措施與健康管理。 

至於 50人以上移工的企業則有 57家，將列為第二波執行對象，務必做到有效阻

絕病毒傳播。 

有關勞動部公告 4 月 21 日起「暫停收住」集中檢疫社福類移工 2 週的措施，然

重點整理： 

為使聘僱移工的雇主落實相關防疫工作，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將

針對僱用百名以上移工的企業，主動入廠現場輔導雇主落實防

疫措施，4 月 23 日起三天內完成，聘僱移工 50 人至 99 人的企

業，則列入下一波的訪視對象。此次專案訪視包含六個重點項

目，包括是否張貼衛教宣導、人員健康檢測機制、是否定期做

環境衛生消毒、人員防護措施、宣導維持適當社交距離，以及

訪客登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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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仲介及雇主都反映有龐大的照顧需求，侯友宜指示勞工局反映基層心聲，籲請中央

儘速開放集中檢疫床位，但尊重中央的考量。 

至於產業類移工，除建議中央儘速發布居家檢疫配套措施外，有關引進產業類移

工部分，侯友宜建議應該「暫停引進，優先僱用本國勞工」，務必在疫情高張之時阻

絕於境外，不能有疏漏。 

新北市移工人數將近 9萬 9千名，居全國第三，其中 5成以上為製造業移工。勞

工局提醒，雇主應主動並提醒移工外出至人多場所、搭乘公共運輸工具時全程佩戴口

罩；同時雇主應告知移工勤洗手、保持乾淨等防疫觀念。若雇主發現移工有發燒、咳

嗽等身體不適症狀，請儘速陪同就醫，也可撥打「1922」或「1955」專線，共同攜手

守護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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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新進產業移工居家檢疫計畫書增列附表 

社福移工集中檢疫 漁工應陸地居家檢疫 

勞動部 24日更新「產業類新引進移工申請入境居家檢疫計畫書」，其中增加「設

備與規劃附表」說明，明示雇主對於移工居家檢疫場所應備設施及注意事項，包括提

供單獨房間 1人 1室、提供網路、基本生活與清潔用品等、備有耳（額）溫槍、公共

空間須以漂白水稀釋消毒同時備置 75％酒精，以及出入口設 24小時門禁管制與人員

管理等，若有一項不符合則須重新申請實地查核。 

另外，勞動部強調，社福類移工或產業類返鄉休假之移工仍維持「集中檢疫」，

由政府安排，申請到集中檢疫床位才可入境，目前檢疫所自 4月 21日起暫停收住集

中檢疫移工 2周，勞動部已緊急採購由仲介公會辦理集中檢疫床位 220床，已簽核通

過，近期可上路。 

至於產業類新進移工居家檢疫場所則由產業類雇主於辦理移工入國簽證前，向地

方政府提出計畫書，地方政府應採事先查核，查核通過後將查核結果表件彙送勞動部，

勞動部再據以核發備查函給雇主，由雇 主續以辦理移工入國簽證；另針對海洋漁撈

業雇主，應提供陸上居家檢疫地點，若發現漁工於船上居家檢疫者，則不符合計畫書

規定。 

重點整理： 

勞動部 24 日更新「產業類新引進移工申請入境居家檢疫計畫

書」，其中增加「設備與規劃附表」說明，移工居家檢疫場所

應備設施及注意事項，包括提供單獨房間 1 人 1 室、提供網路、

基本生活與清潔用品等、備有耳（額）溫槍、公共空間須以漂

白水稀釋消毒同時備置 75％酒精，以及出入口設 24 小時門禁管

制與人員管理等，若有一項不符合則須重新申請實地查核。勞

動部說明， 社福類移工或產業類返鄉休假之移工仍維持「集中

檢疫」，由政府安排，申請到集中檢疫床位才可入境， 另針對

海洋漁撈業雇主，應提供陸上居家檢疫地點，若發現漁工於船

上居家檢疫者，則不符合計畫書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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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說明，雇主檢附「產業類新引進移工申請入境居家檢疫計畫書」，向居家

檢疫住宿地點之當地勞工主管機關申請檢疫場所實地查核，其實地查核重點包括「房

間及設備」、「公共空間」及「門禁管理及安全維護」等三大項目。 

勞動部指出，「房間及設備」須為提供單獨房間(限 1人 1室)；應有獨立廁所、

盥洗室及空調設備。不建議選擇不能開窗之場所居家檢疫；提供網路；工作人員備有

耳(額)溫槍，並提供體溫健康狀況紀錄表，供詳實記錄體溫及健康狀況；提供肥皂、

洗手乳和 75%酒精等手部清潔用品；提供日常基本生活用品、清潔用品及床、寢具等

必要物品。 

「公共空間」將查看公共區域之環境清潔工作，消毒方式可使用 1：100(當天泡

製，以 1份漂白水加 99 份的冷水)的稀釋漂白水/次氯酸鈉(500ppm)，以拖把或抹布

作用 1至 2分鐘，再以濕拖把或抹布擦拭乾淨；配置 75%酒精(儘可能使用感應式)。 

「門禁管理及安全維護」則是查看出入口有無設有 24小時門禁管制及管理人員

駐守、移工出入安全措施(如閉路電視監視系統)，及是否提供檢疫期間之餐飲，避免

居家檢疫者離開自己的房間。 

勞動部表示，居家檢疫場所類型或查核項目有一項不符合者，其檢查結果就不須

提供給勞動部，雇主無法獲得備查函，雇主須於招募許可或入國引進許可函（海洋漁

撈及乳牛飼育業為初次招募許可函）效期內，重新申請實地查核，申請次數並未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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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力最新資訊、為您即時掌握、不落人後、深得您心 

集中檢疫所床位不夠 勞部急採購... 

雇主負擔每人每天750 元 

新冠肺炎疫情延燒，海軍官兵確診傳出後更有許多人被迫集中檢疫，傳出床位不

足，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日前發文給勞動部，希望暫緩社福移工及返鄉的產業移工

引進，以調度集中檢疫場所，為了持續協助移工引入，勞動部已經委託仲介公會採購

220床集中檢疫場所，待採購完成後就可以再引進返鄉產業外勞及社福外勞。 

據勞動部統計，從 4月 9日至 4月 22日為止，僅有 181位移工入境，包括產業

移工 62名、社福外勞 119 名，相對去年平均每天引進的 600餘名移工人數少了不少。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跨國勞動力管理組組長薛鑑忠表示，依照指揮中心 3月 17

日指示，移工入境要檢疫 14天，3月 27日再修正檢疫方式，社福類外勞及返鄉的產

業類都至衛福部提供的集中檢疫場所檢疫，共預留 400床，雇主需負擔每天每人每床

1500元費用。 

但受到近日集中檢疫場所調度吃緊，薛鑑忠表示，因此從 4月 21日起社福外勞

及返鄉的產業外勞都無去進入，因此勞動部正循採購程序，委託仲介公會尋找 220

床集中檢疫的場所，待完成程序就可以繼續引進，雇主負擔費用為每天每人每床 750

元，超出的費用由就安基金支出。 

 

 

 

 

109.04.24人力仲介會訊 

重點整理： 

新冠肺炎疫情延燒， 近日集中檢疫場所調度吃緊， 勞動部勞

動力發展署跨國勞動力管理組組長薛鑑忠表示，從 4 月 21 日起

社福外勞及返鄉的產業外勞都無去進入，因此勞動部正循採購

程序，委託仲介公會尋找 220 床集中檢疫的場所，待完成程序

就可以繼續引進，雇主負擔費用為每天每人每床 750 元，超出

的費用由就安基金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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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移工工作、生活及外出管理注意事項 

工作住宿空間分流管理 不得禁止移工放假 

有鑑於新加坡移工宿舍爆發大規模群聚感染，且考量我國移工居住特性及假日有

群聚現象，避免已入境移工發生群聚感染情事，增加社區感染風險，勞動部明訂有關

移工工作、生活及外出管理注意事項，如建議工作場所及住宿空間應分流管理，不得

禁止移工放假但可協調避免同一日集中放假，可提供休閒娛樂設備減少移工外出需

求。 

在移工國民待遇原則及符合相關勞動法令之前提下，配合已發布之「新型冠狀病

毒感染防疫行為指引」及「社交距離注意事項」，勞動部 4月 24日訂定「因應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雇主聘僱移工指引：移工工作、生活及外出管理注意事項」，供雇主、

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及移工參考。 

避免群聚感染風險，致影響移工與國人安全健康，或因有確診個案造成工作場所

停工衍生無法營運之情事發生，勞動部建議，雇主或仲介可透過多元管道加強移工衛

教及防疫觀念，如張貼海報、發送簡訊、建立 Line等即時通訊軟體群組，或於移工

住宿地點播放影片及訂定工作規則等。 

針對工作場所及住宿空間，勞動部建議分流管理，同一住宿地點移工應儘量安排

於同一工作地點、同一班別，避免與不同班別之移工混雜。仲介如受雇主委託辦理移

工生活管理，應儘量避免所屬不同公司之移工混住。同一住宿地點移工應儘量安排一

同用餐，用餐區域與座位應保持社交距離或有間隔設施。不同班別移工用餐及盥洗時

間可彈性交錯。 

重點整理： 

考量我國移工居住特性及假日有群聚現象，避免已入境移工發

生群聚感染情事，增加社區感染風險，勞動部明訂有關移工工

作、生活及外出管理注意事項，如建議工作場所及住宿空間應

分流管理，勞動部強調，雇主應依勞動法令或勞動契約同意移

工放假，不得禁止其放假，但可協調移工避免於同一日集中放

假，另可提供休閒娛樂設備減少移工外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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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如設置交通車、通勤車等交通運輸措施，建議移工上車前應量測體溫，且有

車內常態性的清理流程(至少每 6小時一次)，針對經常接觸的物體表面進行消毒，並

在維持搭乘人員社交距離之原則下，對乘客提供空間分隔。 

為減少移工外出需求，勞動部建議雇主依移工需求提供休閒娛樂設備，及適時協

調移工常去之宗教場所，改採視訊方式進行聚會或交流；另雇主應儘量協助移工上網

預購口罩，並提供必要之設備，如電腦、讀卡機或本部翻譯多國語言之購買指引。 

如移工有疑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症狀，除儘速協助安排就醫外，建議雇主或私

立就業服務機構應立即安排一人一室居住處所。雇主或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如無適當場

所可安排，建議可送防疫旅館或政府集中檢疫場所(如需送集中檢疫場所，可與勞動

部 1955專線聯繫)，勞動部將視情況補助雇主部分費用。 

勞動部強調，雇主應依勞動法令或勞動契約同意移工放假，不得禁止其放假，但

可協調移工避免於同一日集中放假。移工放假外出或非上班時間外出時，雇主應提醒

移工儘量避免出入人潮擁擠、空氣不流通的公共場所，保持社交距離，室外 1公尺，

室內 1.5公尺以上，及提醒移工外出時應戴口罩，以減少感染風險。 

移工外出後返回，勞動部建議雇主應主動關心移工健康狀況，並於住所之入口處，

實施之體溫量測，及詢問並記錄有關旅遊史、接觸史及是否群聚等資訊(TOCC)，包括

放假期間之足跡、停留 15分鐘以上地點、搭乘之交通工具及接觸對象等，以落實記

錄 TOCC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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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事由不可歸責於雇主 新增因應新冠肺炎  

勞動部函釋3/27-6/17轉出名額不會扣總人數 

為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勞動部近日函釋新增在 109年 3月 27日至 6月 17日期間，

外國人因《就業服務法》第 59條規定轉換雇主，屬於不可歸責於雇主事由，未來核

算製造業雇主配額時，轉出名額將不會被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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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條之 7第 1項第 4款但書規定，所聘僱外國人總人數之認定，應包含申請日前

2年內，依本法第 59條規定轉換雇主之外國人人數。「但轉換雇主之事由不可歸責於

雇主者，不在此限。」 

勞動部將於 109年 5月 1日公告函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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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條之 7第 1項第 4款但書所稱「轉換雇主之

事由不可歸責於雇主」，新增「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自 109年 3月 27

日至 109年 6月 17日，外國人因就業服務法第 59條規定轉換雇主」。 

勞動部先前函釋「轉換事由不可歸責於雇主者」，首先是須符合雇主與所聘外國

人發生勞資爭議，經地方勞工主管機關召開勞資爭議協調或調解會議後，任一方或雙

方無繼續聘僱關係之意願，並依法終止聘僱關係，且雇主經地方勞工主管機關查明無

違反勞工法令或勞動契約。 

例如移工對於工作環境過敏不適應，如工廠的化學藥品等，移工要求解約轉換，

調查雇主無違反勞動法令與勞動契約，就不會扣配額。 

重點整理： 

勞動部將於 109 年 5 月 1 日公告函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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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條之

7 第 1 項第 4 款但書所稱「轉換雇主之事由不可歸責於雇主」，

新增「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自 109 年 3 月 27 日至

109 年 6 月 17 日，外國人因就業服務法第 59 條規定轉換雇主」，

屬於不可歸責於雇主事由，未來核算製造業雇主配額時，轉出

名額將不會被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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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符合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20條第 4款規定不可歸責雇主事

由，致外國人須延後出國並經勞動部專案核定，如外國人因受羈押、刑之執行、重大

傷病或懷孕等事由，致須延後出國，並經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定，雖外國人仍在台時，

原雇主可以引進或承接聘僱新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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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類外國人，於原聘僱第二類外國人出國前，不得引進或聘僱第二類外國人。但有下

列情形，不在此限：其中第 4款規定外國人因受羈押、刑之執行、重大傷病或其他不

可歸責於雇主之事由，致須延後出國，並經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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